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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专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０
作者简介:刘思成 ꎬ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博士生ꎬ研究方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诗电影、当代艺术ꎮ

强力的缓慢:试论缓慢电影和国产艺术片的诗意
哲思

刘思成
(香港浸会大学 电影学院ꎬ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

摘　 要:缓慢电影的核心在于将静止融入变幻的影像文本之中ꎬ将缓慢美感影像化为一个长时间持续的演绎过程ꎬ传递诗意的

哲思ꎮ 暂态时间是永恒的碎片ꎬ而银幕空间内的时间被给予了无穷延展的维度和长度ꎬ变向地将“碎片”多维化ꎬ为观众传递感

知的可能性ꎮ 缓慢电影通过对表达形式的简化加工ꎬ将文本中更多的延展空间留位于主题思想ꎬ得以挖掘影像的深度内涵ꎮ
关键词:缓慢电影ꎻ诗意 ꎻ“慢”美学ꎻ作者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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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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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慢电影(ｓｌｏｗ ｃｉｎｅｍａ)虽然已被一些学者纳入电

影本体论相关的讨论之中ꎬ但在理论化的过程中依旧

有值得商榷的方面ꎬ因此ꎬ“缓慢电影”还不适合被视为

一种固定的电影类型ꎮ 宽泛地来讲ꎬ出于其反电影、反
叙事等艺术特征ꎬ缓慢电影通常被认为是实验影像的

一种ꎮ 此提法可参照大卫波德维尔对艺术电影讨论

的次级范畴ꎮ 事实上ꎬ缓慢电影可被认作一场由主流

电影形态出走的ꎬ超类型的ꎬ超越国别和文化界限的

“风格化运动”ꎮ 依照其文本特征ꎬ很容易与其他作品

进行区分ꎮ 同时ꎬ缓慢电影在风格上与诗电影也有相

似之处ꎬ例如注重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间的内在可类

比性ꎬ拒绝接纳明确的叙事结构ꎬ以长镜头为主ꎬ佐以

缓慢运动的画面视觉特质等ꎮ 此外ꎬ另一较明显的艺

术特征是对一般电影范式的简化ꎬ直观地体现为电影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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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节奏的极简化ꎬ为所有电影元素的“速度”设限

以限制叙述节奏ꎬ进而突出“以缓慢运动为基准的表现

主体”的美学特质ꎮ 通过对“缓慢”含义的可视化诠释ꎬ
从而使观看者体悟到库佩尼克所言的体现于精神层面

的某种“启示”ꎮ 库佩尼克将史前社会土著部落的图腾

崇拜视为缓慢电影带来的审美体验的转喻对象ꎮ[１]当

对信仰之物进行朝拜时ꎬ信徒沉浸于信仰及其承载物

的永恒属性所带来的“神性”降临中ꎬ以获得来自信仰

力的反馈ꎬ除启迪(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之外ꎬ更强调朝拜活

动所能幻化出的愉悦感ꎮ 但库佩尼克并未进一步讨论

这是何种启示或愉悦的体验ꎮ 笔者认为ꎬ缓慢电影传

递了一系列复杂的审美满足感ꎬ包括神圣、欣喜、安逸

等感受ꎮ 通过减少从文本传递出信息的数量和速率ꎬ
进而换取对电影内容和深层次思想的探掘ꎬ而这正与

朝拜行为本身的目的与经验类似ꎬ仅缺少畏惧之感ꎮ
与常规意义上以蒙太奇手段为支撑的电影相比ꎬ缓慢

电影创造出感官上的重复、滞留、停滞甚至困倦ꎬ单调

(ｂｏｒｅｄｏｍ)等直观的消极审美体验ꎮ 正因为此ꎬ缓慢电

影才得以展现出诗意和美学价值ꎮ 具体而言ꎬ缓慢电

影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ꎬ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理解ꎬ“缓慢”是这类电

影艺术处理手段的核心ꎮ 此处缓慢不仅包括抽象意

义上“慢的美学”ꎬ更是文本结构和叙事节奏的从容

不迫(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ｙｔｈｍ)ꎬ重点关注可感知的“迟
缓”ꎬ这直观地表现为影像文本和声音文本“运动性”
的缓怠、持续(ｄｕｒａｔｉｏｎ)、沉静( 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重复、非主

导 / 无意义(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动态隐藏ꎮ 缓慢电影的

美学价值可通过形容性的描述概括:压缩(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观看者对电影时间和空间流变的感知程度ꎬ减缓声画

