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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时间》电影剧照

《《何以为家何以为家》：》：黎巴嫩儿童不是职业黎巴嫩儿童不是职业
□庞盛骁

5月中旬，在诸多超级英雄的合围之下，只有

一部似乎名不见经传的黎巴嫩电影、一部由女性

导演拍摄的现实主义“惨片”突出重围——正是

《何以为家》。票房超2亿之后，它已然创造奇迹。

黎巴嫩电影乃至黎巴嫩，对中国观众来说都

是陌生的。在经历了上世纪末长达15年的内战

后，新世纪的黎巴嫩罕见地在叙利亚、以色列及巴

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土地上独善其身，但

和平的局面依旧无法帮助黎巴嫩电影在世界电影

版图中确立位置。似乎只有《羞辱》（The Insult）
的导演、一度在国外拍片的黎巴嫩人齐德·多尔里

在近年来获得声誉，他在2017年的这部作品帮助

主演卡梅尔·巴沙斩获威尼斯影帝。如今，美丽的

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同样在戛纳等各大电

影节上收获了世人对黎巴嫩电影的注目。

与多尔里不同的是，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从未

脱离黎巴嫩的现实，更从女性的视点出发，温柔地

观照着这个国家底层社会的女性与儿童。与关注

女性命运的前作《焦糖》《吾等何处去》相比，新作

《何以为家》更具尖锐的现实批判力度，以小主人

公赞恩的视点串联起难民问题、未成年人包办婚

姻、青少年犯罪及人口买卖等严峻的黎巴嫩社会

现实。在这样一部意旨明显的电影中，我们得以窥

见由真实出发的若干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

创作倾向必须是批判现实的吗？如此议题先行的

电影会伤害电影的真实性吗？在“惨”与“真实”之

间，电影真正的面貌何以分辨？

从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创作倾向说起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曾说过：“巴勒斯坦人

并非一项职业或是一个口号，他首先是一个人类

存在。”从他的抵抗之诗里，我们惊讶于他意图去

除的世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偏见以及本民族的

所有孱弱与定势，因为他们同样“热爱生活，摘折

杏花，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回应身体的自然

欲望、而不是别的指令去爱……”那么相似地，娜

丁·拉巴基的创作仿佛也在向我们宣告：黎巴嫩儿

童同样不是职业。他们不是天生地就要生活在破

烂的房屋里，生活在父母的强迫劳动与殴打以及

无教育、无保障和无身份的局面之中，他们拥有像

世上其他所有儿童那样幸福生活的权利。这几乎

就成了拉巴基通过赞恩之口所完成的核心控诉：

我根本不该被生下来！

于是，《何以为家》借由倒叙形式及法庭戏份

所完成的导演对全片真实影像的态度——从一个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的批判性。由此再

