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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归来》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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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复苏态势喜人，在电影票房
高歌猛进的同时，人们对于电影艺术品质和文化品格
的忧虑与呼唤，成为业界的共识：在电影创作中，如
何处理好电影市场考量与对艺术品质追求的关系？如
何更好地运用和把握电影的类型模式，带动观众对电
影认同，以满足并提升观众的欣赏需求？创作者的心态
和选择，直接影响作品最终的样貌，以及电影与观众的
互动。

电影《归来》创作与发行中，同时出现了“艺术片”
与“通俗剧”两个标签。在公映发行中，影片彰显“张艺
谋回归艺术片制作”的宣传定位，并引发观众对影片与
小说原著的比较。张艺谋表示，他第一次读完小说就直
觉确定了“归来”的主题：“看了以后觉得很有力量，很
沉甸甸的一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可能要从尾声开始
拍”，“因为前面有很多问题不好拍，可能就得从陆焉识
回家开始拍”；对《归来》的创作，他把大时代放到背后，
采用“通俗剧”方式处理这一题材——“通俗剧最贴近
人们习惯听故事的角度”。

用通俗剧呈现大历史是没有问题的；对电影的评
价，也大可不必对照原著小说指责影片的缺失。一部好
电影，完全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结构，并在自身文本内部
提供给观众足够支撑影片情绪走向的逻辑关系与剧情
设置；观众也完全可以按照通俗剧本身的结构和框架
评析影片的得失。一般意义的通俗剧，实质是围绕观众
观影心理预期的类型化创作，即通过细化观众的观影
需求，明确影片创作定位，借助类型创作的元素与法
则，以实现有效控制观众情绪、调动观众参与剧情互
动、优化电影传播效果。那么，《归来》如何在类型框架
下创作和探索？影片与观众类型观影的心理是否对接？

与《归来》最为接近的通俗剧有两大类：爱情剧和
伦理剧。从爱情剧的角度考察，由巩俐饰演的女主人公
冯婉瑜，乍看外表如常，但剧情种种细节却揭示了她的
病态——不仅记忆丧失，而且心智衰减。如何才能让
观众被一个病人的爱情故事打动？通俗剧的常规方式
是强化爱情的美好，赋予病患主人公超乎世俗的、极
致的、真善美的特质。如电影《城南旧事》中英子眼中的
女疯子就是这样的典型。在电影《归来》中，几乎没有篇
幅揭示男女主人公过往的情感，而因生病丧失母性、将
自己的孩子赶出家门的冯婉瑜，也难以承担起“真善
美”的象征，她只是一个病人，一个困在记忆中的历史
囚徒。

从伦理剧的角度衡量，电影开头介绍冯婉瑜是一
位中学教师，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心智障碍者，按照伦理
剧的通则，必须要回答和处理的问题是：谁为冯婉瑜的
悲剧命运负责？谁为陆焉识一家承受的苦难负责？但
是，影片《归来》并没有按照常规程式发展。

电影开端，陆焉识从劳改队逃跑归来，打破了冯婉
瑜、丹丹母女二人平静的生活——影片中呈现的其他
角色（如舞蹈学校的老师、街道主任）对待母女二人的
态度，以及陆家的家庭陈设（整洁的居室环境、钢琴）、
生活起居（冯蒸馒头时的铺排夸张的影像），这些电影
细节和元素在剧作结构上传递的潜在信息是——冯婉
瑜母女原本有着不错的正常生活。

从情节逻辑看，正是陆焉识（父亲、丈夫）的突然归
来，直接导致极具舞蹈天赋的丹丹无法饰演她梦寐以
求的女主角，导致女儿出卖父亲、背叛人伦亲情，并且
造成对妻子冯婉瑜的直接伤害。这是观众在感情上很
难接受的因果逻辑。因为从伦理常情的角度，对于一个
家庭来说，丈夫的缺失才是悲剧；丈夫归来导致悲剧是
荒诞的。因此，观众迷失在《归来》设置的情境中，他们

