
电影《兔子暴力》：
青春片的母女镜像叙事

周舟

《兔子暴力 》 的片名很好理解 ，

“兔子急了也咬人”， 女性犯罪者中有很
大一部分都是长期受虐的弱者奋起反击
却失当、 犯法， 对于片中的女主角是个
巧妙的比喻。

英文片名 The Oldtown Girls， 涵义
更深， 它点明了故事的发生地， 米易，

四川攀枝花市的一个小城， 既有荒废无
主的农田， 又有被淘汰的大工厂， 老城
里的女孩想求一个更好的人生， 便只能
远走大城市———成都。 于是米易通往成
都的梦想之路上， 便出现大大小小的困
顿与痛楚， 远走他乡者有追逐梦想而不
得的失落与挫败， 而留守老城者则必须
承受贫瘠与离散之苦 。 故事的前半部
分， 编剧、 导演申瑜都在用不疾不徐的
精工细笔描摹 《兔子暴力》 青春残酷叙
事的底色， 它让这个看似偶然的悲剧，

拥有了更多必然的解释。

除了底色厚重、 社会背景详实， 这
部青春片的结构也值得褒奖。 青春片，

顾名思义， 说的是那些青春期少男少女
们的事， 固然能捕捉长大成人之际特别
的生命律动， 但毕竟因为影片的议题都
是小孩子的事 ， 也容易流于浅白与单
薄。 纵观电影史上优秀的青春片， 其实
都是包容了成人世界的， 只不过看你裁
剪了多少成人世界进来， 又或剪裁了哪
些内容进来。

笔者发现近两年几部质量上乘的青
春片 ， 都非常聪明地将青春叙事做成
了母女镜像叙事 。 之所以选择母女 ，

当然是因为近年来电影叙事的潮流便
是女性叙事 ， 而两代女性诉诸同一主
题下的镜像对照 ， 构成了影片的主要
叙事结构 。 《兔子暴力 》 里的母女是
万茜扮演的曲婷和李庚希扮演的水青，

它也是母女镜像结构最完整的一部， 首
先从外观上， 万茜和李庚希就很像， 二
者的表演也和脸一样 ， 都是纤巧精细
的 。 在故事里 ， 母女二人都是可怜的
“兔子”， 万茜扮演的妈妈因为欠了赌债

被追债人不断凌虐， 而李庚希扮演的女
儿也不断被生活被同学欺凌。 两只受尽
欺负的 “兔子”， 却在保护对方时， 露
出了最锋利的爪牙， 当追债人试图打女
儿的主意， 曲婷毫不犹豫地将女儿护在
身后， 凶悍得像一只老虎， 而为了帮妈
妈还债， 水青真的做到了她对妈妈承诺
的，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她去
偷盗、 绑架、 杀人。

青春叙事常伴有疼痛， 那是生命成
长与蜕变之痛， 每一代人都会承受， 而
母女镜像结构更可以将这种代际疼痛变
为一种接力、 一种传递， 《兔子暴力》

中小城有一座隧道 ， 连接着新城与旧
城， 而直到影片演完， 她们也没走出那
条隧道。 当年曲婷为了走出老城， 不惜
离婚、 抛下襁褓中的女儿， 最终还是在
外面的世界碰得鼻青脸肿回来， 而水青
甚至连走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两代老城
女孩， 依然被困在这里， 挣扎着想要更
好的生活， 却不知道前路在哪里。

如果万茜和李庚希双女主一定要分
出一个高下， 我选万茜。 李庚希当然也
好， 但以她现在的年纪和阅历完成 《兔
子暴力》 中水青这个角色属正常发挥，

万茜的角色显然难度更高。 其实她并不
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但她的表演还是说
服了我。 长了一张聪明脸的万茜是那种
万事 “拎得清” 的女孩， 但曲婷是有点
傻而莽撞的甚至带点粗俗的， 她属于那
种脑子浆糊的女人， 否则也不会一步步
将自己连带女儿引向深渊。 演李庚希的

妈妈， 万茜也显得过于年轻了一些， 过
于优雅了一些。 但这些先天的障碍， 都
没有阻止万茜用自己的表演说服观众，

塑造一个活生生的属于她的曲婷。

不知道原剧本里曲婷是个什么样的
女人， 但最终万茜完成的这个角色， 带
着她个人的理解与烙印。 曲婷是一个一
直做着舞蹈家美梦的小女孩 ， 还没长
大， 也还没有醒。 她把曲婷的蠢笨演绎
成了一种带有文艺气质的懵懂与不谙世
事， 这既弥补了她和李庚希之间作为母
女牵强的年龄差， 也让这部小城青春片
涂抹上一层 “飞一般” 的艺术油彩。

