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责任编辑：王 杨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外国文艺

西班牙艺术史漫步

北
美电影界的颁奖季临近尾

声。今年90岁的奥斯卡金像

奖已发布提名名单，《水形物

语》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

13项提名领跑全场。西班牙怪才导演吉尔

莫·德尔·托罗的这部新作，不仅在去年的

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得金狮奖，在美国导演

工会奖和美国制片人工会奖上还分别斩

获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制片人两项大奖。同

样是奥斯卡颁奖前夕的风向标奖项，与其

有力竞争对手《三块广告牌》拿到的一堆

金球奖奖项相比，含金量可高多了。

哑女爱上怪兽？就好像金刚苦尽甘

来，终于扶正当男主了。正如所有的历史

都是当代史，那些得宠的流行文化作品，

1933年的《金刚》也好，2017年的《水形物

语》也罢，无论它们是否情愿，都只能是一

则时代的注脚。

冷战只是景片，爱情才是主题
对《水形物语》的微词，一部分是其冷

战设定引发的期待落空所致。

那是 1962 年，美国

巴蒂摩尔市的一座大型航

空研究中心里的高安全级

别实验室禁锢着一只被

美国政府从南美亚马逊

流域意外捕获的“人鱼”，

一种电影原创的两栖类人

生物。主导实验室的斯特

里克兰上校经常殴打人

鱼。同时克格勃组织也想

研究他，派出间谍迪米特

里以科学家的身份潜伏在

实验室。

军方的秘密实验、克

格勃的介入、有压迫感的

大型建筑和冷峻的配色，

或多或少给人以电影要

展开宏大叙事的感觉。片

尾音乐响起，有些观众才

惊觉“货不对板”，用流行

的话说，男女主角都是“恋

爱脑”，两个小时过去，我

们基本都在看人鱼恋。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哑女艾丽

莎，她在研究中心当夜班清洁工。一次，女

孩和同事好友塞尔达被命令清洗实验室

地板上的血迹，从而得知了人鱼的存在。

她私下悄悄地主动与人鱼交流，向他投喂

鸡蛋，还教他手语。人鱼接受了鸡蛋，也学

会了简单的手语。

在斯特里克兰上校决定解剖人鱼后，

女孩发动邻居老画家贾尔斯帮忙，策划了

一起拙劣的营救计划，却阴差阳错地得到

了塞尔达和迪米特里的协助，不可思议地

将人鱼径直带回了租住的小公寓，安置在

浴缸里，两人在斗室里相爱了。

爱情才是影片的主题，也体现在片名

里。片名直译即“水的形状”，水也有形状

吗？电影结尾直白地点题。人鱼抱着已被

斯特里克兰开枪射中、奄奄一息的艾丽莎

跳入运河。最后一幕是在这条通向大海的

运河里，女孩一动不动地以站姿漂浮在水

中，看上去完全没有了呼吸，然而，在人鱼

倾情一吻后，女孩睁开了眼睛。

此时，故事叙述人贾尔斯的画外音响

起，他说想起艾丽莎，就有一首诗久久回

响在他的脑海里：“你的轮廓无法分辨/因

为在我身边你无处不在/你的存在用爱充

盈我的双眼/我的心也变得谦卑/因为你

无处不在”。

可见，“水的形状”是没有形状，真爱

好像沉浸在水中，爱人则像水一样“无处

不在”。

红皮鞋、绿冻糕与黑手指

这则暗黑风格的爱情童话，不能说没

有历史批判的野心。不过，它用来批判历

史的方式，不是对历史看似中立的复现，

也不是以提问题的姿态剖开历史来重新

解读，而是设计了一系列传统意义上渺小

的、没有力量的“小人物”和“小物件”，旗

帜鲜明地站在他们这边，让他们与故事中

作为“大历史”主宰者的反面角色们正面

对抗并且大获全胜。

他们是孤儿哑女、黑人清洁工、年老

且失业的穷困画家和没有话语权的科学

家兼因为心慈手软即将被组织清除的不

称职特工……一群边缘人。他们的对立

面，是作为国家暴力机器代言人的“长官”