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找到一个答案，才能卷入和理解
剧中人的情感。

按照伦理剧常规，对剧中人的悲剧命运要给出一
个加害者和罪人，并让其最终受到惩罚。电影《归来》的
处理也与这一常规迥异，片中只隐约暗示有一个“可能
的”加害者——“方师傅”存在：在女儿的记忆中，这位
方师傅曾用汤勺打母亲，喻示这个人曾进入陆家的生
活；妻子冯婉瑜在梦魇中对“方师傅”的拒绝，暗示曾经
发生令她纠结、难以释怀的性关系。而片中丈夫陆焉识
带着汤勺寻仇追踪的结局，不仅让人意外而且令人沮
丧——他面对的是另一个孤立、在无解中等待丈夫归
来的女性（方师傅的妻子），她愤怒地喊：“你是工作组
的吗？我们老方是一个好人，你们凭什么要带走他？把
他带哪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显然，按照通俗剧惯例认识和理解《归来》，观众会
遇到重重障碍。事实上，电影《归来》并不是一个常规意
义的通俗剧。尽管影片以通俗为包装，却更多呈现了艺
术片的精神理念和气质。比如，影片中方师傅角色的设
定和安排，就是《归来》的点睛之笔，同时，也是我们破
解电影编导者真实意图的钥匙——创作者无意对历史
悲剧给出简单的答案，影片真正的立意在于：通过日常
化的叙事，呈现历史情境下个体真实的情感逻辑、行为
选择与命运悲剧。

因此，面对“无形的历史抉择”和“复杂的人性关

系”，剧中人陷入了困境：寻仇归来的陆焉识病倒
了—— 一方面，他找不到加害者（没有人能为历史灾
难负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剧中每一个人（包括冯婉
瑜自己）都可能扮演了悲剧推手的一分子。这样的情节
和立意，明显是反通俗剧的，其深意在于：情感故事背
后，内里所包裹的创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对大历史背景
下人性追问的触碰。

通俗剧，还是艺术片？创作者的选择与游移，令电
影《归来》与一般情绪饱满、情节清晰连贯的常规通俗
剧不同，影片节奏凝滞、指向内敛，给观众的观赏、
接受，以及对影片意义的读解带来障碍；同时，作为
明示反思责任的艺术片，其内容含量又稍显单薄，影
片中对人性的追问、对历史的反思也比较模糊和隐
晦。《归来》中所呈现的对类型电影与艺术电影创作规
律的双重悖反，也是近期中国电影创作中存在的共性
问题。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电影《归来》的尝试和探索，
仍有着突出的价值。尤其是，影片呈现“文革”历史的独
特视角、平静的叙事风格和充满寓意的结局令人回味：
电影主人公丈夫陆焉识陪伴着妻子冯婉瑜，他们年复
一年到车站等待，等待“陆焉识”——等待精神的归来，
等待被遗忘的记忆，等待自我的觉醒——既是影片最
有魅力的华彩，也是张艺谋对艺术追求静水深流的赤
诚之笔。

情感故事背后的反思情感故事背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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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影片《归来》正式上映之前，它的信息就已经发散在
媒体和网络上，如主演人选确定、概念海报发布、小范围试映
引发的如潮好评和少许质疑，等等。这使得 2014年中国电影
的关注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它的来临。一种对艺术片大腕、对电
影作者身份“归来”的强烈期待，也弥漫在电影观众特别是一
部分资深观众之间。

老实说，笔者对该片，等看心理有之，期许热望不多。从影
片的状态来看，悬置历史的同时，工艺水平并没有达到足够精
密。首先是年代感描绘得粗糙。人物身份、剧情前史的交代语
焉不详；美工和道具不能让从那个特定年代走过来的人完全
信服，顶多是参差仿佛。比如，作为剧情中重要细节的那一纸
公文，上边的字迹明显出自电脑排版和打印，与早年的铅字印
刷相差甚远。年轻一代的观众自然已经不能辨识年代面貌之
真伪，但这却不能成为主创方含混带过的理由。其次是空间不
完整。不能展示特定年代里特定空间的全貌，这一问题至少在

《金陵十三钗》里就存在了，在《归来》里继续着。城市的身份被
隐匿，家庭和所在楼房被剪切为室内剧式的空间关系形式，这
样处理对于布景是种方便，而对历史景观的再造则远远不足。
火车站在片中一再出现，但与其说它是视觉叙事里的重要场
景，不如说是传情表意层面的超载符号：在整体性的时空缺席
时，它承担了关于那个年代和人物命运的过多意指。