切换频率ꎬ创造并传递多重意义与美感ꎬ最终使电影

凝结为相对“静态”的艺术形式ꎮ 此外ꎬ“缓慢电影”
的手法对电影中的声音也有影响ꎬ通常以真实环境音

和节奏舒缓的音乐为主ꎬ少见使用复调或节奏较强的

声音素材ꎮ
其次ꎬ缓慢电影主题存在一定的哲学思辨ꎮ 除去

对时间和空间的辩证思考ꎬ以“缓慢”作为母题ꎬ为心

理分析、存在主义、情景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运

作等议题在电影研究领域开辟了可能性空间ꎮ
再次ꎬ表现风格上具备反电影(ａｎｔｉ－ｆｉｌｍ)ꎬ去戏

剧化(ｄｅ－ｄｒａ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情感掩饰”等特征ꎮ[２] 缓

慢电影舍弃了传统电影的叙事性和故事性ꎬ转而拥抱

长镜头、极缓极简的场景变换、空间内物体的运动单

一化(人与物体)等形式主义表达ꎮ 缓慢电影绝对排

斥电影节奏快慢的缓急变化ꎬ以一种持续绵延(ｄｕｒａ￣
ｔｉｏｎ)的状态进行演绎、更替和延展ꎮ 美国博主南迪
麦(Ｎａｎｄｉ Ｍａｉ)看完王兵导演的«三姐妹»和德国导演

克洛德朗兹曼的作品«浩劫»后ꎬ在观后感中写道:
“只有(绝对的)缓慢ꎬ突破常规ꎬ保持(某种状态的)
长时间持续和缺席ꎬ以极度简单的构造方式来展示力

量...只有缓慢电影才能算得上展现创伤过后疗愈过

程的残酷美学ꎮ” [３]

最后ꎬ缓慢电影通过最平和、朴素的艺术视角严

肃地思考问题ꎬ或表达重大事件解除后的知觉状态ꎬ
但其给予观众的震撼却是刚性的ꎮ 首先ꎬ它提供了一

种与传统方式相反的、实验性的艺术体验ꎮ 缓慢电影

将“快电影”模式下的激烈和炙热的情感迸发引向另

一个极端:强迫性地沉默和迟疑ꎬ以诗意的镜头和无

节奏重建情感表现的话语权力ꎬ以最少的变化和凭据

(声音画面)对问题进行回击ꎮ 或依照对结构的控

制ꎬ创造出动态丧失的意象和“缺席(ａｂｓｅｎｃｅ)美”ꎬ用
以彰显作者性的存在ꎮ 因此ꎬ将缓慢电影的表象式放

入以倡导隐忍和诗意为美的东方文化参照系中ꎬ使得

学者们对亚洲具有类似风格的导演和作品表现出强

烈的兴趣ꎮ 本文绕开蔡明亮、贾樟柯、王兵等广受关

注的华语缓慢电影作者ꎬ讨论新时期以来的藏语电

影ꎬ以及章明和影像艺术家赵亮的作品ꎮ
近年来由于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等藏族影

人ꎬ以及张扬等汉族导演的共同努力ꎬ藏地题材影像

在艺术表达、哲学内涵等方面推陈出新ꎬ并且作为母

语电影的中坚力量ꎬ于国内外的电影节广受认可ꎮ 例

如«冈仁波齐»刻画了藏人的淳朴民风、对信仰的极

致虔诚和受佛教文化熏陶之下的文化景观ꎮ 在镜头

缓慢且无技巧的运动指引下ꎬ角色和观众共同走完了

对圣城和圣山的朝拜之路ꎮ 其中“远景＋长镜头”的

展示模式串联起空间的缓慢拼贴ꎬ光线的阴晴交替造

成了云朵、山体和公路等作为意象的景观的明暗不

定ꎮ «冈仁波齐»将第三方的视点引导至俯瞰的位

置ꎬ静谧地审视着景观与时间沉默而虔诚的变化ꎮ 持

续一年有余的朝圣之旅较之藏地文化和自然之力的

不朽ꎬ仅是一次短暂的经历ꎬ却被藏民视为永恒存在

的延展ꎮ 在影片最后的葬礼上ꎬ盘腿踞与天葬台前摇

鼓唱经的喇嘛ꎬ和等待分食朝圣途中去世老者尸体的

秃鹫形成了一幕仪式化的场景:朝圣队伍中老者的死

亡并未以躯体的破碎作为终点ꎬ而是被转喻为象征精

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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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灵魂的“灵态”得以接受超度ꎬ进而达成永恒ꎮ
天葬仪式是藏族题材电影反映佛教观念的形式之一ꎬ
表现牺牲献祭与因果轮回间的联系ꎮ 死亡的降临仅