反观电影所反映的黎巴嫩社会现实，即便导演堆

砌了种种惨状，我们也无法苛责于此，这本就是第

三世界国家在建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之前一条

赢得经验、资源与国际注目的必由之路，中国在

1930年代的左派电影如此，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

作品亦是如此。对悲惨现实的银幕再现，既是导演

的道义所在，更是作为媒介的电影对民族国家的

重要性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作为媒介对

美国一点也不重要，可对于柬埔寨、对于伊朗、对

于黎巴嫩，几乎就是其国人反思本民族，以及世界

投来好奇之一瞥的全部意义与动力。即便如此，中

国或欧美的影评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走上贝鲁特的

街头，因此大可以不负责任地视本片为贫穷与混

乱的第三世界奇观。但实际上，真实在该领域成为

至高无上的美学规则。

我们可以直白地说，对现实的批判性影像就

是他们首选的创作倾向，电影就是他们的武器。这

是娜丁·拉巴基可贵的创作态度，她与身为本片配

乐师的丈夫抵押房子获得资金，并用3年的考察、

6个月的拍摄和2年的剪辑完成了这部作品，几乎

像独立纪录片制作者那样跳脱在电影工业流程之

外；并且，那么幸运地，《何以为家》通过了审查，最

终安然地面世了。从《何以为家》出发，非工业的散

点式创作将蕴含着黎巴嫩电影的无限未来。在戛

纳获奖以及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时，这

部电影的中文名还是直译而来的“迦百农”。那是

《圣经》里耶稣曾经传道的地方，后来在文学领域

成为混乱与失序的象征，这就是拉巴基对母国的

“一锤定音”，是早在剧本写作之前就定下来的片

名，几乎就奠定了全片的所有基调。

真实的悖论

神性角色与电影的间离
在经过上述的论断后，再来审视《何以为家》

中真实的维度。拉巴基在长时间的考察与准备中

了解黎巴嫩底层社会的难民与街头流浪者，由此

在他们中起用了全片的所有非职业演员，并让他

们的生活状况与亲身经历决定电影的细节，这是

一次让电影去了解它的主角的创作。非职业演员

真正地获得了表演时的天然优势，因为他们以

个人经验应对着手持摄影机、自然光效下以及

熟悉的破败环境里的所有几

乎无确定剧本的情境，好比

在镜头前重新过一次人生，

以致于他们甚至不惧怕特

写，不像侯孝贤电影里的素人

一样站在镜头的远方。

最重要的人物是男主角

赞恩，小演员的真名就是赞

恩，是一位没有身份的真实的

叙利亚难民。他熟悉电影的所

有情节，几乎就与电影融为一

体了。他那在苦难中历炼出的

冷漠与早熟，在所有戏份中都

不曾露出笑意的忧郁的琥珀

色双眼，却帮助赞恩的角色成

为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在他

瘦弱的身躯后，闪烁着无数难

民儿童的身影。这是全片最为

失真又是最为关键的设置。拉巴基曾谈及她可能

的创作缘起：一个在土耳其海边死去的小孩，他的

照片在全世界流转，但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

会说什么？这就是赞恩形象的意义，一个复活了

的、替所有遭罪儿童发声的神的孩子。

因此，赞恩代替所有孩子，以质疑生命起源的

方式在法庭上起诉自己的父母生下了他；以及如

先知一般让妹妹隐藏来月经的事实，因为她会被

父母以已经长大、可以结婚了的理由卖掉。让人困

惑的是，现实中的赞恩实则遇上过不少这样不幸

的女孩，那么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的赞恩一角，

又以拼凑起他的神性的那些现实碎片为根基。这

是《何以为家》的真实的悖论。我们来审视赞恩在

全片的所作所为：阻止妹妹被卖而失败、逃离原生

家庭而依附于一位埃塞俄比亚单身母亲、独自照

料她的孩子约纳斯却最终因移民欧洲的诱惑而将

