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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之子》用一个面对一片

空旷林间空地的失焦镜头作为影
片的开始。摄像机是手持着的，并
且以这种消极的姿态保持了将近
两分钟，直到主人公索尔（格扎·罗
里格饰）由远处走到近前，他那灰
白的面孔占据了整个画框，纤毫毕
现。在此后即将出现的混乱中，观
众要找到方向还得花上比这多得
多的时间。不过当导演拉斯洛·杰
莱斯这部惊世骇俗的处女作布景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这个奇
怪的开篇镜头中所蕴含的雄心、智
慧和情感分量也随之昭然若揭。
随着影片的推进，大多时候只有索
尔，以及那些对他来说重要的事
物，才被意味深长地准确对焦。作
为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一个杂役，
他必须帮忙对千百个像他一样的
犹太人执行死刑，所以只得将自己
的世界缩小到眼前。与他自己活
命无关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影片的
镜头如实地反映并遵从了这一点。

充满自信，且明显与众不同

索尔是一名特遣队员，也就是
集中营里靠给俘虏他们的人打下
手而暂缓一死的囚徒。他帮忙将
被关押进来的人赶进毒气室，然后
从他们遗弃的衣物里搜寻值钱之
物，再清理善后。一拨新来的被关
押者们被赶进集中营，在更衣室里
脱光衣服，然后被集体屠杀，杰莱
斯用精心设计而不间断的长镜头
记录这个过程，将他们在混乱之中
的恐惧全都拍了出来。事后当索
尔擦洗毒气室地板时，周遭赤裸的
尸体仿佛花园里的垃圾一般堆积
如山，可他却始终面不改色。他当
然已经麻木了，不过并不是因为对
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免疫力，也并
非对身边发生的苦难无动于衷。
他只是学会了按捺住任何一丝情
感上的波动，好让自己还能日复一
日地苟且偷生。

接着，一个孩子奇迹般地从毒
气室里短暂地保住性命，却又被一
位纳粹医生冷酷地闷死，这对索尔
造成了破坏：索尔开始与他自身之
外的东西有了联系，他的防线开始
出现裂缝。索尔认定那个男孩是
他的儿子（对此影片明智地未置定
论），一心想要为这个孩子安排一
个犹太式的葬礼，而不是任由他被
集体坑埋，或者送进焚烧炉。索尔
开始追寻这个对他仍有意义的唯
一目的，影片随之而展开。

大屠杀电影的视觉和情感语
言人们往往耳熟能详，叙事结构上
也多有相似之处。此类影片内容
各异，风格多样——从《不死鸟》中
将战争对个人带来影响的如实记
录，到《偷书贼》里的多愁善感，可
谓千差万别——但是优雅地保持
克制、深邃而冷静地反思似乎成了
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它们常常给
人这样一种感觉：一部大屠杀电影
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故事，都代表
了成千上万同样在种族灭绝中罹
难的人。可是杰莱斯的这部影片
并没有重复或代表的意味，它充满
了自信，不论是所讲述的故事，还
是所使用的视觉语言，都明显与众
不同。

这一点的完成主要靠的是节
奏。随着盟军日益逼近，纳粹的行
动相应升级，整个集中营似乎在飞
转。在杰莱斯镜头中的奥斯威辛
集中营，人们不停地被推来搡去，
从一个岗位调换到另一个。影片
中没有尊严，没有喘息，也没有冷
静的沉思。这就是一场疯狂的竞
逐，每个人都在疲于奔命，似乎整
个系统正在迅速地分崩离析。

画面之外同时展开的几条支
线情节也充满了不安之感。在索
尔的身边充斥着逃跑和暴动的密
谋。有人想偷取一个相机，好在纳
粹销毁战争罪行的证据之前将其
记录下来。有几个纳粹士兵得知
窃取物的地下交易频繁，正打算向
特遣队员勒索这些偷来的东西。
所有这些疯狂的活动和相互交织
的计划对强化索尔的诉求产生了
奇妙的效果。相互冲突的情节愈
加复杂，也使得索尔要实现目标就
必须更加残忍无情。而与此同时，
这也使观众清晰地看到，在宏大的
背景之下，索尔的痴迷显得那样地
渺小和个人化，也因此又显得那么
生动和宝贵。

影片的张力多源于罗里格不
动声色的表演。扮演这样一个彻
底关闭了感情闸门的男人，很难引
起人们的同情，可罗里格扮演的索
尔，却通过在接近那个小小目标时
表现出决心越来越大、越来越狠下
心肠，而让角色变得栩栩如生。作
为诗人和犹太学教师，罗里格此前
的表演经验很有限，可他的表演却
令观众着迷，他具备极端克制的绝
望和不肯妥协的决心，索尔的执拗
与痴迷让他开始欺凌别人，而罗里
格却将他演得像是个身形矮小、筋
疲力尽并且陷于绝境的“动作英

雄”。在乖戾的命运面前他拒绝妥
协，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
他的计划变得越来越荒谬。