作为朝圣旅程的节点之一ꎬ而人强大的信仰力则是永

恒的ꎮ 朝圣途中历经无数个周期的新生ꎬ衰老与灭

亡ꎬ以及与陌生人蜻蜓点水般的聚散ꎬ和在拉萨短暂

的休息时光ꎬ诸个由暂态聚成的“相”无法改变信仰

存在的永续性ꎮ 缓慢电影绵延的影像风格与藏民信

仰的坚定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ꎬ导演令摄影机缓慢地

踯躅于朝圣的路上ꎬ观看者视点聚焦于不紧不慢在景

观中浮动的、迟缓移动着的人物之间ꎬ此种游离的存

在状态与迟滞的运动状态共同构成了缓慢电影的半

敞开式架构ꎮ
青年一代藏族导演镜头下的藏地电影更独具一

格ꎬ将他们对藏文化的体悟和缓慢电影的表现手法相

结合ꎬ从中可以看出与民族志虚构( ｅｔｈｎｏ－ｆｉｃｔｉｏｎ)手

法类似的写实性、虚构性并存的特征ꎮ 藏地电影中蕴

含的情感变化纵然得以被察觉ꎬ但大都是沉默包容

的ꎬ不会特意渲染或夸张ꎬ通过情境建构使观看者能

够自行体会ꎬ情感表达倾向婉转内敛ꎬ于悄然间滋生

的哀伤背后蕴藏希望ꎮ 华语缓慢电影并非如东欧电

影一般ꎬ展现出过于明显的无力感和疲惫的叙事ꎬ更
鲜有对长时间的压抑心理状态的呈现ꎬ或于沉默静止

后突然爆发的激烈情感的刻画ꎮ 亦非法国新浪潮导

演埃里克侯麦的作品一般故作镇定ꎬ拖延叙事节

奏ꎬ却处心积虑地夸大人物内心深藏的不安与焦虑ꎮ
同时ꎬ也少见如散文电影一般的文本章节的碎片化ꎮ
缓慢电影之于藏族题材作品ꎬ其特质符合阿斯比约恩

戈隆斯塔德(Ａｓｂｊøｒｎ Ｇｒøｎｓｔａｄ)对隐藏在缓慢下的

电影运动持续性的论述ꎬ即同时具有诗性特征和批判

性冥想的价值ꎮ[４]藏族题材的缓慢电影在自然地消解

结构和叙事性之时ꎬ将电影作为一种运动的艺术ꎬ与
简单故事在逻辑层面的连续性并置ꎬ仅对电影表层结

构的运动感展示出反思式缺席ꎮ
从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尼石»开始ꎬ藏地题材

影片多着墨于对时代变化、社会更替演进下藏民族的

生存状况和文化结构的书写ꎮ 加之近年学界对于母

语电影、少数民族原生态手法等概念的推崇ꎬ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的关注重点逐渐转移到对少数民族文化

前景的担忧上来ꎮ 万玛才旦用锋利沉默的笔调书写

自身所闻所见ꎬ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以零度写作ꎬ预
留了一定程度的“想象性真实”ꎬ其“作者性”也体现

于此ꎮ 他对创作的干预力度适中ꎬ反而使得其作品内

涵比“真实电影(ｃｉｎｅｍａ ｖéｒｉｔé)”更加沉重深刻ꎬ体现

出作为藏族知识分子主观上应具备的文化自反性ꎮ
在«静静地嘛尼石»中ꎬ小喇嘛思维方式的改变是非

强迫性的ꎬ大量的固定主人公机位串联起感情的流

动:从刚开始的窥探到希冀ꎬ白描般地记录下小喇嘛

的变化ꎮ 与寺庙长期的半封闭状态相反ꎬ电视机和

ＶＣＤ 播放机的到来暗示了现代性的涌入ꎬ也作为从

表象到本质变化的提示ꎮ “现代性”的入侵致使小喇

嘛的世界观发生转变ꎬ心性未定的他对宗教活动的虔

诚越发充满困惑ꎬ他尚未体验过修行带来的超脱感ꎮ
而他戴上了孙悟空面具的动作ꎬ实质性地隐喻了宗教

精神的出走ꎮ 此时镜头逐渐远离小喇嘛ꎬ镜头语言对

缺席和在场的隐喻也最终明了ꎬ寺庙和信仰还在ꎬ而
作为文化承载主体的人却缓慢缺席ꎮ 小喇嘛内心对

外界的好奇早已挣脱宗教为他灌输的思维定式ꎬ并悄

然在他心中形成了两股改变其心理状态的潜流ꎮ 此

外ꎬ万玛才旦的其余作品ꎬ无论是«老狗»中骑着摩托

车游离于人群之间的老人ꎬ还是«寻找智美更登»里

充满失望的公路行程ꎬ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当下藏

区某种潜在文化角力的沉思ꎮ 在这里ꎬ寻找和异化的

过程虽然缓慢ꎬ但并非支离破碎ꎬ人物和环境之间的

关系并没有因时间流逝而变得陌生且若即若离起来ꎬ
反而更清晰地反映出了二者间虽不一致ꎬ但相互依存

的伴生状态ꎬ人的心态的异化同步于旧环境的陌生

化ꎮ 万玛才旦的创作母题在此处得以体现:要想走出

困境ꎬ首先要理智地描摹困境ꎬ将对于时代变迁的印

刻和当地文化变迁的书写于电影的诸细节流露出来ꎮ
缓慢电影有足够的篇幅来展现ꎬ并为观看者制造强烈

的幻觉ꎬ使观众在细细品读细节化的变化过程时ꎬ不
知不觉中被吸入了飞速变化的新旧观念的角力之中ꎮ

缓慢电影的表述方式可以将个体的精神困顿、同
外界环境变化和真实的“我”之间建立互动关系ꎬ这
与罗马尼亚“心理现实主义”电影颇为相似ꎮ 个体对

自我境况的认识来源于漫长的岁月积淀和内窥ꎬ这个

过程可能终其一生ꎬ而缓慢电影则被视为用摄像机来

具象化自我认同过程的中间物ꎮ 这呼应了藏族电影

的创作主题之一:唤起人们对寻找自身终极含义的共

鸣ꎮ 松太加的第一部作品«太阳总在左边»回答了这

个问题:青年尼玛自我放逐地行走在无人区的公路

上ꎬ他因误使母亲意外死亡陷入深深的自责ꎮ 他也陷

入无止境的疲惫中ꎬ困境和懊悔折磨着他的精神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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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我流放成了尼玛抵消罪孽的方式ꎮ 同时他内心

