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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一个不成功的
拼盘里
张睿泠

◎

一年一度的
“我和我的××”
系列在这个国庆又如约而至。从《我和我的祖国》开始，
主旋律拼盘电影好像已经成为国庆节影院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但由于
新鲜度降低，
再加上参与导演变少甚至
“降级”
，
不可避免地让它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
“硬菜”
，
滑向了东拼西凑的
“小吃拼盘”
。
《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之时，
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样的时机看到几位有过硬作品的导演联手献礼祖国的主旋律电影，
也合情合理。陈凯歌、
张一白、
管虎、
薛晓路、
徐峥、
宁浩、
文牧野，
至少从外层来看分量十足，
同一命题下各个导演的风格特征和创作构思，
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到了《我和我的家乡》，
大家已经可以隐约感觉到导演阵容的减弱，
创作水准明显降低，
说教意味浓厚且刻意。而今年《我和我的父辈》，
一桌已然凑不上两个
正儿八经的导演，
取而代之的是
“我的我的系列”
元老徐峥加上几位
“演而优则导”
的一线演员。
影片由四个章节构成：
《乘风》
《诗》
《鸭先知》和《少年行》。它们分别对应着抗日战争中、
新中国成立后、
改革开放前和当下四个时间段。相较于系列中的两个
前作，
这次的拼盘更为割裂，
观众对于几个单元的喜好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个人的观感是：
《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

同行衬托 吴京最佳

弄堂更像牢笼 徐峥巧思变得油滑

属于普通人的故事消失了

将《乘风》排在第一并不是说吴京的导演技巧如
何令人折服，或是故事讲得有多好，而是它确实是比
较了四个单元后最让人惊喜的，也确实感受到吴京的
用心。抛开可以预料到的一些“战狼式”作战场面和
直男式父子关系不谈，吴京的角色虽然在他的舒适区
内，但这次居然没有吃到“兵刃”的亏，还贡献出了几
次非常令人惊艳的画面。一是骑兵们看到敌机，立刻
拿枪上马，从庄稼地里策马而出，镜头一拉，一群马疾
驰而来。没有战斗场景，却比最后一段骑兵连的冲锋
更能让人感受到什么叫“铁马奔腾”。二是马仁兴（吴
京饰）看到儿子乘风的马没能带着乘风回来，独自把
马牵到玉米地里，在摸了一把马身上的血后随即蹲下
身无声痛哭。这里不需要任何解释，大家也清楚乘风
已经牺牲，这一段文戏吴京处理得非常细腻，在影院
中也猛地意识到他远远不只是“战狼”，也是一个很优
秀的演员。
但《乘风》的缺点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是小学生
作文一般毫无留白的叙事。明明可以停在马仁兴摸
了一把血，明白乘风已经牺牲，非要穿插一段乘风被
日军包围中弹身亡的实景；明明已经用蒙太奇把新生
儿的诞生和乘风的牺牲联系到一起，传递了“传承”的
概念，又怕观众看不懂，一定要安排角色说一句，这个
新生儿叫乘风……
章子怡的《诗》虽然画面调度比较平常，
故事也无甚
新意，
但也有惊喜。
“诗”
是一个太过抽象的意象，
而建国
初期航天科学家为科研事业隐姓埋名奉献一生，
这样伟
大的纯粹也不容易具象。但章子怡通过孔明灯和火箭
的类比和一首诗，
将航天和科研的浪漫，
我们一直以来
对宇宙的探索与传承，
生与死、
牺牲和奉献的诗意都表
达了出来。再加上章子怡略带克制的表演，
让片中母亲
的坚韧与伟大更为突出，
女性视角的以柔克刚，
可见一
斑。更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几个单元里唯一没有把“父
辈”
局限在
“父亲”
上的，
“父辈”
的含义突然拓宽。