不可否认，影片中有些精彩的细节，也显露出精明的叙述
策略。比如那个不曾露面的方师傅，他和冯婉瑜之间的事情在
人物的对话中始终只是暗示，没有挑明；然而，细心的观众却
在英文字幕里看到 violate 一词，至于解读为“强奸”还是“侵
犯”，恐怕要取决于语境了。在笔者看来，这种模棱两可的精明也正是影片对历史的
态度。至于历史造成的个人恩怨，影片的态度也很富有中国式的人情世故：要么是
私人报复——陆焉识暗藏饭勺独自寻仇；要么是宽纵——陆焉识发现老方也成为
历史悲剧的牺牲品，于是不再追究。无论哪种，都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意识和是非
观念背道而驰，在笔者看来都无助于对历史的反思。

假如抛开历史的问题，仅仅将《归来》视作一部家庭伦理剧，那又如何呢？影片
主要剧情是那对患难夫妻，与女儿有关的情节是次要的。但正因为次要，往往会流
露出某些下意识的心理。不知道观众是否注意到，影片里的家庭关系有点古怪：夫
妻一直沉浸在二人世界里，对孩子完全没有在意。从始至终，除了轻描淡写的一句

“不怪你”之外，看不到那对知识分子夫妻对女儿有足够的情感交流，更不用提心灵
教育和思想启蒙。妻子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为她建构起有关“父亲”（血缘与文
化双重意义上）的知识，却对女儿犯下的过失表示了绝对的不原谅。父亲要女儿帮
忙用营造谎言的方式来治疗妻子的失忆症，固然出于不得已，但随着一再使用，最
后成了实用主义者的方便法门：只要达成目的，无所谓手段。对真相不尊重、对欺瞒
行动无内疚，又必然会消解“父亲”的正义性，沦为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即陆的攻
略能否破解冯的难关。不得不说，在悲情催泪的外衣下，《归来》流露出的伦理观念
完全经不起推敲，而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角度和廉价的悬念更令人不安。

对《归来》的赞美之一是陈道明、巩俐的演技。二人确实用自身的积淀支撑起了
人物和剧情，在他们——或许还可以加上张嘉译——之外，其他角色的塑造都流于
浮夸了。那个年代固然满是悲剧、荒诞，但正如悲剧不等同于号哭，荒诞也不是夸张
滑稽。相反地，荒诞之所以成其为荒诞，恰恰在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并不以为荒诞，而
是觉着无比正常，进而以非常自然、真心实意的状态生活着。当影片用夸张的造型、
表演和台词将整体的荒诞置换成个体的滑稽，历史观念的走向就不会是米兰·昆德
拉表述的虚无命题，而是退回到拍案惊奇的市井趣味。影院里年轻观众群的嬉笑显
然不能作为影片艺术成功的证明。

设想一下，影片的主演有没有可能不是陈道明、巩俐？从演技的角度讲，这种可
能性是存在的。然而，从品牌营销的角度看就不可能有更好的替换方案。同样的道
理，必须是郎朗，必须是陈其钢，必须是《渔光曲》。张艺谋名下，需要这样的豪华阵
容。主创愈是矜持地低调，宣发愈是需要恰当地提醒大众：我们是高大上的。利用了
历史，成就了主创方和出品方，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归来》的前前后后嗅到的是一
股“阳谋”的气味。

既然影片里提到了精神分析，那么这里也不妨就用一下这个为大众所“耳熟”、
但却并不能详的“理论”来考察下影片的一个小小细节：当练习舞蹈的女孩儿们出
现在第一个镜头里时，她们身体首先被呈现的，是裸露的腿之局部。这有点奇怪，因
为如果是为了突出角色，该是脸；如果是为了强调动作，该是芭蕾舞鞋。当然，“文
革”时期的禁欲与红色芭蕾欲盖弥彰的性意味确乎构成了一种古怪的对立统一，但
那显然不是这部影片的重心。在笔者看来，这个近景，与《金陵十三钗》里玉墨行走
时的妖娆摆动的腰臀近景一样，是一种建立在男性（中老年）立场上的趣味。倘若如
此，年长如我者，就不能责怪解构时代的网民对某一版海报那句话的放肆曲解。他
们乐不可支地问：“爸，你走后，妈就没锁过门”，这句话几个意思？

或许这样的批评会引发反弹的声音，用流行的网络文就是“你行你上啊！”笔者
想说的是，既然不行，何必非上不可？很多时候，把历史留给沉默比在历史身体上刺
字要好，盗墓笔记和考古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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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承办的
第五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奖日前在北京揭晓，《西
藏天空》（编剧阿来）、《全民目击》（编剧非行）、《中国合伙人》