也塞满了困顿:是接受兄弟的原谅ꎬ还是在流浪的过

程中继续被异质化ꎮ 尼玛漫游的动作和动机为电影

的内在时间制造了缓慢ꎬ用以计量线性时间变化的单

位最终被拆解打乱ꎬ又在摄像机对尼玛身体的雕刻中

重新被生成ꎮ 尼玛故意错过数次班车ꎬ回心转意的老

人数次出现又消失ꎬ二者缺席和在场的轮流转换构成

了影片中唯一的具有速度的变量ꎬ同时经历消失－出
现－再次消失的重复演绎ꎮ 电影内部的空间变化单

一ꎬ公路是重复的景观ꎬ时间的变化被圈困于重复制

造的幻觉的泥沼中ꎬ尼玛在游荡的过程中自我生成的

体验却先验于对自身质疑的迷狂ꎮ 主人公内心里持

续的焦虑状态在外界重复的景观更迭中逐渐平息ꎬ尼
玛又回归到与外部世界通连的精神状态ꎮ 自然的回

神过程暗示着对善意和生活常态的重新接纳ꎬ而这正

是藏传佛教所宣扬的“开悟”ꎮ «太阳总在左边»的影

像风格与主题“寻找”形成了互文性ꎬ时间的流逝促

成了人物内心由荒芜到成熟的正向演变ꎬ具备了独特

的美学价值ꎮ
章明的镜头之下则暗藏着一条双重表述准则:诗

意化和浪漫化ꎮ 通过展现一个或数个不稳定个体和

他(们)持续不安的状态ꎬ及隐藏在主题之下对神秘

主义的靠拢而得以实现ꎮ «郎在对面唱山歌»中对人

的欲望和宿命论无头绪的传递ꎬ又无限贴近于自然主

义的风格ꎬ«冥王星时刻»中采风小组对神农架乡村

地区流传的唱本«黑暗传»来源的查访ꎬ同时完成了

对主角们潜在情欲的无意识书写ꎮ
章明偏好使用固定的叙事范式ꎬ即在关注人物内

在欲望绵绵不绝蒸腾的同时ꎬ记录复杂的人物性格和

呈现判断方式渐变的迂缓过程ꎮ[５]为了隔绝电影中狭

小的叙述空间以外的激励事件作为突发性介入的可

能ꎬ章明将镜头对空间雕刻做了方向感丧失(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的处理ꎬ营造出电影空间向内的封闭性ꎬ
造成叙述空间同外界互动的功能性断裂ꎮ 这种“孤
岛”般的景观创造(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６] 手段使角

