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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因爱闪亮的城市缩影 □李星文

钮承泽是一个徘徊在写实
和写意之间的导演。在《LOVE》
中，钮导在写实和虚构两端都
有发挥，并且用熟练的电影技
法弥合了两者之间的裂痕。

片中主要是三场恋情纠
葛。相对来说，小年轻这组是最
符合常态和常识的。阿凯(彭于
晏)深爱小霓(郭采洁)，却因为
管不住下三路出了轨。青年人
战战兢兢的理想和语无伦次的
表达，爱女友却又抵挡不了其
他果子的诱惑，在责任和逃避
之间游移，笨拙但真挚的解决
之道，一切看上去都青涩而美
好。尽管有些事本不那么美好，
但因为真挚而显出了别样的美
好。彭于晏有些像吴镇宇，并非
第一眼帅哥，甚至略显神经质，
但对人物的把握极其入味。

马克(赵又廷)和小叶(赵薇)

之间的情路坎坷，纯粹是由于
身份、地位以及文化的差异。赵
薇的角色大致是量身定做的，
有些冲，有些憨，有些雷，有些
不管不顾。赵又廷出场时看上
去是有型有款的花心大少，但
一个回合下来就被发现是“爱
无力”患者。台北人马克和北京

人小叶相遇在帝都
的胡同里，阴差阳
错的遇合，不打不
相识的结局。港
台导演弄的北京
戏总是隔靴搔痒，
为了接地气，片中

设置了一个北京片
儿警插科打诨，效果还

是一般。这一段是典型的
王子和灰姑娘的故

事，世俗着世
俗着就飘渺
起来了。

小宽(阮
经天)、柔伊
(舒淇 )和陆
平 (钮承泽 )

是又一组三
角恋。爱便牵
手，不爱便放
手。简单的法
则因了年龄、

地位和财富的
差异而格外曲折。
既然王子执意迎娶
灰姑娘，书童茗烟
也就有机会和林
妹妹相恋，舒淇
最后投入谁的
怀 抱 毫 无 悬
念 。这 也 罢
了，钮承泽
亲 自 上 阵
把 分 手 感
言说得情动

肺腑，令人感
佩。

三段感情纠
葛中，有两段突破
了门当户对的婚
姻法则，在现实至
极的当今时代，恐
怕也只有电影里

能有这样的奇迹。小年轻们的
分分合合，倒似每天都在校园
里上演，入世得不能再入世。这
样一个以童话为故事走向的电
影，为什么没有给人荒诞无稽
的观感？因为片中铺排了足够
的生活气味和笑料。不管是青
年还是中年，不管是美女还是
大少，不管是富翁还是穷鬼，在
钮导的手下都有出乖露丑、愉
悦观众的义务，那美女在侧却
不得不求助伟哥的尴尬，那为
表诚意而不得不跳的粪坑，那
淑女打扮却要翻墙而过的愣劲
儿，都是解除观众排斥心理的
灵丹妙药。

钮承泽本质上是个重口味
的导演，如果不让他狠狠地在
人心上戳一下子，他过不了自
己这一关。片中陆平和柔伊的
无法继续，马克因为身世而生
的爱无力，都是人类可能遭遇
的最深最痛的情感经历。七分
小清新，三分重口味，情人档的
电影《LOVE》。

告诉你爱是什么
□武晨

《LOVE》的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台
北、北京两座城市中的8位男女之间
不同的感情纠葛。

舒淇扮演的社交名媛，在钮承泽
饰演的大亨与阮经天饰演的擦车小弟
之间上演物质与感情的纠结；彭于晏
饰演的葬礼摄像师，却让女朋友郭采
洁的闺蜜陈意涵意外怀上了孩子，面
临两难窘境；赵又廷饰演有洁癖的年
轻富豪，长期混迹在声色犬马之间，不
料在北京出差期间，却与泼辣的售楼
单亲妈妈赵薇产生了感情……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不仅局限于
男女之情的讨论。除去爱情层面，郭
采洁与陈意涵之间的友情，阮经天与
陈意涵之间的兄妹亲情，钮承泽与郭