（编剧周智勇、张冀、林爱华）、《胡巧英告状》（编剧刘洋、宫凯
波）、《孔二皮进城记》（编剧张挺）、《警察日记》（编剧宁岱）、

《酒肆风雪夜》（编剧云山）等 7部剧本获得优秀电影剧作奖。
对于此次评选，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张思涛表
示，目前电影界存在过分追求票房的现象，但单纯票房不能
说明艺术品水平的高下。“我们评剧本的标准不是票房，而是
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前提下，重视作品的文学性、电影
特性和艺术创新。”他认为，有的评委非常注意发掘那些目前
在市场上并不“红火”但剧本基础确实比较好的作品，这对中
国电影的长远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表彰典礼之后举行的电影创作座谈会上，获奖编剧、
业内专家就“电影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进行了探讨。

“现在都说写电影电视有钱，所以很多作家都往这个方向涌，
但是在我的文学理想当中，我觉得作家应该保持一个创作的
独立性和完整性。”凭借《西藏天空》获得此次优秀电影剧作
奖的作家阿来说。此前，阿来一直回避或者拒绝做影视编
剧，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作品。“大家一起合作，你就要听
很多人的意见，然后你来综合这些意见，把它们做成一个东
西，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有巨大的困难。本来三个臭皮匠顶个
诸葛亮，但是经常是三个诸葛亮在一起顶成了一个臭皮匠，
编剧有他们的理解，制片方有他们的要求，甚至演员也有他
们表演的禀赋。如此一来，我们做的不是加法，也不是乘法，
变成了减法，甚至有的还在做除法。我特别担心这种情况出
现，所以一直没有做编剧”。

阿来认为，艺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本真和朴实。
今天我们探讨中国电影中的“中国梦”，其实所有的“中国
梦”，都是由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成长组成的，不管他
在哪个地域，不管他是哪个民族，不管属于哪种文化，不管哪
个职业。我们每一天面临的都是个体的实实在在的梦想，文
学、电影要表现这些故事和梦想，当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成了所有人共同的“中国梦”。

中国影协分党组副书记许柏林认为，思想和细节仍然是
现阶段中国电影中缺少的东西。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要求
创作者到生活里面去发现细节，细节里面有人物、有情感、有
时代精神；其次要拓展创作的精神空间，“上思想”、“下生
活”。 编剧王兴东认为，编剧应该增强自律，绝不抄袭，绝不
剽窃，绝不去跟风，好的剧本是永远埋没不了的，要到生活中
去，脚踏实地的去为你所爱的人物，所感动的故事进行创造。

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深入生活、尊重现代电影的创作规
律外，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光认为还应该了解当下中国电影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并且和他们形成有效的互动。

“最近，我经常跑到电影院去研究高票房电影跟青年观众之
间的关系。”饶曙光说，“有的电影我也不喜欢，但是并不意味
着高票房的电影就是垃圾，它也有其成功的东西。”他认为，
一些青春题材的高票房电影之所以能吸引年轻的观众，首先
来自体验性。它们的呈现方式并不是按照生活的逻辑进行，
也没有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放到一个特殊的情景
当中，让观众去体验和感受一种生活状态。其次来自互动
性。比如电影《同桌的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票房
却非常高，它里面就有很多体验性的段落，但时刻不忘跟观
众互动。在此基础上，该片特别注重话题性和社交性。第三
来自快节奏、强刺激、情绪化。正是上述三个特点，使得最近
涌出的青春电影抓住了年轻观众的心。

如今，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渠道日
益多元，一些大数据也非常有效，包括很多营销、推广，都是
通过大数据来确定一部影片的风格和样式。但在饶曙光看
来，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大数据对中国电影带来
的深刻影响。大数据时代，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电影
理论已经不够用了，一些既定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我们当前
面临的电影现象、电影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呼唤
建立适合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当下中国的电影现象。“从
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电影的实
践状态，像当下中国这么多元、复杂。我们能否拿出我们的电
影理论来对这个实践作出合理的解释，来推动中国电影的发
展，这是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饶曙光说。

7部剧本获得“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奖——

拓展电影创作的精神空间
□本报记者 徐 健

5 月 23 日，由中央电视台主办
的2014“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
益活动在京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
践行中国梦、弘扬核心价值观为宗
旨，将在强化公益性、提升媒体融合
度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以
帮助孝心少年解决实际困难，鼓励
广大少年儿童践行孝心善举。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是中
央电视台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及其家
庭，创新主题宣传、典型宣传和道德
宣传模式的积极探索和尝试。2013
年首届“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取
得了很好的反响，无数观众被“最美