捕捉到了噩梦的本来面目

然而，《索尔之子》真正的新颖
之处在于它咄咄逼人的“近视效
果”设计。讲述压抑情节的影片通
常被称为如噩梦一般。可是杰莱
斯、编剧克拉拉·罗耶和摄影师马
加什·埃德列捕捉到了噩梦的本来
面目：对恐惧的主观感受，变换不
停的环境，以及围绕惊恐而非任何
既定事实而设计的流畅的关键情
节。集中营里的嘈杂和尖叫取代
了配乐，使得整个故事给人感觉充
满力量，宛如天成。索尔对孩子尸
体的关注尤其使得本片变成了一
个关于失去的噩梦，在这个梦境
里，做梦的人被不停地推离那个丢
失的东西。影片饱含悲伤，令人目
眩神迷，可同时又十分可喜，因为
杰莱斯对环境完全掌控，并将故事
叙述与创作元素融为了一体。它
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也是一部
独特的制作。

罗里格给索尔赋予那么多的
人性，让他蒙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观众也许并不容易与之产生共
鸣。同样，使《索尔之子》有别于其
他任何一部大屠杀电影的紧张急
促的节奏和不断拉近的镜头，也会
给观众带来幽闭恐惧症般的观影
体验，尤其是当索尔的行动开始给
别人造成伤害的时候。不过，如果
说大多数大屠杀电影是在讲述幸
存，那么《索尔之子》则是对一种独
特幸存的惊人写照。在这种幸存
里，身处绝境的人们对成功有着异
乎寻常的诠释。对特遣队员而言，
生命需要无法言说的妥协。《索尔
之子》冷静地检视了那种妥协的影
响和局限，而影片本身却从无半点
将就。

不久前，笔者在云集世界
知名艺廊作品的洛杉矶艺术
展上，偶遇洛杉矶拉丁美洲艺
术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一聊
到有关艺术的话题，彼此便像
久违的老友一般。她用拉美人
特有的热情讲述了他们全新的
布展方案并邀请我前去参观，
后来我专程前往，并在此分享

“心得”。

多元 鲜明 火辣

从洛杉矶市中心驱车约30
分钟到达长滩的东村艺术区，
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便在爱勒
弥托斯大道上，静候人们的光
临了。这里曾是誉满全球的好
莱坞无声电影制片公司的原
址。而服务于大洛杉矶地区的
该馆始建于1996年，创始人是
慈善家、收藏家和艺术赞助人
罗伯特·根拜纳。

博物馆现今的规模已比初
创时扩大了一倍，两座楼宇又
都已翻修一新，还增加了一个
雕塑园，以及花园、草地、露天
舞台和宽大的免费停车场等
设施；此外，当漫步在博物馆的
商店和咖啡厅中，人们还可发
现许多拉美特色的礼品和美
食。在过往的岁月中，以传扬、
普及拉美的多元文化为使命，
博物馆不断扩大对拉美艺术大
师的杰作以及当代艺术家作品
的永久收藏，它为人们开启了
一扇可回顾和瞻望从墨西哥及
中南美洲到加勒比地区拉美艺
术的形象之窗。

由于历史原因，拉美艺术
或多或少总带有欧洲特别是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化烙
印。然而，它又有自己独有的
多元文化特色，是主要将玛
雅、印第安、亚洲、欧洲和非洲
等文化融为一体的艺术，并且
时时散发出天然的“现代味”：
色彩丰富鲜明，情调纯正火
辣。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
初叶，当欧洲艺术界在为探索
艺术创作各种新的流派，欲摆
脱各种传统束缚因素的牵制、
羁绊时，拉美的一部分艺术家
却投入到歌颂民众、表现乡村
农民和城市劳工的创作中，并
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践行

者。他们以具象直观的艺术语
言，用现实和超现实等表现方
式创作了很多具有本民族特色
的震撼之作，不仅深受拉美大
众的喜爱，而且广为流传至世
界各地，为人类艺术史增添了
浓烈、亮丽的重要一笔。

除了永久馆藏外，拉丁美
洲艺术博物馆的展品主要来自
20多个拉美国家。我参观的时
候，正在展出的有“现当代墨西
哥艺术之根”“劳尔·安吉亚诺
画展：一位大师的肖像”和全球
著名摄影大师科尔达的“科尔

达：革命摄影家”黑白纪实摄影
个展等。在科尔达个展的展品
中，包括他1960年创作的经典
之作《英勇的游击队员》——他
的这一重要作品在整个欧美被
转载至今，还被制成版画和海
报等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

与中国西画的“惊
人相似”

拉美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
与中国西画艺术，在地域、历史
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

但两者之间特别是在上世纪20
年代前后却存在着一些惊人的
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直接
或间接”地受到欧洲的影响。
无论是拉美艺术大师，如墨西
哥国宝级画家迭戈·里维拉，墨
西哥最知名的女画家、摄影家
弗里达·卡洛和巴西画家埃米
利亚诺·迪卡瓦尔康蒂，还是中
国的画坛巨匠徐悲鸿、潘玉良
和林风眠等人，都曾在这个时
期远赴欧美习画或工作过。其
后，他们又都回国投入自身土
壤的怀抱并吮吸辽阔大地的丰