其卖给人贩子、因妹妹的去世而向其丈夫持刀行

凶、被关进少年监狱并最终起诉自己的父母。在

如此大体量的影片情节中，赞恩一角一直超负荷

地承担着全片意图呈现的所有黎巴嫩社会议

题，这在其他议题先行的电影中往往会把角色

压扁，并伤害电影的写实调性。《何以为家》却成

为了例外，即使赞恩的形象从开头到结尾，未经

任何逐步塑造的过程，我们依旧被沉重与肃穆

的现实感充盈，因为这些事件就是黎巴嫩底层

难民生活本身。面对移民诱惑时卖掉约纳斯的

挣扎、面对约纳斯母亲时的躲闪、面对妹妹身死

时的愤慨与爆发，以及面对再次怀孕的母亲毅然

决然地做出起诉父母的决定……太剧烈的戏剧

性，却又是那么具有可信度的底层写照。我们不

曾坠入电影堆叠惨状而达成的悲剧里，反倒因为

太过密集的情节点与具有神性的形象而天然地

感知到电影所完成的间离，乃至思索现实本

身，这是《何以为家》与一众“卖惨”电影的本质

区别。

于是，电影中两处借由航拍镜头完成的对贝

鲁特废墟般地景的描绘得到了一个妥帖的安

置，这是电影在分明地阐释它的上帝立场与现

代“贫穷”神话的塑造。这一切无碍于真实，甚至

让我们更加反思真实。电影的自反性更加惊艳

地体现于全片最后一个镜头：摄影机化身成为

赞恩拍摄护照的相机，照相师的画外音指导着

赞恩，然后他终于极为罕见地对着镜头露出一

丝颇为复杂的微笑。这是朝向观众的笑容，是朝

向中产阶级精英子女乃至所有正常地度过了幸

福童年的孩子们的瘆人的笑容。我们惊出一身

冷汗，在一个猝然的闪光灯快门中才缓了过来。

于是你理解了这个特写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亚

于德尼罗在《美国往事》结尾处的那个价值2000

万美金的微笑。

莫
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的话剧

《叶甫盖尼·奥涅金》（下称《奥

涅金》）来华巡演，在广州、上

海和北京连演十余场，观众逾两万，在戏剧

圈内外引起轰动。

《奥涅金》一剧在北京上演前，我应此

剧中国巡演主办方邀请，和中央戏剧学院

彭涛教授一同与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进

行了一场对话。我当时未及看戏，对导演的

意图也缺乏了解，仅凭对《奥涅金》文学文

本的一点了解，仅凭之前看到的关于图米

纳斯和此剧的一些零星报道，仅凭对话会

现场摆放的那张演出海报（海报上有七八

位身着白色长裙的美丽少女悬浮在半空），

便信口开河地谈到此剧的“诗意”和“诗

性”：作为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奥涅

金》在中国的接受度反而不高，因为这部作

品以“奥涅金诗体”为代表的形式因素无法

在中文以及世界任何一种语言中得到完满

再现；如果说，语言自身所蕴含的诗性往往

无法移译，那么，用包括戏剧在内的其他艺

术手段来传导文学原作《奥涅金》的诗意却

很有可能。图米纳斯或许回到了普希金的

原点，敏锐地发现并充分地再现了《奥涅

金》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诗的元素。次日看

完戏后，我庆幸自己居然蒙对了。

用“舞台上流动的诗”来形容这出戏，

一点也不过分，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出

中，导演用诗一般的舞台阐释为我们复述

了普希金的故事。图米纳斯的《奥涅金》的

诗意，首先是借助跨体裁、超体裁的戏剧语

言传导出来的。这是一出真正的“诗剧”，它

并无真正的改编脚本，人物的台词大都是普

希金原作中的诗句。图米纳斯在接受采访时

说过，他很少使用现成的话剧剧本，而多自

文学经典中寻求灵感，因为“每一部经典都

充满诗意”。在“诗体长篇小说”《奥涅金》中

寻求诗意，似乎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

是，在普希金的《奥涅金》面世近200年的今

天，若让演员去原封不动地“朗诵”原作，或