从 《兔子暴力》 《盛夏未来》 《我
的姐姐 》 这几部青春片来看 ， 或多或
少它们都采用了母女镜像结构 ： 《盛
夏未来 》 中郝蕾扮演的在高中早恋的
妈妈与张子枫扮演的高考前早恋的女
主角形成对位 ， 《我的姐姐 》 中朱媛
媛扮演的上一代 “姐姐 ” 小姨代母亲
与张子枫扮演的这一代 “姐姐 ” 形成
对位 。 让母女两代———上一代少女与
当代少女———放置在同一个主题下进
行对照 ， 其中既有命运的轮回 ， 又有
时代更迭带来的代际变迁 ， 这也让
“青春 ” 的主题不再是一代人的主题 ，

而是代际之间共同面对的主题。

从可行性来看， 青春片中的这种母
女镜像结构既解决了青春片常见的主题
单薄、 议题低幼的问题， 将更为广泛的
成人化社会议题也纳入其中， 助力青春
片增强对成熟观影人群的吸引力。 毕竟

从不久前的观影人群调查的论据来看，

中国影院观众的平均年龄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龄———34 岁， 从这一角度来说，

青春片也确实需要考虑覆盖更为成熟的
观影群体。

同时， 青春片的这种母女镜像结构
也有效地提高了青春片的表演成色。 青
春片的表演问题一直以来都为人诟病，

胶原蛋白与演技兼得的年轻演员毕竟不
多 ， 而当母亲这条叙事线成功引入之
后， 一群成熟的中年演员便能入驻青春
片， 以他们扎实的表演撑住影片， 大大
提高影片的表演含金量， 比如朱媛媛贡
献了 《我的姐姐 》 中最高光的几段表
演， 《盛夏未来》 中郝蕾和祖峰的那条
恋爱线较男女主角不遑多让， 《兔子暴
力》 中万茜更是光彩夺目。 前段日子，

一直热议的正值事业黄金期的优秀女演
员的大银幕就业问题， 也迎刃而解。

作为青葱计划的首代种子选手 、

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的科班生 ，

编剧兼导演的申瑜虽然只导演过 《兔
子暴力 》 这一部院线长片 ， 但她的从
业经验并不稀缺 ， 对于电影既保有艺
术的热爱 ， 又有足够职业的清醒 。 所
以， 即使是导演处女作， 《兔子暴力》

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均衡完备， 都呈
现出极大的成熟度， 是一部一点也不青
涩的青春片。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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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明星”的崩塌，本质上是教育“地基”的薄弱
王雪璞

虽然近些年来关于 “饭圈流量” 的
乱象层出不穷， 但近日几位人气流量明
星的连续崩塌无疑超出了观众认知的底
线 。 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 ， “流量明
星” 无非只是 “小圈子文化” 的自娱自
乐， 至多只能上升到社会文化的层面，

却不承想 “流量文化” 已远远超出了侵
染当下国内精神文明生活的范畴。

“流量明星” 何罪？ 资本的强力裹
挟、 互联网文化的下渗、 “饭圈” 文化
的愈演愈烈自然是其重要原因。 但是有
一个问题却是被长久忽视的： 演员与观
众之间是典型的供需关系 ， 社会有需
求， 资本才有供应。 换句话说， 有观众
爱看 ， 就有人为观众生产 ， “流量明
星” 是被很大一批观众所选择出来的，

是观众文化在某个公众人物身上的集体
投射。 这种文化之所以畸变成了非理性
的 “饭圈文化”， 与我们教育体系在某
些方面的缺失不无关系。

艺术教育长久缺位，
年轻人难有深刻的审美辨
别能力

1903 年， 契科夫在给丹钦科的一
封信里写道： “不应当把果戈理降低到
人民的水平上 ， 而应当把人民提高到

果戈理的水平上去。” 这句话放到 100

多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应予以我们启示，

当下有一个很危险的倾向 ： 似乎一切
“既存事实” 都有合理的解释， 一切艺
术的评判标准都可以用 “多元化 ” 来
归纳 ， 一切对于观众鉴赏能力的要求
都是过分的。

诚然， 艺术是超越阶层的， 但艺术
本身却是有高低之分的。 只有这样， 我
们才能把那些 “伪艺术 ” “伪作品 ”

“伪艺术家” 给甄别出来， 这则需要系
统性的艺术教育的参与。 根据腾讯出品
的 《流量明星数据分析报告》 显示， 当
下流量明星的受众呈现出高度的趋同
性， 尤其是男性明星， 其受众群体基本
是男女通吃， 24 岁以下人群至少占有
六成的比例， 这也正是我们高等教育与
基础教育所覆盖的年龄段。 事实上， 当
下的青年群体乃至未成年人很少能接受
系统性的艺术教育， 虽然艺术教育的重
要性已经一再提起， 但各阶段学校在落
实上仍然缺少明确的方向性以及具体的
操作模式， 难免沦为 “讲座泛滥” 的形
式主义。 艺术教育难以系统性地进入公
办课堂， 校外培训也就成了家长们的唯
一选择， 但 “功利性” 的校外培训很大
程度上是把 “艺术” 作为升学的阶梯，