色时刻伴随着挥之不去的轻度焦虑ꎬ与徘徊人际关系

之间的不确定感和蒸腾的欲望共同生成了电影的诗

意ꎮ 章明刻意将对“缓慢”的书写同时间推进的过

程ꎬ以及角色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联系ꎬ并将城市

和乡村景观的影像记录并置为同等重要的母题ꎮ 空

间的封闭感与叙述主体的方位丧失共同导致了变化

停滞的错觉ꎮ

以«郎在对面唱山歌»为例ꎬ影片将三个青年人

的幼稚和欲望平摊在多重压力之ꎮ 造成电影逼仄感

的原因是狭窄的江边小城叙述空间内部的二次塌陷ꎮ
小城姑娘刘小漾作为电影记录变化的主体视角ꎬ其自

身最先开始经历异化的过程ꎮ 这一过程体现为她对

爱情和精神寻求情感寄托物ꎬ和对“寄托物”承载的

更替渐觉的倦怠和疲惫ꎮ 在影片的上半部分ꎬ即将高

中毕业的刘小漾正值青春期ꎬ对被父亲刘在水聘用为

家庭教师的歌唱教师冯岗产生好感ꎮ 二人耳鬓厮磨ꎬ
前者对后者的精神依仗从仰慕变为了暗恋ꎬ而这时刘

小漾对寄托物呈现出自下而上的“仰视”ꎬ她将对父

亲干涉生活的不满化为沉默ꎬ而与冯岗有关的一切ꎬ
却可以令她的情绪在悲与喜之间呈现出与电影节奏

相反的迅速变化ꎮ 直到电影下半部分ꎬ刘小漾大学毕

业归家ꎬ在小县城的县剧团工作ꎬ至此她完成了第一

次身份的转变和认同ꎬ同时也和冯岗所处的位置实现

了内部的平视ꎬ二者以恋人的关系出现ꎮ 刘小漾视野

中的现实生活ꎬ似乎也随着老城区和新城区的悄然更

迭而打破了原先的平衡ꎮ 同时ꎬ她不得不面对成长的

残酷ꎬ亲身演绎着对家庭和社会固有阶级权利抗争的

隐喻:对刘在水卖掉钢琴之后的言语责备ꎬ又极度不

情愿地与县委书记的儿子接触ꎬ并摆脱他的纠缠ꎬ以
及目睹冯岗和表姐间扑朔迷离的暧昧关系以后产生

的绝望等ꎮ 诸多变化都发生在一处空间被封锁的县

城之中ꎬ迟缓的、看似详尽的日常变化却是电影缓慢

节奏的填充物ꎬ酝酿在其内部的则是人物心理的复杂

交织、犹豫不定的决策和不确定感ꎮ 章明的手段契合

于自然主义的表达:在迟滞的、重复出现的小城空间

之内ꎬ只有人作为流动个体穿梭于其间ꎬ且被不可预

知的变化所笼罩ꎬ最终人物的心境、思维方式和决策

制定甚至命运注定无法脱离环境氛围ꎬ而且不可预期

地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ꎬ最终导向失望和出走(本片

结尾处刘小漾的绝望和冯岗的出走)ꎮ 章明镜头里人

的欲念与心境的变化如同水蒸气一般ꎬ从外部看来几

近透明ꎬ缓缓蒸腾上升ꎬ实则蒸发的过程中需要大量

热量进行催化ꎬ并且遇冷会迅速凝结成液态ꎮ 在章明

看来ꎬ缓慢电影的魅力正是出于这种戏剧冲动的“突
发式降临”造成的内爆式的急剧变化ꎬ他的观念促成

了他对隐藏在缓慢外壳下情感无序变化的“冷表达”ꎮ
在另一部作品«冥王星时刻»中ꎬ章明的手段更加

隐秘ꎬ他试图将四位人物身处的环境ꎬ包括实际记录到

的景观和人物的精神内部环境一一寻找到对应ꎮ 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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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成