真正令人失望的，是徐峥。从《我和我的祖国》中
的《夺冠》用弄堂故事撬动“祖国”概念的轻巧，
《我和
我的家乡》中《最后一课》从师生情联结“家乡”的巧
思，都让徐峥当之无愧地成为每年的一个亮点。但再
看这部《鸭先知》，以前的轻巧、巧思，反而成为了束缚
他的枷锁，
“巧”给他带来的红利让他在这条路上走得
太顺，
到这次已经有了一丝
“油滑”
的味道。
诚然，徐峥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这次发挥也非
常稳定，故事也是《我和我的父辈》中观赏性最强的一
个。喜剧情节比较密集，但笑点的设置又显得非常刻
意，好像能感觉到徐峥拿着对讲机坐在导演椅上，每
到一个笑点就在观众的脑子里大喊：
“你该笑了！”另
一边，大量对称性构图和大胆的色彩又让人很轻易地
联想到韦斯·安德森，但也许是为了体现出 70 年代的
某些特征，
画面中又加入了一些灰调。
这个故事里最让人感到不适的，是对角色的塑
造。为了衬托主角的头脑灵活、敢于尝试，还刻意安
排了一对安于现状、迂腐的小市民父子，带头阻挠主
角工作，无时无刻不恶意讽刺，拆穿主角父子鲜亮的
外衣，另外还设计了一群跟着嘲笑的邻居们。虽然赞
颂创新精神无可厚非，但矮化那些赶不上趟的大多
数，让人有点不舒服。而且就因为主角最后拍成了广
告，扭亏为盈，成了最早一批在浦东买商品房的人之
一，就能让他成为值得称颂的父辈吗？除却最后的成
功，他同时也是一个喜欢吹牛、不愿吃亏、还带着儿子
偷走家里最后一笔存款的人。这个故事究竟是在赞
颂父辈、
赞颂创新，
还是在赞颂成功学、
赞颂投机？
故事中，
《鸭先知》的配角们嘲笑着跑在最前面的
主角；现实里，
《鸭先知》嘲笑着所有没有胆量、没有远
见、没赶上趟的普通人。父辈的精神在《鸭先知》里骤
然缩小，徐峥用小故事、小视角撬动大格局的一贯做
法在这次的故事里失了灵，变成了视角小、格局更小
的精致利己主义，
令人失望，
更令人惋惜。

而将视角从电影本身转到“父辈”和“我”以后，影
片和观众之间的割裂则更加明显。首先，放眼望去，
影片中的“父辈”们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普通人。
《乘风》的“父辈”最后成为了司令，
《诗》的父辈是航天
科学家，
《鸭先知》的父辈是广告第一人、有钱人，
《少
年行》的
“父辈”
是科学家，
是 AI。
《我和我的祖国》中尚且还有毫无成就普普通通，
甚至缺点颇多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把宝贝似的奥运
会开幕式门票让给素不相识的汶川小孩，
《我和我的
家乡》里他一开始推脱自己没钱但最后还是拿出积蓄
给二舅。他不成功，但不妨碍他的高尚甚至伟大。而
到如今《我和我的父辈》里，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彻底消
失了。
“我和我的 XX”
系列刻画的对象，
从第一部的 7 人
缩减到如今的 4 人，缺失了的角色可能更能说明问
题。是谁，
不再值得被讲述了？
如果再从“我”的视角看这个故事呢？说它是“后
浪”的扩大版叙事毫不为过。
“我”是谁？是军二代、航
天二代、富二代、科学家二代。父辈们终将老去，而
“我”终将成为“父辈”。这就引出了电影对每一个
“我”
最后的规训与警告：
你要成为怎样的父辈？
“我”作为这些“父辈”的孩子，注定要追随他们的
步伐，成为有所成就的一个人，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而不是那些赶不上趟、普普通通、庸庸碌碌、心胸狭
窄、
不敢尝试的小市民，
对吗？
这样一看，
《我和我的父辈》里，
“ 父辈”不是大
多数人的“父辈”，
“ 我”也不是普通的“我”。从祖国
到家乡再到父辈，这个系列的主题在不断地与“个
人”联结得更为紧密，却在表达和意味上离普通的
“个人”越来越远，显得越来越悬浮。当我们把祖
国、家乡、父母说尽，我们还能说什么？只剩下一个
“我”值得再叙。
如果明年还有“我和我的”系列，希望那个“我”，
真能与你我一样，
是一个为了生活而奔波的
“我”
。