斯特里克兰上校。

《水形物语》极尽所能地将这两个阵

营之间的鸿沟挖深，善恶对比泾渭分明，

就像童话故事里那样。除了作为小人物的

一点怯懦，艾丽莎和她的两个朋友是纯然

的真善美。而上校几乎是“残暴”这个形容

词的化身。他一出场，就和正在卫生间里

打扫的艾丽莎和塞尔达搭话，炫耀他那根

黑色的、“为牲口准备的高压电击棒”——

那是他每每将人鱼打到满地鲜血的主要

工具。他甚至喋喋不休地在几乎是陌生人

的两个女人面前讲解，如厕后不洗手显示

的是作为男性的强悍意志。

出演上校的演员面部线条如刀削一

样，正好契合这个脸谱化的角色。同样脸

谱化的，还有上校的金发完美娇妻，迪米

特里的克格勃同事们以及老画家喜欢的

吧台侍者。那群克格勃冷硬刻板得像是从

《满洲候选人》之类陈芝麻烂谷子的美国

冷战电影里走出来的；侍者更夸张，对老

画家的嫌恶紧接着一小段不允许黑人进

店的戏，丑恶嘴脸一览无余。

为了便于观众识别，电影里放了很多

的“标志物”，置于“鲜红”与“暗绿”的两

端，互为对照。鲜红色代表爱、自由与活

力，暗绿色代表冷酷、强权与僵化。两种颜

色之间的转换，即是“小人物”与“大历史”