偏僻潮湿的热带雨林、采风小组行走的泥泞的林间小

道、四人团队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和欲望共享ꎬ以及无

法逃脱的方向感的丧失等要素ꎬ全部内化于角色冲突

之中ꎬ通过比喻和暗示等再造人物与环境的关系ꎬ让缓

慢的存在具有合理性ꎮ 采风小组日常时有时无的玩笑

与前言不搭后语的、关于影片拍摄计划的讨论(实际上

讨论没有任何结果)暗含巨大的信息量ꎬ并非日常对话

般繁琐无用ꎮ 电影主要记叙了行走和语言交织的变化

过程ꎬ即一场寻找«黑暗传»的旅程ꎮ 但该叙述游离于

时间的绳索之外ꎬ观看者仅能够凭借角色口中说出的

如同无意识般的只言片语和肢体动作推演出进入神农

架时间断点前后的故事ꎮ 四人支离破碎的旅程由欲望

生成ꎬ而欲望在被压抑之后的不经意中却派生出新的

意义和不安ꎮ 在章明的镜头下ꎬ采风过程中因为丧失

方向感的失语ꎬ和封闭的雨林空间向内的坍缩ꎬ为故事

的发展埋下了无数种可能ꎮ 剧组四人的关系极为复

杂ꎬ除去次要配角老罗之外ꎬ导演、制品人、摄影师和年

轻男演员之间织起了扑朔迷离的欲望之网ꎮ 在每次集

体行动中ꎬ长镜头对每位角色的干预和试探都欲言又

止ꎻ同时每个角色心中ꎬ都经历着虚无和孤立感带来的

痛苦ꎬ此种状态却是长久存在的ꎮ 章明让角色沉浸和

感受这趟“寻找经历”本身ꎬ作为窥阴者的观众本身也

可以感受到欲望的微妙变化ꎬ而变化本质经由感受和

经验生成的过程指向了时间ꎮ
除却欲望之外ꎬ“缓慢”的诗意来源于过程和事件

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ꎮ 当作为旁观者的观众依照常识

和经验所下的判断并没有得到电影故事的应证ꎬ甚至

无法立即理解电影文本所传递的符号信息表征时ꎬ这
种不可解读性便同宗教神秘主义制造的景观一般ꎬ产
生独特的美学效果ꎮ 神秘主义表现手法与原始主义宗

教隐喻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晦涩的诗意ꎮ 在«冥王

星时刻»中ꎬ对创世史诗«黑暗传»的无休止寻找ꎬ暗指

导演对其文本内容已经产生了信仰得救般的迷狂ꎮ 同

时ꎬ这部«黑暗传»的文化价值指代也是多元的ꎬ在当地

人眼中ꎬ«黑暗传»除了是创世史诗ꎬ也被作为葬礼现场

演唱的悼亡歌曲ꎮ 这部“史诗”在当地有多个传唱的版

本ꎬ而剧组在第一次迷路之后所听到的不完整的版本

和在影片结尾葬礼上听到的完整版本之间内容差异巨

大ꎮ 经过数天毫无头绪的寻找ꎬ最终却得到一个不具

有权威性的答案ꎬ因为没有人有权利对永恒的文本宣

誓最终解释权ꎮ 章明利用«黑暗传»文本的不确定性做

出了隐喻ꎬ漫长的找寻过程是体验和幻觉不断被抽象

表述进行延展的图景ꎮ 剧组四人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此

次采风过程的不顺利ꎬ纷纷质疑项目能否继续进行下

去ꎻ而制片人也一直在为资金的来源和团队磨合费尽

心思ꎮ 但最终所有事情依旧悬而未决ꎬ给出的结论充

满了暧昧ꎮ 除此以外ꎬ无止境的迷路和朝秦暮楚的向

导ꎬ最终导致寻找过程的进度本身也随着随机事件的

堆砌而彻底偏离了最初目的ꎬ变得迟钝ꎮ 渐渐地ꎬ整部

电影便陷入对不确定性的记录之中ꎬ冗长的赘述ꎬ越发

地将人引向缓慢杂糅的集体幻觉ꎬ亦可能是采风小组

成员集体在混沌意识中的臆想ꎮ 但无论如何ꎬ有一点

十分明显ꎬ电影中的人物十分享受长时间徘徊在不确

定性中ꎮ 在此种难以名状的、脱离现实的体验中ꎬ虽然

存在焦虑ꎬ但却能得到欲望的想象性满足ꎮ 随着影片

结尾的将至ꎬ前文中花大量笔墨铺垫出的迟缓的节奏

由于四人小组的疲惫和绝望进一步减慢ꎬ却在机缘巧

合下遇到寡妇春来一家ꎬ而得以参与一场葬礼ꎬ并记录

了«黑暗传»在葬礼上演唱的实况ꎬ实践了向死而生的

终极崇拜ꎮ
章明的作品中充盈着神秘主义的狂欢ꎬ而神秘主

义则来源于导演对人和欲望的凝视ꎮ 被观看者(影片

角色)的内部欲望外化为被寻找的具体存在和寻找的

过程ꎮ 无论是«郎在对面唱山歌»中的刘小漾ꎬ还是

«冥王星时刻»进入神农架采风的剧组成员ꎬ他们的

欲望和追求的东西ꎬ被外化为略低于永恒ꎬ但数倍于

人类生命的存在意象:前者迷恋的紫阳山歌和后者渴

望了解的«黑暗传»ꎮ 这些具有民间性的民俗形式以

人为承载物从而被理解、继承和异化ꎬ历经代际最终

杂交产生新的含义ꎮ 此处ꎬ缓慢存在的意义来源于精

神状态的延续ꎬ而延续的原动力则来源于对个体欲望

转瞬即逝状态的逆向书写ꎮ 人的状态多为暂态的和

浮动的ꎮ 章明将暂态放置于文化的永恒性之中ꎬ营造

出极端的反差效果ꎮ 在此借用大卫克拉克(Ｄａｖｉｔ
Ｃｌａｒｋｅ)对德勒斯和瓜塔里对“城市漫游者的隐喻”向
城市后现代性的延伸讨论ꎬ他指出ꎬ电影作为一种手

段ꎬ并且出于它和真实日渐复杂的关系ꎬ生活于其间

的人可以轻易感知到高于现实的存在ꎬ而人们感觉时

间的“收缩” (当下相同的时间单位似乎比过去的时

间单位带给最直观的体验)则是主观的ꎮ[７] 游荡者

( ｆｌâｎｅｕｒ)视点游离制造出城市的现世和前世 / 来生

(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ꎬ二者分别对应着相同地理空间下的真实

性和虚构性ꎮ 那么ꎬ为何需要借用缓慢电影的手段来

具象化此种持续(ｄｕｒａｔｉｏｎ)的状态呢? 古人讲:“欲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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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达”ꎬ电影表达忽视时间的单向流动和连贯性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ꎬ与之“对抗”的方式便是以“慢的手段”
消解急剧的变化ꎮ 蕴含迟缓动态的缓慢电影的美学

形态除了可以被视为“新的ꎬ非常态的”镜头语言(贝
拉塔尔语)之外ꎬ亦创造了足够的机会ꎬ使创作者得

以达到自身表达需求的更深层次ꎬ无论是表达批判精

神还是哲学含义ꎬ亦或像章明一般ꎬ将角色复杂多变

的“小心思”融入缓慢的电影语言中ꎮ 对观众来说ꎬ
缓慢电影规避了令观众目力应接不暇的蒙太奇拼接ꎬ
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用以发掘看似“不需要被理解的

存在”或“被忽略部分”的美学价值与含义ꎮ
多媒介艺术家赵亮成功地实现了缓慢电影的艺

术跨界ꎮ 赵亮对缓慢电影手段的运用体现为对环境

纯粹的“雕刻”或通过套用文学修辞手法对批评进行

视觉传达ꎮ[８]他的反映内蒙古煤矿工人现状和鄂尔多

斯市外延区域“鬼城”的纪录片«悲兮魔兽»ꎬ以及拍

摄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ꎬ具有“无意义性和随机性”双
重意义的实验影像«叙事的风景»是两个典型例子ꎮ
前者利用城市空间的抽象扩张和被排挤至社会机器