采洁之间的父女之情，导演都通过强
烈的矛盾冲突进行了探讨，而这种关
于“爱”的全方位探讨，也极易让观众
产生共鸣，片中阮经天对怀孕的妹妹
陈意涵那段“我负责”的大声宣言，足
以让人落泪。

但凡看过钮承泽票房大卖的《艋
舺》，便一定会记得片中那个关于打
斗的超牛长镜头，此番虽然转战爱情
作品，影片依然深深打上了“豆导”的
印记。《LOVE》刚一开场，一举串8位
主演感情线索的超长镜头，就霸气外
露，让人印象深刻，绝对不输《艋舺》。

相比精致的叙事，此番影片还请
来了《艋舺》中的多位演员客串，包括
陈汉典、凤小岳等多位兄弟均捧场亮
相，在片中扮演阮经天洗车行的兄
弟，可谓小有惊喜。而康康等多位台

湾综艺主持人也客串影片，给观众奉
献了不少笑点。

影片最大的亮点是几位明星主
演的突破性表演。向来以优质帅哥形
象示人的赵又廷，在片中轻微洁癖的
设定让他喜感十足；形象健康的阮经
天，此番扮演一位口吃擦车男，结结
巴巴的表演相当到位；彭于晏则在片
中奉献了从影以来口味最重的表现：
为了挽回女友郭采洁，他竟然上演了
跳化粪池为爱证明的咋舌戏份。

而最让人意外的是久别银幕的
赵薇。片中她扮演的售楼女泼辣异常，
不仅翻墙跳楼摔断腿，嘴不饶人的表
现甚至让人想起了“小燕子”的俏皮。
此外她还在片中大尺度奉献了内衣上
阵，跳艳舞勾引赵又廷的精彩戏码，让
人大跌眼镜的同时又笑声不断。

□史小岩

这个拼盘式的《LOVE》
让我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
因为喜欢钮承泽，因为喜欢
阮经天、赵又廷、彭于晏，因
为喜欢舒淇和赵薇，所以我
没 办 法 说 我 不 喜 欢

《LOVE》。不过，作为一个千
帆过尽的影迷，看片的过程
中，我联想到了《饮食男女》、
想到了《诺丁山》。所以说到
底，这片不太合适我惯坏了
的胃口，不过，好在片子够清
淡，蔬菜沙拉一样赏心悦目
又有益健康，让两个小时的
观影过程还不算煎熬。

三个爱情故事里，赵薇
和赵又廷的那个比较对我的
胃口，因为接地气的关系吧，
配角又出彩。最重要的是，我
相信，两个尽管背景悬殊却
因为心理上的互补关系而走
到一起的模式，还比较符合
我对爱情的理解。彭于晏那
段三角恋，青春偶像的气质
太重，跳化粪池的段落太洒
狗血，除非你对彭于晏健硕
的身体感兴趣；三个人对于
未来孩子的协商，对我来说
有点太前卫，太想当然。钮承
泽和舒淇那段，人生的况味
又太重，过于无奈和沉重了
点，也让我吃不消。

所以，你看得出来，在我
这个有点阅历又没彻底老下
来的年纪，对于爱情和爱情
电影有多挑剔，有多高不成
低不就，既不要飞在空中的
白日梦，又不要落到尘埃里，
与生活彻底和解。我要的是
给爱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所以，
这个拼盘式的《LOVE》让我
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或许
这本来就是导演的初衷，网
罗尽量多观众的出发点吧。

不过，我承认去看看这
样的片子还是有益的，因为
分神的缘故，我就格外注意
到周围观众的反应。我发现，
做编辑的工作对于观影的热
情是有损伤的，其后果就是
磨损了你对电影的好奇和新
鲜感，许多让观众哄堂大笑
的情节，几乎让我无动于衷。
不过，在一个情绪高涨的氛
围里，人是容易受感染的。比
如，在毕业典礼上，铺天盖地
的离别的伤感，可以让你原
谅曾经最讨厌的同学。比如，
在闹哄哄的影院里看这样一
部爱情片，还是会让你有点
谈恋爱的冲动。有时候，与其
在门可罗雀的小厅里看沉重
深刻的艺术片，不如看完