许是很难读出“戏剧效果”的。于是，导演让

演员把原作的诗句打断，做“散文化”处理，

对普希金的“抒情插笔”进行“非抒情”的解

构，其结果反而让观众感觉到了熟悉的普希

金诗句中所蕴含的新意。老年奥涅金扮演者

谢尔盖·马科维茨基等演员用他们深厚的

台词功力，在普希金的原诗及其现代性阐

释之间搭起了一座别致的桥。这也是一出

真正的“音乐剧”，作曲家法乌斯塔斯·拉杰

纳斯专门为这出戏写了一部完整的音乐作

品，这在话剧中是比较罕见的，自始至终、

此起彼伏的音乐为整部戏剧提供了一个诗

意的声响框架。据说，图米纳斯很少坐在观

众席观看自己的戏，而喜欢躲在后台“听

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听总谱”，由

此可见，包括音乐在内的舞台声响效果在他

的戏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把钢琴搬上

舞台，他让奥尔迦始终抱着一架手风琴，他

让弹奏俄罗斯民间乐器多木拉的流浪女串

联全场，都是在借助“音乐手段”强化舞台的

诗意。这更是一出真正的“舞剧”，以舞蹈课

学员身份出场的七八位芭蕾舞演员是图米

纳斯的神来之笔，她们或舞蹈或歌唱，或为

“群众演员”或变身“天使”，在苍白的现实生

活和斑斓的艺术叙事之间往来穿梭，建构出

一个如梦如幻的戏剧时空。就这样，诗、音

乐、舞蹈等艺术语言深刻地渗透进了话剧

《奥涅金》，拓展了话剧的体裁界限，使话剧

获得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诗意营造手段。更为

重要的是，图米纳斯的《奥涅金》也在提醒我

们，诗意不等于抒情，更不等于廉价的煽情

和滥情，作为一出21世纪的当代戏剧，图米

纳斯的《奥涅金》体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感，甚

至后现代感，无论是前面提及的对《奥涅金》

原作诗句的散文化处理，还是演员们在舞台

上颇为夸张的形体语言，以及由年老、年轻

两个奥涅金构成的“穿越”和张力等，都具有

明显的后现代色彩。悖论的是，对传统抒情和

诗意的解构，反而形成了一种以调侃和谐谑、

温情和超然等为基调的“后现代诗意”。再

说，由多种艺术语言在舞台上构建“复调”，

这本身也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戏剧行为。

其次，这出戏是俄罗斯文化空间的诗

意呈现，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诗性展示。在

瓦赫坦戈夫剧院官网关于《奥涅金》一剧的

推介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这是俄

罗斯的辽阔，是剧中主人公们的命运，是生

活风俗和社会根基，是文化和自然。我们尝

试深入俄罗斯灵魂的实质，去理解用清醒

的分析难以洞悉的俄罗斯性格。这是一种

多角度呈现的俄罗斯社会，从多神教乡村

的纯真美妙到上流社会的冷漠庄重。这是

塔吉亚娜勇敢的颤抖和奥尔迦游戏的天

真。这是‘冷静观察的智慧和痛苦发现的心

灵’。”这应该就是“导演的话”。别林斯基曾

称普希金的《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图米纳斯显然是赞同这个评

论的，但是，如果说别林斯基在给出这个定

义时更多地强调了普希金作品的现实指

向，即对那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批判现实主

义”态度；那么，图米纳斯却显然更乐意展

示普希金在面对俄罗斯人及其生活时惊喜

的一面、温情的一面。剧中有两个场景构成

了关于俄罗斯文化空间的典型展示，一是

塔吉亚娜的命名日晚会，一是拉林一家前

往莫斯科的旅程。在晚会上，所有角色悉数

登场，轮番表演，构成一幅俄罗斯乡村生活

的全景图；而拉林一家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居然被缩影为一架马车，马车车厢被孤零