边缘的人群的身体ꎬ共同创造了充满“废土美学”的

矿区景观ꎮ 而后者用散文化的纯影像观念化表达ꎬ质
询了历史的遗留ꎬ更重要的是探讨了速度和静止的非

对立共存ꎬ以及作者观念上对“现场美学”的呼应ꎮ
赵亮将自身激越的情感隐藏在充满颓废、美且严

肃的镜头之中ꎬ使作品的情感表达非常内敛ꎮ «悲兮

魔兽»借«次经»中一日能吞下一千座山峰的巨兽来

借喻现代化和工业化影响之下潜藏的巨大破坏性ꎬ在
内蒙古鄂尔多斯ꎬ不可逆的环境破坏行为从现代化进

程伊始ꎬ持久地蚕食着当地的生态环境、游牧生产方

式和工业劳动者的健康ꎮ 赵亮讲述某个存在于久远

未来的幻灭结局的在场ꎬ人类对财富的追求是如何在

经济高速发展的诱惑下ꎬ最终将自身和环境导向一场

噩梦ꎮ 赵亮携带摄像机对整个过程进行了介入ꎬ到达

噩梦深处ꎮ 电影中数次出现两种极具风格化的表达

方式ꎮ 其一ꎬ一名裸体男子蜷缩在画面最前端ꎬ四肢

紧贴躯干ꎬ如同子宫中的婴儿一般ꎮ 画面前端的景色

都被用以衬托躺在地上纹丝不动的裸体背影ꎬ创造出

短暂的、“相对静止”的场域ꎮ 被裸身男子压在身下

的或是草地、半退化的草场或裸露的砂石地ꎮ 画面的

远处是“大型工业化惨剧”现场ꎬ工人操作机器进行

着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回报的生态破坏ꎬ大型机械的运

作重复而缓慢ꎬ发出的轰鸣声如幽灵一般ꎬ在空旷的

山地上回响ꎬ最终传入收音设备之时已几近消失ꎮ 同

时ꎬ寓言式的法语诗句浮动出现在画面之中ꎬ最后三

者一齐淡出ꎮ 三种处在停滞状态中的视觉表现物聚

合为同一可见文本ꎬ充满隐喻表现的画面ꎮ 侧卧的裸

身人体似在质询观者对原初自然状态的感应ꎬ裸露的

紧贴状态与自然环境达成新的共生协议ꎮ 而衬垫在

裸体下的事物有规律地悄然变化:草地－沙化草场－
泥土－岩石ꎬ是自然原初生命力由盛转衰的象征ꎮ 而

«神曲»中寓言式的文本与工业噪声共存ꎬ暗示环境

破坏和利益所得间悬而未决的双重矛盾ꎮ 其二ꎬ导演

安排一尘肺病患者背负镜子ꎬ步履蹒跚地走过光秃的

山坡、荒芜的矿坑和鬼城里空旷的大街ꎮ 他身后的镜

子反射出位于画面的内空间以外的景观ꎮ 长镜头跟

随于背负镜子的漫游者身后ꎬ但始终与之保持距离ꎬ
导致漫游者大部分的身体被镜像所遮蔽ꎮ 此处似在

提供一个暗示ꎬ在数十年之间ꎬ现代化进程在演绎着

无数个相同的轮回ꎬ推翻了自然的原初景观ꎬ飞速地

建造起了城镇聚落ꎮ 而供给远大于需求ꎬ许多规划好

的城镇聚落ꎬ高楼林立ꎬ马路宽阔ꎬ但却同遭破坏被遗

弃的土地如出一辙ꎬ终结了人类居住的欲望ꎬ最终遭

到遗弃ꎬ导致一切生命痕迹丧失ꎬ重建的城市景观随

着时间的流逝也走向荒废ꎮ 有趣的是ꎬ在影片即将结

束时ꎬ身负镜子的病人沿着空荡的街道笔直缓行ꎬ一
个人捧着一盆植物的图像悄然映入移动中的镜像之

内ꎮ 一抹绿色在雾霭弥漫的鬼城之中极为突出ꎬ手捧

植物的人始终处在画面和镜子的中央ꎬ此处的植物隐

喻了颓废中保存着的脆弱希望ꎮ
此外ꎬ赵亮利用缓慢电影手段中重复的技巧来反

映环境破坏制造者所陷入的困境ꎮ 一组并置中景镜

头记录了采矿工人和冶铁工人面容焦黑、终日驾驶拖

拉机往返于工地和住处之间的机械生存状态ꎮ 以夫

妻二人组成分子式的家庭聚落ꎬ坐着终日装置般的重

复运动ꎬ反复清洗黏附在身上的污垢ꎮ 他们中有一部

分人饱受疾病的折磨:尘肺、癌症和肢体的损伤ꎮ 赵

亮通过让多个构图相似、景别相同的镜头平行出现ꎬ
以构成重复的方式展现群像ꎬ从面部刻画煤矿工人和

炼钢工人的细微区别ꎮ 赵亮将相异的状态并置排列ꎬ
却能发觉所有的描述都在呼应同一母题:隐藏到镜头

背后的是被压抑的、麻痹的精神状态ꎬ而每一个身处

于该过程中的人都受困于效仿他者的回环之中ꎬ均互

为他者的镜像ꎮ 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过程即是他们被

驯化的过程ꎬ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群体性失语和思考能

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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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成