“含京量”
稍显浮夸 章子怡的安静最动人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父辈》，一年一度
的拼盘式国庆献礼片多少让观众陷入了一些审美疲
劳。于是，在进入电影院之前，我便打算只是去看“一
部电影”
。看完后，
有惊喜，
也有失望。
吴京的《乘风》是主旋律痕迹最浓重的一部分。
故事在身为冀中骑兵团团长的父亲为了保护转移的
群众，而选择将日军引向在远方等待发报的儿子乘风
时，达到了戏剧张力的顶点和情绪表达的沸点。直到
后来，父亲知道儿子牺牲后躲在田间失声痛哭，整个
故事的节奏还相对沉稳而流畅，情感处理也相对克制
而饱满，但后面骑兵团和日军正面作战的战争群戏，
却画风突变，让叙事有了一种断裂感。场面固然磅礴
激昂，但这种对于“燃”的过分强调，却也使影片“含京
量”飙升，陷入《战狼》式略显浮夸的英雄主义表达。
此外，如果说命题核心是《我和我的父辈》，第一视角
便应该是“我”，而不是“父辈”，这里似乎也发生了一
点视角的偏移。
徐峥的《鸭先知》依旧风格化明显，也依旧讨喜。
借鉴韦斯·安德森经典的对称式构图及怀旧又明丽的
色调，让整部短片的视觉呈现复古而浪漫。故事以改
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支广告的诞生为摹本，冬冬父亲
的绰号“鸭先知”则表征了故事的精神内核：一种敢于
成为时代弄潮儿的勇气和创新意识。短片张弛有度，
励志温情，令人捧腹的“梗”也俯仰皆是，老上海弄堂
的风情不时唤起“回忆杀”。可以说，这一单元充盈着
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元素，但细细品咂，又似乎缺了点
什么，
无法催生抵达人心的感动。
至于沈腾的《少年行》，则多少有些一言难尽。包
裹着科幻片的外壳，影片讲了一个“穿越”的故事：从
未来穿越来的机器人“爸爸”和小小邂逅并发生了一
系列趣事，
“爸爸”穿越回未来，才发现自己的研发者
正是小小的团队。整个故事的节奏松弛，逻辑咬合不
严密，镜头语言也相对粗糙，虽然“笑果”明显，但也多
依托于台词和人物行为等表层符码。内在的情感支
撑在前半部分相对匮乏，而到了结尾又骤然强行升
华，虽不至于尴尬到“脚趾抠地”，但也有降维至情景
喜剧之嫌。

而一开始最不期待的章子怡单元，反而成为最惊
艳的一部分。影片的名字叫《诗》，影片本身也不啻为
一首献给父辈的散文诗。看的时候，我在黑暗的影院
里泪流满面——短片如此安静地，便在人心中掀起一
阵温热又柔软的涟漪，然后一点点地，汹涌开来。一
个谈不上精彩，甚至有些“平淡”的故事，何以如此动
人？我想，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以一种真正诗意的方
式，
被叙说的。
从外层看，贯穿《诗》的一个重要线索，便是写诗
这个文学行为。父亲告诉哥哥，自己是诗人，工作是
在天上写诗，并决定为哥哥写一首诗。而他在牺牲前
留给爱人的最后物件，亦是一张写有“诗”字的信纸。
父亲去世后，母亲则替代父亲为孩子写诗。影片最
后，哥哥拿出那首珍藏了几十年的诗：
“孩子，如果可
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可以说，
“诗”
这个符号几乎被嵌入了影片外层的全部纹理。写诗
是在山河日月间言说人与世界的关系，航天工作则是
在星河灿烂中探索人与宇宙的关系，把航天工作比喻
成写诗，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灵动的、浪漫主义的表
达。但这种诗意，依旧是相对表层的，在表层之下，
《诗》的诗性，
更是沁入内在肌理的。
陆机在《文赋》中讲“诗缘情而绮靡”，孔子在《论
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可以看出，
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
诗歌的第一要义是抒
情，
并进而激发读者的情志。而《诗》之所以是诗性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抒情性的。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
影片多诉诸于宏大叙事，这部短片则诉诸一种个体叙
事。导演视点不再全然落于科研工作者这一身份，而
首先落于平凡人这一身份。他们不再只是装点苦难又
壮丽的时代的背景，不再只是谱写革命英雄主义赞歌
的美丽音符，他们亦是他们自己，真切地存在过的人，
影片让他们身为人的最平凡的爱与怕被看见。电影甚
至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父亲夙兴夜寐工作的场景，而更
多地将视线投向了他生活中的一隅：比如以一种梦幻
的方式向孩子解释自己的事业。正是在这样微观的日
常中，
我与父辈的情感羁绊得以生成。
而母亲则是《诗》中最深沉的情感渊薮，她是一个