《LOVE》，然后带着恋爱的
期待，走进风和日丽的春天
里。有如此的功效，也算是看
电影收获到的难能可贵的正
面能量了。

为爱情扫除障碍

□铁任

何谓爱情？多少年来被
无数人反复验证却始终难得
真解，就像歌里面唱的一样：
爱情是个动人的假设。正好，
电影就是最擅长呈现假设的
艺术，所以关于爱情的电影
总是能够令人如痴如醉、似
幻似真。在2012情人节这个
现实的背景下，钮承泽这部
直接以《LOVE》为名的电影
又一次带来了关于爱情的假
设，一如往常地把爱情营造
得极为美妙并接近真实。

影片中三个爱情故事，
其中有两个都在讲爱是宽
容。舒淇背弃钮承泽，与阮经

天饰演的大男孩走到一起，
本应愤怒痛苦的钮承泽却宽
容地送上祝福，郭采洁面对
闺蜜怀上了自己男友的孩
子，选择了原谅，最终不仅与
男友和好，还主动申请做孩
子的干妈。两段故事同样具
有典型的年代特征，现代社
会中越来越普遍的婚恋问题
和情感纠葛在片中得到了极
为透彻并极端的展现，看似
难以理解的人物行为和事件
走向背后有着充沛的剧情和
人物做依托，满含真情实感，
相信能够令大多数正面对类
似问题的同道中人深有共
鸣。

赵又廷和赵薇的部分则

是一个王子垂青灰姑娘的老
套路，没有太揪心扯肺的剧
情，而是用常规的煽情和带
荤味的搞笑来支撑场面，好
在豆导技艺高超，拍出了台
北与北京的文化碰撞，展现
出精英与平民在不同层面的
情感弱点，对台北“那种人”
和北京“这种人”的巧妙调
侃，让影片的文化含量始终
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之
上。

《LOVE》比很多分段式
或几组人物交叉式的爱情片
要高明许多，它的三段故事
不仅仅有人物身份和情节上
的交集，更有几个贫富阶层、
几种地域文化、几种生存哲

学的互相关照，从爱情的角
度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形态，
例如在迷乱中寻找尊严的派
对女王舒淇，例如青春无畏
跳粪池向女友认错的彭于
宴，例如要给妹妹怀孕承担

“责任”的口吃少年阮经天，
例如偷喝二锅头壮色胆跳艳
舞的北京卖房女赵薇，这些
小人物的苦恼、快乐和胡闹，
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社会
缩影，遥想当年，杨德昌也是
这么拍电影的。

一群活力四射的性情
男女，游走于台北与北京两
座渊源数十载的城市，时而
年少轻狂，时而老成宽厚，
既有成长的甜蜜，也有岁月

沉淀后的酸楚与释然。爱情
片很多，却很少能拍出特色
和风格，片如其人，钮承泽
显然是一个行为很摩登、内
心很深情，很容易在作品中
投入情感的人，这个特点继

《生存之道》和《艋舺》之后，
通过《LOVE》再一次得到
了印证，影片着眼于时尚大
都市，主题是解构现代男女
的情爱关系，在冷漠与激情
之间碰撞得极为激烈的故
事中，透过男女之间赤裸裸
的交换或占有关系，表达的
态度却是特别传统，并且温
暖，就像钮承泽所说的，在
公厕里嗅到了一股浓浓的
乡愁。

七分小清新

三分重口味

钮承泽的爱情新作《LOVE》近日上映，片中赵薇、舒淇、阮经天、赵又廷、彭于晏等组成

的超强卡司，让该片成为今年情人节档期当仁不让的重磅之作。影片开场交代8人感情纠

葛的超牛长镜头一气呵成，即便是《艋舺》也略逊三分，而围绕主演展开的关于“爱”的多条

线索的不同讨论，也能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共鸣。究竟爱是什么？相信《LOVE》能让你感受到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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