的对决。

起初，艾丽莎戴着暗绿色发带出场，

与研究中心黯淡的内景色调一致；她凝视

着商店里的一双红皮鞋，却只是看看，没

有买下。与人鱼相爱后，她系着红发带，踩

着那双心仪已久的红皮鞋，笑容满面。

老画家从老东家揽了个画广告的活

儿，画的是面向家庭销售的食用凝胶，对

方让他把整幅画的色调从红色改成绿色。

巧的是，上校的娇妻捧出了自制的凝胶冻

糕，冻糕瘆人的惨绿色在强调，上校“老婆

孩子热炕头”的家庭生活实际上有多冰

冷。他受伤严重，手指正在发黑坏死，而家

里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关切。

启用这些“标志物”，在美国当前旗帜

鲜明的所谓平权氛围下，赢得支持的效果

是立竿见影的。外强中干的斯特里克兰们

可以在电影里被碾压千千万万遍。过些

年，等时代的滤镜消退，电影价值究竟有

多高，可能会被重新估量。

既然她不孤独，爱又何处安放
这不是导演托罗第一次在奇幻题材

中以弱者、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历史。前作

《潘神的迷宫》以及更早的《鬼童院》，都是

小孩子在战争年代的奇幻经历。不同的

是，那两部取材于西班牙历史的作品里，

历史透过小人物的命运丝丝缕缕溢出，轻

盈而又沉重。而1962年的美国这次被拍

成了“别人家的历史”，在《水形物语》里只

相当于是舞台上的景片，即使内置了很多

营造年代感的道具，感觉上也隔了一层，

少了切肤之痛。

一旦接受了浪漫爱情片这个定位，

《水形物语》的观影体验是流畅而愉悦的。

但是，笔者完全没有被打动。女孩与人鱼

的感情不像是纯爱，更像是怪兽题材B级

片里的恶趣味。究其原因，除了急功近利

或过于快意恩仇的全员脸谱化，以及作者

对“别人家历史”的隔膜或者怠慢，更要命

的原因是这场人鱼恋的基础，“两个孤独

灵魂的相遇”是摇摇欲坠，经不起推敲的。

对于西班牙的历史，我们不如冷战来

得熟悉，但是《潘神的迷宫》里小姑娘奥菲

莉亚的孤独无助是明白无误的，纳粹继父

对她不好，孕晚期的母亲也没有精力顾及

她。可艾丽莎呢？虽然开头用不小的篇幅

展现了她如何一成不变地独自生活，戴着

眼罩醒来、起床煮蛋、搭公车上班等等。然

而，一个哑女孤儿的孤独之处难道不在于

无人陪伴且无法交流吗？

可惜的是，为了表现“得道多助”，每

天两点一线的艾丽莎，在家和工作地点各

有一位好友时常相伴，两个朋友还都是手

语高手，完全看得懂她的手势，还能毫无

障碍地翻译，以致女主角从头到尾几乎没

有遇到过不能说话带来的交流障碍——

她用手语骂斯特里克兰，后者看不懂，塞

尔达也不给翻译的那次除外。

人鱼的问题在于，他有没有灵魂得

画个问号。学习简单的手语并与人交流，

金刚和人类共同的近亲黑猩猩早就做到

了。除了不会说话和喜欢吃鸡蛋，没看到

人鱼和女主角有什么共同点；除了可以作

为伴侣，没看出来他和女主角有特别心意

相通之处，比如女主角有什么别人都不

懂、但是他懂的手势。还有，他到影片结尾

都没有名字。

倒是其他三个辅助角色各有各的孤

独。塞尔达和差劲的丈夫每天相对，比不

结婚还孤单；贾尔斯没有工作，感情受挫

而且正在衰老；迪米特里更是腹背受敌，

一个人被投在异国假扮别人，既要应对敌

人，又要防备被组织清除。

然而，这三个人在故事结束后什么都

没有得到（除了画家的头发）：间谍死了而

且死得并不伟大（死前出卖了女主角），也

没有任何情节暗示清洁工同事和画家生

活会有什么变化。对于这部电影而言，没

有人物的“弧光”，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轻松

易懂的故事。

雷蒙多·德·马德拉索，《模特儿调皮捣乱》，布面油画，
95.2x66cm，1885年，卡门·蒂森-博内米萨私人收藏

十七号观影室

当模特儿拿起画笔当模特儿拿起画笔
□□张伟张伟劼劼

一则与爱有关的暗黑童话一则与爱有关的暗黑童话
□□苏苏 往往

西班牙画家雷蒙多·德·马德拉索（Raimundo de

Madrazo，1841-1920）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巴

黎，创作了大量的肖像画。在这些肖像画中，经常出现艾

琳·马森的形象，这是画家最为钟爱的模特儿。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一幅以艾琳·马森为主角的肖像画或许并不是