科研人员，亦是大地上千千万万普通女性中的一个，
于是在她身上，流淌着女性可能遭遇的所有情感细
流。雨夜的争吵，是全片矛盾冲突的高潮，更是母亲
情绪爆发的高潮。暴雨涌入家中所带来的张皇，丈夫
离世后的悲拗，面对哥哥第二次失去父亲而情绪失控
时的焦躁和崩坍，为了迎接第一颗卫星发射而要继续
恪尽职守的佯装坚强……种种最平凡又最深刻的情
感，在窗外的雨声与孩子的哭声中，猝不及防地交织
在一起，喷薄而出。而这一次，也是母亲唯一一次“放
纵”——她总是克制而坚忍，甚至在捧着父亲骨灰盒
时的哭泣，也是无声的。后来，母亲告诉哥哥自己可
能也会死：
“对不起，孩子，爸爸妈妈都不一定有时间
陪你们长大。”说这句话时，她平静又怆然，但这种平
静中所涌出的盛大的疼痛，却将观众瞬间淹没。在那
样一个年代，爱人永诀的伤痛还来不及抚平，就要藏
起自己所有的柔弱和破碎，负重前行，这听起来很残
酷，
但又平常而真实地发生着。
《诗》里的父辈没有大义凛然的壮举，甚至没有豪
言壮语，他们安静地热爱，安静地伤怀，安静地恪守，
安静地燃烧，但是这份安静却让人如此切肤共情。裹
挟着悲伤的感动，就这么蔓延开来，那是我永远只能
去仰止的情怀——为了共和国的期许，和守望中的那
个新世界，他们便可以放弃城市里安适的生活，放弃
和家人团聚的平常幸福，
甚至放弃生命……
这样自静默与细微中荡开的感动，令我想起《我
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单元：在工作中遭遇严重核
辐射而病入膏肓的小伙子，偶遇曾经的恋人却不敢相
认，直到两人在街头被庆祝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
人潮冲散。最后一幕，小伙子的双眼里漫溢着缱绻，
哀伤，和淡淡的释然，那沉默又澎湃的眼神，也让我泫
然泪下。
显然，相对于传统主旋律电影以政治宣教抑或价
值观传递为主导的“刚性”表达，
《诗》里的情感化、细
节化、
氛围化的
“柔性”
表达诗意很多。
此外，影片内部萦绕的诗意，还体现在它丰富的
“留白”。宫林在《中国电影美术史》中指出：
“诗电影
是指有别于戏剧电影复杂的戏剧矛盾冲突，淡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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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银幕上运用诗的语言、结构、节奏所进行的诗画
意境的探索，以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影片。”
《诗》的留白不仅体现在情节的淡化，更体现在情感呈
现的含蓄化。不同于叙事性强的影片有着错综复杂
的情节线，
《诗》则主要以人物的感情线索来架构整部
影片。在结构上，影片也相对疏松，没有采取线性、封
闭式结构，而多采取场景与片段连缀式结构，这恰恰
为观众拓宽了进入人物内在世界的通道。
同时，影片的抒情更是隽永而节制的，没有直抒
胸臆的台词，亦几乎没有浓墨重彩的情感剖白。即便
是母亲对父亲思念和缅怀这样情感浓度饱和的场景，
也只是通过母亲和父亲一次次并肩走在大漠中，直到
最后，母亲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于消失的片
段闪回来完成。导演还借用了《诗经》六艺中的“比
兴”手法，借由景致或他物来烘托意境，或寄寓情思。
母亲带着哥哥回家的那一夜，墨蓝的夜幕透着幽微的
天光，映照在寥廓的荒漠上，延绵至远方，苍凉又美
丽，与母亲清冽的脸庞相得益彰。纵然台词寥寥，母
亲的隐忍和坚毅，孤独和悲伤，以及深深浅浅的对未
来的期望，
还是溢出了镜头。
我爱极了电影里孔明灯这个意象。不仅仅是因
为孔明灯和卫星的发射原理相似，这个类比形象又有
趣，更因为孔明灯作为民间的祈福器物，象征着美好
的祝福。哥哥带着妹妹放飞了孔明灯，是为母亲的平
安祈福，亦是为父母愿意为之交付终身的那个梦想祈
福。这样对父辈的致敬，蕴藉又诗意。而片尾，东方
红一号卫星与神舟号航天飞船发射成功的场景的蒙
太奇混剪，则是对于哥哥的那次祈福最深沉的回应。
航天飞船里的妹妹，用“上天写诗”的方式，完成了对
母亲的诗相隔几十年的续写：这里有日升月落，光荣
梦想，
有新世界，
和父辈不灭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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