孝心少年”的事迹和精神所深深感
动。今年的活动将积极提升社会大
众对活动的参与度，充分反映社会
反响和观众感受，努力使“寻找最
美孝心少年”成为倡导孝心善举、
汇集公益力量、传播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公益品牌。

据介绍，2014“寻找最美孝心
少年”活动将通过央视遍布全国各
地的记者，把镜头对准各地平凡善
良、朴实纯真的孩子们，深入挖掘
其爱亲、孝亲的感人故事，并借助
央视 《新闻联播》《朝闻天下》 等
电视栏目和全媒体宣传网络进行广

泛传播。
与此同时，由杨利伟、郭明义、

阎肃、杨红樱、吕中、张颐武等各界
知名人士和部分全国道德模范、“感
动中国”人物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将
通过三轮推选最终评出 10 名 2014
年度“最美孝心少年”、20名“特别关
注孝心少年”。

颁奖典礼将于今年国庆期间在
央视播出。活动后期，组委会将组
织爱心企业为荣誉称号获得者及其
家庭提供适当的公益支持，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

（央 讯）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2014 年
“六一”晚会 《在五彩缤纷的节日
里》，将于 6 月 1 日 20:04 在央视综
合频道播出，并于 6月 6日 18:30在
少儿频道重播。

让孩子都拥有梦想才会实现
“中国梦”，无处不在的“梦元素”
将成为此次晚会的最大亮点。歌
舞、小品、相声、魔术、动漫、杂
技、朗诵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辅以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设计，如梦
如幻的虚拟世界，星光熠熠的演出
阵容，惊喜多多的神秘大礼，所有
的一切将为全国的孩子和家庭奉献
一场欢乐的节日盛宴。

此次晚会突出了儿童视角、童
真童趣。270 人参与的震撼开场舞

《飞旋的梦》，用 150 余把旋转的风
车伞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

《缤纷嘉年华》 利用欢乐巡游的元
素，集结卡通人物、动物明星、航
模展示、动漫歌曲，让小朋友们足
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嘉年华的狂欢
热潮。笑星宋小宝、“小舞王”张
俊豪带来的小品 《欢乐擂台》，讲

动漫故事、唱动漫歌曲、说动漫形
象的相声 《快乐童年》，语言类节
目幽默搞笑，令观众捧腹。舞蹈

《我要飞》 现代感十足，杂技组合
惊险刺激。目不暇接的精彩节目之
后，在尾声歌曲 《歌声与微笑》的
旋律中，来自祖国大家庭的56个民
族的孩子们踏歌起舞，绽放民族团
结之花。

为了强调国际化元素，2014年
“六一”晚会邀请了来自全世界的
知名儿童媒体，展现世界精品，共
同 打 造 欢 乐 的“ 地 球 村 ”。英 国
CBeebies演出团将为中国小朋友带
来12个原版动漫人偶，其中，颇具人
气的 4 个天线宝宝首次来到央视舞
台，齐聚晚会现场。承载“80后”童年
回忆的忍者神龟，将远渡重洋来到
中国，并特地从美国为小朋友们带
来了礼物。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
片 《冰雪奇缘》的主题歌，来自美
国迈阿密的青少年拉丁舞团带来的
热烈奔放的舞蹈，将把来自世界各
国的节日祝福带到晚会现场。

与往年相同，2014 年“六一”

晚会继续关注、关心、关怀弱势群
体，6 位来自北京心灵呼唤残疾人
艺术团的“小龙女”表演的舞蹈

《我的未来不是梦》感动全场。“小
臭臭”演唱的 《你是我的眼》唱出
了盲童心中五彩缤纷的世界。还有
专门为留守儿童定制的魔术 《放飞
梦想》温馨感人，无不牵动着现场
和电视机前观众的心。

2014年“六一”晚会力图打造
一台适合全家人一起观看的晚会。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螺号》《小
小少年》《学习雷锋好榜样》 等怀
旧经典儿歌的再现，将吸引全家人
围坐在一起共同观赏。

此外，“精彩的节目，精美的
礼物”是2014年“六一”晚会的两
条主线，晚会进行过程中，将随时
为小朋友们送上精美的礼品，无论
是小小的气球，还是国际足球巨星
贝克汉姆的签名足球，一定不会让
小朋友空手而归。一切惊喜，都将
在“六一”这个快乐的夜晚为孩子
们呈现。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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