重 “技” 而轻 “艺” 的培养模式很难让
年轻人真正地理解艺术乃至喜爱艺术，

更有可能让一部分年轻人失去对艺术的
向往， 片面地理解艺术乃至厌恶艺术，

将 “艺术” 视作 “成功学” 的跳板， 将
明星生活视作 “艺术培养 ” 的最终目
的， 将 “流量美学” 视作审美的唯一标
准， 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的彭万荣教授有
一个观点： 艺术教育是 “灵” 的教育，

艺术感受力是最重要的创造力也是最被
忽视的创造力。 加强年轻学子的艺术感
受力培养， 正是在培养他们独立的思考
能力， 方能在 “流量文化” 大行其道的
当下保持清醒， “去伪存真” 而不盲目
追逐。

道德教育理应重提，没
有道德的明星不值得去粉

长久以来， “颜值即正义” 的说法
似乎已经深入人心， 这句来自于日本二
次元文化的 “口头语” 已经为 “饭圈”

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号召力 。 事实上 ，

“颜值即正义” 本质上只是一句没有任
何理论支撑的 “顺口溜”， 我们当然可
以因为明星的颜值而喜爱他， 但却绝不
能说明星因为有颜值所以正确。

道德教育往小了说是 “是非教育”，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做，什
么不能做， 粉丝们理应有清晰的认知与
辨别能力。事实上，“是非教育”也是我们
当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所亟需的。 就
业产生的竞争焦虑让年轻人迫切寻找释
压的窗口，某些企业推崇的“狼性文化”

让年轻人学会不择手段。 风靡互联网的
明星“打榜文化”本质上正是在鼓励年轻
人非理性地互相竞争， 用真金白银相互
厮杀，一言不合就互相谩骂、控评、人肉
的做法让旁观者觉得不可理喻。 由于不
明是非，只一味地讲求站队立场，“饭圈”

文化已经走向了极度病态。 在吴亦凡涉
嫌犯罪接受调查后， 竟有粉丝要以 “自
残”“移民”等相要挟，这甚至已经步其偶
像之后尘，触及涉嫌违法的地步，不能不
让整个社会予以警觉。

道德教育本质上是 “价值教育 ”，

即告诉 “粉丝” 什么样的 “偶像” 才值
得喜爱。 “偶像” 本该是 “粉丝” 理想
人格的化身， 而当下不少被资本制造出
来的 “流量明星” 显然承担不了这个职
责。 一个真正的 “偶像” 应该用良好的
业务能力与过硬的道德品质为社会公众
作出榜样。 抗战中， 梅兰芳先生死活不
给日本人登台表演， 大是大非面前绝不
含糊的品质赢得了公众的景仰。 于是之
先生演了一辈子戏， 其业务能力也是毋
庸置疑， 其所塑造的 “王利发” 形象至

今被认为是最好的表演， 这二人都是德艺
双馨的典范。 当下有些 “流量明星” 一无
作品、 二无人格， 背靠着资本与互联网平
台， 绞尽脑汁地收割粉丝流量， 这样的明
星， 又有什么 “价值” 成为社会的榜样？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身边聚集着大量
的资源，享受着人上人的荣光，但这并非明
星真正的“价值”。然而，如果“是非教育”缺
席，就会导致年轻一代错误地解读“成功”

的真正内涵：业务精湛不算成功、道德高尚
也不算成功、 只有抛头露面赚大钱耍威风
才是成功，让年轻一代变得急功近利，一旦
遇挫，就难免沉溺于虚幻的世界，通过“打
榜” 等方式迫切地获取成就感， 依靠供奉
“偶像”找寻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无疑
是饮鸩止渴，粉丝们该清醒了。

“偶像” 的轰然崩塌， 势必让粉丝们
难以接受， 甚至有无家可归之感。 但这也
给 “饭圈” 人士上了深刻的一课： 不讲是
非原则地去惯养偶像， 就像没有止境地吹
一个硕大无比的气球，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
“飞得越高、 跌得越惨”。 另一方面， 我们
的教育也应该充分地理解年轻一代的文化
诉求， 正确引导他们的人生价值观： 只有
清醒地去支持喜爱的艺人， 艺人才不会辜
负粉丝的期望。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 文
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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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提要

涉案剧创作的着力点：
理性的力量、人性的觉醒、法治的尊严

15年！你还记得
“不抛弃、不放弃”的誓言吗？

这个夏天青春片
为何未能达到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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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兔子暴力》 剧照。

电影 《我的姐姐》中，朱媛媛扮演的小姨代替母亲完成了母女

镜像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