富乳汁，创作出具有明显拉美
和华夏元素（有别于完全西方）
的经典佳作。埃米利亚诺·迪
卡瓦尔康蒂的“与欧洲风格划
清界限”论和林风眠的“中西融
合”理念便是最佳例证。

不仅如此，这些艺术家的
作品中还都带有宣扬爱国主义
和反抗外族侵略的浓重色彩，
并以此来反馈故土的养育之
恩。像迭戈·里维拉的《墨西哥
的历史》，还有他的《在十字路
口的人》；徐悲鸿的《田横五百
士》和《愚公移山》，这些作品都
明确地向世人传递了拉美和中
国艺术家的“呐喊之声”。

艺术家要从工作
室走出来

在洛杉矶乃至整个加州，
拉美裔特别是墨西哥裔人口占
有很高的比例。然而由于历史
等原因，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比
例却低于其他族裔。拉丁美洲
艺术博物馆在对社区（特别是
拉美裔）普及艺术的方面做了
许多实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社区艺术普及教育计划：组织
由艺术家主持的艺术之夜、工
艺俱乐部、儿童艺术夏令营和
远赴拉美国家的“艺术寻根之
旅”等活动。博物馆定期与美
国大企业联合举办具有拉美特
色主题的“家庭艺术节”和每周
五晚举行绘画摄影演示、艺术
电影专场、研讨会和音乐会等，
还坚持周日全天免费参观的惠
民特色（这在如今的美国是件
难能可贵之事）。此外，馆方通
过向社会筹款，购买艺术旅游
大巴车建立了“移动博物馆”，
为在校学生举办参访艺术家工
作室和画廊等活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在人民，
文艺作品的服务对象是大
众。我们专业的画家、摄影家
和雕塑家是否也可以暂时放
下手中的画笔、相机和刻刀，
走出工作室来到你们潜在的

“粉丝”中间，做些普及宣传的
实事呢？这样方能让艺术圣
殿像音乐厅一样“静”下来，也
才能让艺术杰作似醇酒一样
被“品”出来。

位于法国巴黎的国立网球
场现代美术馆正在举办的一场

摄影作品展“让我大吃一惊！”
将观众的视线再次带入美国已
故肖像摄影大师菲利普·哈斯
曼的“跳学”摄影中。菲利普·
哈斯曼从事摄影工作 40 余年，
此次展览汇集了他摄影生涯中
各个时期的作品近300件。

菲利普·哈斯曼曾为爱因
斯坦、玛丽莲·梦露、达利、希区
柯克、安迪·沃霍尔等多位名人
拍摄肖像，并声名大噪。关于
为何要让拍摄对象在镜头前跳

起，他这样解释：“那时的注意
力通常会集中在跳跃的动作
上，可以使人们放下所有的伪
装，真实的自己也将在镜头前
显露。”菲利普·哈斯曼的著名
作品《原子的达利》让达利蹦了
6个小时，他还曾让“万人迷”梦
露在镜头前跳了200次。

出生于拉脱维亚的菲利
普·哈斯曼 14 岁时第一次接触
父亲的老相机，那时他还未想
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20世纪最

伟大的摄影家之一。1932 年
起，他开始以摄影谋生。到
1940 年纳粹侵占巴黎前夕，他
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带着一
只箱子和一架照相机，逃难到
美国。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菲
利普·哈斯曼和《生活》杂志合
作，共拍摄了101幅《生活》杂志
的封面人物，并于 1958 年被美
国《大众摄影》杂志评选为世界

十大摄影名家之一。
不过，菲利普·哈斯曼并非

仅仅是一个名人摄影师。事实
上，他一直尝试探索更广阔的
摄影边界。他花费了30余年的
时间，研究“跳学”摄影和寻找
与拍摄对象更为贴近、更为自
然的合作方式——这些努力让
他的摄影作品表达直接，注重
细节且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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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刚刚落下帷幕的
第73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
奖颁奖典礼上，匈牙利导
演拉斯洛·杰莱斯的处女
作《索尔之子》一举摘得最
佳外语片奖。表现纳粹大
屠杀题材的作品并不少
见，但在此片中，无论是主
人公索尔的故事，还是导
演所运用的视觉语言，都
明显与众不同——

电影《索尔之子》海报电影《索尔之子》海报

可回顾和瞻望的“拉美之窗”
——访洛杉矶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 □ 陈 豪

可回顾和瞻望的“拉美之窗”
——访洛杉矶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 □ 陈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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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外景

由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
拍摄的弗里达·卡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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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法国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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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像摄影中，我的主
要目标既不在于构图，也不
在于光线的布置，不在于表
现一个特定背景前的被摄
体，也不在于创造一种新的
视觉影像……摄影师要探究
人物的本质，其内心最深处，
而镜头所看到的只是表面。”

——菲利普·哈斯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