马德拉索最有名的作品，但我偏偏觉得这幅画有意思。

这幅作品原来的题目叫《在画室中》。自然，大部分中

规中矩的肖像画都是在画室中绘制的，但一般来说，画室

是不会被呈现在画作中的，模特儿在画面中也不会被呈

现为模特儿——她往往被表现为比她本人更高级的存

在，或是女神，或是圣母。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艺术是

现实的理想化，是对现实的升华，故而当画家身处画室面

对模特时，他的心灵应当超越他眼前所见的物理现实，遁

入另一个世界。如果是为一个权贵绘制肖像，他会尽量美

化人物形象，把鼻梁画得更挺拔，把身材画得更高大，以

达到被画者在心目中对自己的期许。如果是绘制女神或

圣母，那么模特儿身上原有的所有瑕疵都会被剔除，其容

貌、身材经过“艺术”的处理，会显得更为完美。

然而，在这幅画中，模特儿就是模特儿，她现身的地

方就是画室。相对于上文提到的“理想主义”，我们可以

说，这是一幅绝对的现实主义作品。画家仿佛刻意要彰显

她的模特儿身份和画室背景，于是在地面上设置了一个

调色盘，几支画笔，又安排了一个“画中画”，在其中显现

出模特儿的身影。在画面表现的那个动作瞬间，模特儿和

画家的身份实现了倒转：画家成了模特儿，模特儿在画布

上画下画家的身影。这或许是画家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间

歇：他放下工具，想休息一下，模特儿也想轻松一下，来到

未完成的作品前……于是，我看到了一个真正获得了生

命的模特儿：此时，她不是女神也不是圣母，她就是她自

己；她不是像她的职业所要求的那样摆出一个僵化的姿

势和表情、等待被画下来，而是离开了她被设定的位置，

站到了自己的画像前；不仅如此，她竟拿起画笔绘制画家

的形象，由被动变主动，从客体成为主体，实现了一次“逆

袭”。多么可人的一个女郎！她的光彩仿佛照亮了幽暗的

画室。就近观看细节，她的靓丽衣装是急速涂抹的笔触，

散乱的缤纷色块，只有隔了一段距离看才能显出整体的

光色流动之美，这令人想起戈雅、委拉斯开兹等西班牙历

代绘画大师。她手中的画笔发出耀眼的光芒，仿佛具有了

魔力一般。在画面中，这支画笔就是现实与虚幻的分界，

或者说是从现实世界通向艺术世界的钥匙。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幅画中之画的画面上，模特儿的

幻象与模特儿本人存在着高度对应，仿佛镜面一般映出

了拿着画笔的艾琳·马森。这个幻象是不是也在画画呢？

好像真是这样！她的隐约可见的神态、姿势，以及画面最

左侧出现的看似画板边缘的直角线条……那么那个画板

上画的是什么？按照这幅画的逻辑，那个画中的画中的画

展现的应该还是拿着画笔的模特儿，以及模特儿面对的

画板……于是，我们能想象到画中的画中的画中的

画……以至无穷。这么想是不是有点玄学的意味了？

博尔赫斯就对这样的问题尤为感兴趣。在他的《吉诃

德的部分魔术》一文中，他注意到《堂吉诃德》《罗摩衍那》

《一千零一夜》等经典名著的一个共同特征：故事之中另

有故事，或者说，叙事中出现了自我指涉。塞万提斯讲到

一半时才告诉我们，《堂吉诃德》这本书是从阿拉伯语翻

译过来的，他在托莱多的市场上买来手稿并雇人翻译，

往后，堂吉诃德本人竟读到了《堂吉诃德》这本书，并且

还对其发表评论；《罗摩衍那》史诗中的两个人物遇到了

一个苦行僧，此人就是作者本人，他教他们读书写字，还

让他们读《罗摩衍那》；在《一千零一夜》中的第602夜，

国王听王后说起她自己的故事……为了探讨这个玄妙

问题，博尔赫斯还举了一个图像的例子：设想英国有一

块土地经过精心平整，由一名地图绘制员在上面画了一

幅英国地图，地图画得极为完美准确，英国的一草一木

都在地图上有对应表现，那么这幅地图应当也包含地图

中的地图，而第二幅地图应该包含图中之图的地图，以

此类推，直至无限。这个例子不正是我们眼前的这幅画的

情况吗？

因此，如果说现实主义就是对眼前所见现实的精确

摹仿，那么一旦摹仿中出现了次一级的、指向自身的摹

仿，我们看到的就是具有魔幻意味的结果了。在艺术学

中，这种指向自身的、用来表明什么是图像的图像被称为

“元图像”，这种呈现绘画的“自我认知”、探讨绘画问题的

绘画被称为“元绘画”或“超级图画”，正如《堂吉诃德》从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元小说”。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委

拉斯开兹也玩过类似的游戏，如在他的名作《宫娥图》中，

他呈现了自己为西班牙小公主创作肖像画的场景，画面

中出现了画家本人和他的画板的背面。不忘自己西班牙

身份的马德拉索或许是从委拉斯开兹那里得来了灵感，

也来玩一次视觉游戏，这回是把画板的正面呈现出来，并

且以画中画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形象。我们知道，他就站在

那里，在调皮的艾琳·马森目光所视之处，而相比于以“专

业”手法得到再现的模特儿，他自己是以“非专业”的、接

近儿童画的手法得以再现的。这张充满童趣的面孔正望

着我们，仿佛在发问：你们看明白了没有？

《《水形物语水形物语》：》：

导演吉尔莫导演吉尔莫··德尔德尔··托罗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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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形物语水形物语》》电影剧照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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