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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妈妈！》
只看到母爱就浅了

□李丽

如果仅仅把《妈妈！》定义为一部女

性电影，那就未免小看了它的价值。影

片虽然从导演到主演都是女性，但女性

视角只是表，生命本身的修复力和生而

为人的尊严感才是它的里子。

《妈妈！》乍看是一个女儿照顾妈

妈、妈妈又照顾女儿的故事。在一个

父亲缺失的家庭里，85岁寡居的母

亲和65岁独身的女儿相依为命。刚

开始，别扭的是年迈的母亲。作为一

名思想依旧活跃的老知识分子，她却

被困在一具到处都是问题的身体

里。她所作的反抗就是对女儿的照

顾表现出各种不合作。她坚持以自

己年轻时的状态去生活，抽烟喝酒但

就是不吃药。一次小冲突展现了母

女俩对老去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当

看到母亲爬高爬低地找书，女儿特意

写了一张纸条贴在书架上提醒：“爬

高会死。”而母亲也写了一张纸条回

应：“不爬高也会死。”

女儿追着母亲“管理”的日子，在

女儿发现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之

后彻底改变了。强作的坚强没有坚

持太久，女儿作为家庭主心骨的重担

很快被母亲接过去。后者原先的任

性其实主要源自对自己变得“无用”

的嫌弃，但如今自己又有用了，母亲

便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电影里

甚至用她锻炼时轻松做出“一字马”

来展现其精气神的巨大变化。

很多观众都被妈妈的护崽精神

打动，但不少人也表示，片中母女俩

过分书面化的表达阻碍了她们代入

角色的情感。譬如女儿在发现自己

患病后，将妈妈送去养老院暂居。

当时，妈妈这么问她：“我该怎么理

解？是遗弃，还是惩罚？”女儿回答：

“是帮忙。”当女儿病情日益严重后，

影片的台词就变得更诗意了。譬如

她会说：“是你们变了还是我变了？

你们对我的了解不如一个青椒，我对

你们的了解不如一个花瓣。”

看起来，《妈妈！》文本的文学性

倾向，与当下亲情片接地气的潮流背

道而驰。但我却觉得，这正是这部作

品的独到之处。创作者刻意拔高了

两位主人公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

度，好让她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所受

的“外界干扰”更少一些。换句话说，

导演兼编剧杨荔钠提供的是一个女

性面对疾病和衰老时的“标准样本”，

带给观众的也是有关这个话题更纯

粹的体验和思考。

从这个角度而言，相对于母亲，女

儿才是这个议题的真正落点。因为这

个角色身上既不带妻职，亦不带母职，

只有与生俱来的女儿这一个身份。疾

病导致她的自我意识逐渐消失，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更恐怖的“死亡”。影

片用母亲的视角，展现了这个过程中

女儿的恐惧、困惑、痛苦，以及某种程

度的自我救赎与自我解放。而观众

对这个过程的体验，是可以超脱性别

与年龄的局限的。

相比起一般的亲情片，《妈妈！》

还留下了很多未尽之意。譬如母女

俩的个性缘何截然不同？随着病情

打破女儿的严谨与克制，一段有着特

殊时代背景的往事也随之揭开。从

这一点来说，《妈妈！》倒是比一些流

于表面的接地气作品更接近真实。

《妈妈！》本可以拍得更煽情，但

导演并没有这么做。她既没有过度

渲染母女在面临生活绝境时的囧和

痛，也没局限于仅仅赞美“世上只有

妈妈好”的母女亲情。这种源自血缘

的紧密联系纵然给了她们战胜生活

困境的强大武器，但《妈妈！》同样没

忘记展现两个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对

于生命的感受与思考。

必须要说，两位女演员的演技都

很绝。妈妈的扮演者吴彦姝凭这部

片拿下北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当然

实至名归，但看完电影我觉得，奖杯

也应该有奚美娟的一份。后者的角

色难度更高，而她不止完成了 100

分。 据羊城晚报

“求一双没看过《黑话律

师》的眼睛。”“编剧到底在干

嘛？”“开头和结尾不像一部剧

……”

9月17日晚，由林允儿、李

钟硕主演的韩剧《黑话律师》迎

来大结局，网络上满是铺天盖

地的“吐槽”之声。剧情高开低

走、结局过于草率、“挖坑”太多

填不回来……细细看下来，网

友们批判的声音十分统一，桩

桩件件都是朝着编剧而去。

辛苦追了许久的剧，最后

却落得女主角患癌死亡、男女

主天人永隔的悲情结局，难怪

把真情实感追剧的观众气得辗

转难眠。其实，这并不是第一

部被网友评价为“烂尾”的韩剧

了。在《黑话律师》登上热搜之

后，观众的“苦水”一发不可收拾，

由此还引发了#烂尾的韩剧##高

开低走的韩剧#等话题的走红。

在网友提名的“烂尾”韩剧中，能

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二十五二

十一》《天空之城》《奶酪陷阱》《喜

欢的话请响铃》……说起这个话

题，观众的“苦水”也是滔滔不

绝，难以道尽。

为何“烂尾”的现象会在韩

剧中如此常见？这恐怕还得从

韩剧的拍摄模式来说。长期以

来，韩剧大多采用“边拍边播”

的播出模式，且在韩国的影视

作品制作体系中，一直保持着

“编剧中心制”。这也意味着，

编剧全程参与电视剧的制作过

程，甚至比导演与演员具有更

高的话语权。正因如此，在一

部韩剧的制作中，知名度高的

编剧往往比导演更具有号召

力，如编剧金恩淑、洪氏姐妹、

金顺玉等，她们的名字远比导

演更广为人知。

“编剧中心制”的由来已

久，和“边拍边播”的制作模式，

往往导致一部剧成也编剧、败

也编剧。韩国的影视剧竞争激

烈，为了能够吸引观众、保持收

视率，编剧在前期的剧本创作

中，往往会想出一些“脑洞大

开”的设定。特别是在一些悬

疑剧中，为了制造剧情悬念，突

出情节反转，埋下许多伏笔和

线索，俗称挖了很多“坑”。但

到了后期，挖下的“坑”却填不

回来，难以自圆其说。观众被

吊足了胃口，希望看到“惊天大

反转”的剧情出现，结果被编剧

的三言两语打发，或用极为粗

劣的剧情逻辑带过，自然觉得上

当受骗——期待全部落空，免不

了骂一句“烂尾”“高开低走”。

就如《黑话律师》，编剧花

了大量的心力，铺垫了10余集

去塑造幕后无所不能的“大

boss”。当网友猜测谁是这位

幕后黑手时，编剧却用极其简

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人物，

让人跌破眼镜。在最后一集

中，很多没有圆回的剧情和人

物，都潦草收场。更令网友难

以接受的是，编剧在最后一集

中用癌症结束了女主角的生

命，又落入了俗套狗血的剧情

中。原来看来看去，竟还是观

众熟悉的“韩剧三件套”：车祸、

失忆、癌症，莫名其妙又非要强

行悲情。

目前，该剧的豆瓣评分已

从8.5分跌到了7.6分，本以为

会成为2022年的黑马韩剧，口

碑也如同剧情一样“高开低

走”，草草收场。可见在影视剧

创作中，编剧的能力倘若不能

一以贯之的话，那“烂尾”也是

可以预见的结局。

黑马韩剧为何“烂尾”？
□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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