力的丧失ꎮ
«叙事的风景»可以作为在概念上打破本体论意

义上传统电影艺术与实验影像边界的一次先行尝试ꎮ
整部短片长十多分钟ꎬ由若干个长镜头拼贴组成ꎮ 镜

头由远及近拍摄了在一场突至的暴雨前后ꎬ以废弃的

明长城为主体的景观与局部天气的阴晴不定ꎮ 短片

的画面以灰白色和黑色的云雾幻化和长城的砖石废

墟之间创造出“相对视觉差异”为主ꎮ 在影片最开

始ꎬ摄影机伫于远端用远景拍摄ꎬ长城尚未倒塌的部

分顺依着山势蜿蜒上下ꎬ局限于画面深处ꎬ悬浮于山

脊上ꎮ 每个长镜头中天空作为明快颜色的唯一来源ꎬ
仅占据画面上端很少一部分ꎮ 当记录画面跳转到长

城废墟内部进行审视时ꎬ画框内光线逐渐变淡ꎬ长城

内部已经坍塌ꎬ枯枝败叶生长于早已垮塌的厚重的砖

缝之中ꎮ 摄像机横摇ꎬ或向左ꎬ或向右ꎬ但是目力所及

之处始终被局限于地形的限制和包裹中ꎮ 紧接着天

气转阴ꎬ厚重的云层到来ꎬ狂风骤起ꎬ枯树败枝开始无

规律地摇晃起来ꎬ因此动态和静态的对比变得更为明

显ꎮ 音效混杂着风声和劣质话筒的噪声ꎬ画面和声音

共同营造了短片整体粗粝的风格ꎮ 赵亮以摄像机作

为引导视点的媒介ꎬ诱导观看者的视觉变位ꎬ利用长

时间对同一物体的凝视ꎬ在十几分钟内从不同角度见

证同一景观短暂而剧烈的变幻ꎮ 博尔赫斯说ꎬ对事物

状态瞬间的呈现是永恒进程中的某个时间点的切

片ꎮ[９]这很好地概括了缓慢电影中哲学化的含义ꎬ长
城是永恒的符号ꎬ它的垮塌过程就是历史的演进与消

亡ꎮ 权威消解后的历史逐渐陷入被遗忘的境况中ꎬ并
受到时间暴雨的冲洗ꎮ 同样ꎬ长城作为古代时间的影

子ꎬ摄像机由外到内ꎬ多角度地、重复地对废墟的动态

和静态影像进行雕刻ꎬ用以传递其仅剩的历史价值ꎮ
而这种价值作为观念存在和自然时间变化的刻痕ꎬ充
当被镜头打磨的艺术品ꎬ竟有些虚无主义的意味ꎮ

作为一种电影手段ꎬ缓慢电影的核心在于将静止

融入变幻的影像文本之中ꎬ将缓慢美感影像化为一个

长时间持续的演绎过程ꎬ传递诗意的哲思ꎮ 其美学价

值来源于对流变时间中永恒的信仰ꎬ是一种蕴有哲理

的ꎬ变化缓慢的静止ꎬ但其内部永远包含着如同水滴

坠落般的、难以被察觉的、规律的变化ꎮ 只是这种运

动难以观察到的边界的画面重复ꎬ在场和缺席ꎬ使得

观看者很难确定自己是否陷入一种“永远重复的状

态”ꎮ 暂态时间是永恒的碎片ꎬ而银幕空间内的时间

被给予了无穷延展的维度和长度ꎬ变向地将“碎片”
多维化ꎬ为观众传递感知的可能性ꎮ 但不可否认的

是ꎬ电影作为包含有绝对运动状态的艺术形式ꎬ镜头

内部被表现物的“运动属性”是不可否定的ꎬ以运动

作为变化本质的“恒定规律”也是不可逆的ꎮ 缓慢电

影是创作者用声画语言展示动态艺术与静态艺术相

联系的手段ꎬ利用静力学幻觉( ｓｔａｔｉｃｓ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诚恳地

“欺骗”了眼睛的视觉成像功能ꎮ 而缓慢电影也具有

“联想是最大的自由”的特征ꎬ运用隐喻、象征、比喻、
韵律节奏等技巧进行电影叙事的探索ꎮ 另外ꎬ缓慢电

影通过对表达形式的简化加工ꎬ将文本中更多的延展

空间留位于主题思想ꎬ得以挖掘影像的深度内涵ꎮ 除

了对电影“拒绝快速动态”的独特艺术形式的实践ꎬ
也融入了电影创作者的作者表达、批判观念、自我诉

说、意识投射ꎬ更有对实质性变化更深层次的还原记

录ꎬ甚至对哲学命题的思考ꎬ从缓慢电影对美学和诗

学的追求依稀看得出“文人电影”的影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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