零地置于舞台中央，时间长达数十分钟，再

加上夜与昼的交替，雪花的此起彼伏，人物

（包括那只兔子）的进进出出，舞台调度十

分写意，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导演所言的“俄

罗斯的辽阔”。作为舞台背景的巨大镜面不

停地变换角度，把舞台（以及观众席）纳入

更深邃的远景；塔吉亚娜和奥尔迦占卜用

的镜子，更像是窥视俄罗斯灵魂的一扇神

秘窗口。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活动着的人

物，身上均体现出了地道的“俄罗斯性”：奥

涅金的“多余人”特征似乎有所淡化，其分

裂性格的属性却得到强调（导演安排两位

奥涅金同时出场的做法也会让人想起陀思

妥耶夫斯基一部小说的题目，即《双重人

格》）；与普希金原作相比，奥尔迦少了些

“轻浮”而更多天真，连斯基的“浪漫”似乎

也从“消极”变成了“积极”。只有塔吉亚娜

一如既往，就像她会得到《奥涅金》的每一

位阐释者的由衷赞美一样，她在这里也成

了导演最钟爱的角色。舞蹈演员出身的奥

尔迦·列尔曼用她出色的身

体语言和火一般的激情，把

这个角色演绎成了一首抒

情诗，完美地体现了塔吉亚

娜这个人物所体现的“俄罗

斯性”，更确切地说是“俄罗

斯女性”，即与自然的亲近，

与民间文化的亲近，她的真

诚和幻想、她的羞怯和勇

敢、她的刚强和温顺、她的

激情和忠贞。与塔吉亚娜一

样，剧中其他人物的喜怒哀

乐，他们的欢乐和忧伤、善

良和狡黠、智慧和迷信、冷

酷和宽恕，也都在舞台上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其结

果，图米纳斯的《奥涅金》也

成了一部展示“俄罗斯民族

性格的百科全书”，他让我

们感觉到，俄罗斯人的生活

是充满诗意的，俄罗斯是一

个诗性民族，而且，这样的

诗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源自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混成性

和矛盾性。在剧中，作为外

来文化之象征的法籍舞蹈

教师和作为俄国文化之象

征的塔吉亚娜的奶娘就构

成一种对比，奇怪的是，这两个反差巨大的

角色居然是由同一位女演员扮演的，我更

愿意相信这是导演的有意安排。

如果说，充分地展示俄罗斯民族及其

生活的诗性，未必就是图米纳斯这位立陶

宛籍导演的刻意为之，那么，他的《奥涅金》

的强烈诗意则无疑是与他的戏剧观和美学

观相关联的。出生在苏联时期立陶宛共和

国偏远乡村的图米纳斯很晚才接触到真正

的戏剧，但他少时在乡间目睹的传统宗教

节日却成为他最初的戏剧感受，由此产生

出他后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戏剧观，即戏剧

就是节日，就是节日的狂欢。在他看来，戏

剧的本质就是与非诗的现实生活构成对

峙，就在于发掘生活中原本或许具有的诗

性，就像每一个节日，只不过是把与平常几

乎没有两样的某一天人为地戏剧化了、诗

化了，戏剧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把灰色的、漫

长的、甚至庸俗的日常生活节日化、狂欢化

的可能性。为保持戏剧的这种非日常生

活性，保持新鲜和新奇就十分重要，图米

纳斯在北京演出期间接受俄罗斯记者采

访时说到，他每次演出之前都要重新给

演员说戏，试图加入新的“即兴成分”，因

此他从来不让外人进入排演厅，他说他

的排演厅是“产房”，不便外人偷窥，也像

是足球队大赛前的最后踩场，怕被别人

窃得战术安排。这种对生活和戏剧本身

都时刻持有“陌生化”“狂欢化”的态度，

或许就是图米纳斯的戏剧之诗意的重要

来源之一。在莫斯科几家最著名的剧院

中，瓦赫坦戈夫剧院的“风格定位”曾一度

显得不那么清晰，不像人们一提到艺术剧

院便会想到契诃夫的“情绪剧”和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的“体验说”，一提到小剧院便会想

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一

提到塔甘卡剧院便会想到20世纪后半期的

俄苏先锋主义戏剧实验，但如今，在图米纳

斯的《奥涅金》以及他的其他一些“瓦赫坦戈

夫剧作”面世之后，我们似乎可以把“节日戏

剧”当成这家剧院的识别符号了。

图米纳斯的《奥涅金》的诗意，就像剧

中数度飘落的雪花，大部分落在舞台上，且

一直没有融化，也有一些溢出舞台，久久地

悬浮在剧院里，在黑色的背景中不时泛出

星光似的亮点。散场后开车走在深夜北京

的街道上，刚刚落过一场雨，路灯和车灯在

潮湿的路面反射出五彩缤纷的光点，图米

纳斯的《奥涅金》的诗意似乎也飘出天桥

艺术中心，漫溢到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叶甫盖尼·奥涅金》：

溢出溢出舞台的诗舞台的诗
□刘文飞

里马斯·图米纳斯导演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剧照

里马斯·图米纳斯导演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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