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电影

公路电影最早出现在美国!

是美国文化特有的产物! 主要是

以路途反映人生! 车辆是冒险探

索的工具" 公路电影反映的是主

人翁在沿途所见所闻! 多半是主

角为了寻找自我所作的逃离!旅

程本身即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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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一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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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宁 版式
$

林海春
!"

春节的合家团圆转瞬已过!我
们又要背上背包上路了" 前方纵横
交错一望无际的公路网让人茫然!

行进或停留的疑惑僵硬了执掌方
向盘的双手!有太多的未知在等待
我们去揭晓!有太多的不可测在诱
惑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和
好奇心" 可不管怎样!带着最初的
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让我们
义无反顾地上路吧! 这就是人生!

没有偶然只是必然" 或许可以在驻
留的间歇回味一下前行中的种种
故事!在那些公路电影里"

#他人即地狱$

虚无的文明!"荒野生存#

剧情
%

%荒野生存&改编自一个

真实事件!说的是一个名叫阿莱克

斯的男子
!""#

年大学毕业后!毅

然舍弃了所有的财产!投身到阿拉

斯加州的茫茫荒野中!体验回归自

然的生活" 四个月后!人们在一个

偏僻的野营地的一辆废弃的公共

汽车上!发现了他的遗体"

生长在城市中的我们究竟在追
求什么# 那永远无法满足的物欲!还
是一种生存最直接的浑浑噩噩"从出
生到成人!前面的道路即便无法全部
预见!但那种按部就班的迈步将一直
延续到填写墓志铭的那一刻"

既然在成人眼里!物质的多寡
成为了衡量人生的唯一量度!阿莱
克斯只能选择逃避" 去那最自然的
角落!去神秘的阿拉斯加!体验人
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这是一个
梦!这也是一种态度!即使代价是
生命!但不尝试谁又知道呢#

在荒野里生存!需要的不仅仅是
技巧!更是一种决绝的勇气"$快乐不
是来自于人与人的关系%! 快乐仅仅
是内心最需求的渴望的实现&阿莱克
斯也许曾经恨过父母! 恨过制度!恨
过人性里所有虚伪的一面!但当他远
足在大自然最纯真的荒野里!当他体
味着书本中最幻灭的优雅时!早已原
谅了那些曾伤害过他的种种&可惜的
是!阿莱克斯再也没能回来&

超级流浪者!这是他给自己取的
外号&抛弃金钱!抛弃家庭!更重要的
是抛弃了既定世界的文明!踏上一条
最质朴的路!开始一段对生命提问的
旅程& 不尽如人意处无数!但也收获
多多& 在农场学习着野外生存的技
巧! 与韦恩一起感受收割的喜悦'在
海边邂逅简和雷尼!与嬉皮文化擦肩
而过! 却悄悄地圆了一下恋母的情
结'在那废弃的军事基地!年轻的崔
西投来丘比特的眼波!他悄然心动却
不愿因此就对俗世的情感举手投降'

即使罗恩试图像慈父般用一个家来
让他暂时停驻!但最终还是只能在一
个清晨目送其踏上最后一段旅程&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这样

的一种冲动! 当厌倦覆盖安逸!当
尘世不再诱惑!说不定也会背起背
包逃离城市的牢笼!去感受一下生
命中最稀缺的$荒野生存%&

'我还年轻 ! 我渴望上

路" $

自由的选择!"逍遥骑士$

剧情
%

美国电影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影片" 这部小制作的公

路片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反映

了
!"$%

年代的嬉皮精神以及对

自由和个人意志的向往"

比利的双眼写满了虚无! 那种
局外人的感觉让你永远不知他是
否在乎过什么& 而唯一能证明其存
在的仅仅是前行! 驾着拉风的哈
雷!戴着印着星条旗的头盔!碾过
!!

号公路左右无数的风景& 其实!

两个$逍遥骑士%并不在乎目的地!

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目的地!只有
生命的始与终&

真正表达电影内涵的一直是
两个顺风客!一个为了逃避城市的
束缚!开始了在路上的奔忙!虽然
前景就如那落入沙地的种子一样
生机渺茫!但至少没有舍弃!理想
在那一刻绝不可笑& 而那个叫乔治
的律师虽然在酒精中迷离!但他却
有着真正的背叛精神! 正如他所
说! 也正如那悲惨的结局一样(每
个人都在高喊着自由!在美国尤其
如此!但真正自由的身影在大众面
前闪跃时!他们的心中却充满着恐
惧& 更可怖的是!你还不能告诉他
所陷入的禁锢的处境!那会彻底摧
毁这些人支撑虚伪人生的主梁!于
是会反过头来追杀你!并以此来表
示自己自由& 乔治看得清楚实质!

但猜不到结局!在黑夜中被乱棒打
死!印证了他的预言!更嘲弄了生
活虚假的真实&

比利和威特由着心的指引完成
了一次远行!当他们想继续的时候
却死于莫名的枪下!这不能不说是
对人生滑稽的讽刺&

'我喜欢城市!所以在

远离它的荒原上眺望$

寻找的意义!%德州巴黎$

剧情
%

这是一部以发掘一个

人过去为主题的公路电影" 导演

文德斯对公路的喜爱!使得 %德

州巴黎&花了很大一部分在描绘

沿途的景观

到哪里寻找潜藏在灵魂深处的
德州的巴黎!当特拉维斯踏上最忧
伤的旅程!找寻的并不是那照片中
映像的存在!而是孤寂一身于尘世
间行走的过程&

在那场大火之后! 在膜拜的祭
台倒塌之后!只能上路!逃离城市!逃
离人世!让轮回的转盘重新转动& 于
是! 特拉维斯开始寻找如空中楼阁
般幻梦的$德州巴黎%!那是他的父母
相识相爱! 更是他成为胚胎的本源
之地& 也许穷其一世也无法找到!那
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除此之外!这
一生值得留恋的东西又有几何呢#

既然人生注定了寻找这一主
题!特拉维斯宿命般走进了那间玻
璃小屋& 那里有一个本该是母亲的
女人 ! 一个本该是至老白头的爱
人!可现实总让人绝望!隔着那扇
玻璃窗!只能倾听!也可以诉说!却
不能再相守&爱看上去很坚强!

"

年
的荒原踯躅都无法磨灭半分!可爱
依然很脆弱 !即使泪流满面 !却依
然注定要永远分离&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

辈子都不会做了$

希望的风语!"练习曲$

剧情
#

听障男孩背着吉他骑脚

踏车旅行!一百分钟的电影(七天

六夜的旅程) %悲情城市&摄影陈怀

恩首度执导!捕捉台湾人文风景*

一个听力残障青年背着把吉
他!骑着辆单车就这样出发了!环着
台湾岛谱着青春的$练习曲%& 故事
很简单!甚至还有点琐碎!可一切都
包容在明相简单的话语中($有些事
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年轻总是美好的! 哪怕只是偶
然间的回忆都能让人暂时轻松下
来 & 那个有两个小孩的母亲不正
在故意嗔怒! 只为了丈夫少时曾
经一路欢笑的女同学 ' 希望更让
人迷醉! 即将退休的刘老师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必为离去而
徒留悲伤 ' 而那些老妇人以抗议
之名联络感情 ! 并能宣泄一下对
无良老板的不满& $抗议也不错!

年纪这么大了! 心中有希望 ! 总
比没有好&% 一句话道尽无数&

房间里温暖如昔! 野外的睡袋
里孤独而清凉&但始终都要走出去!

去迎接太平洋吹来的风的洗礼!在
骑行中慢慢成长!但要想感受什么!

还是要适时停一脚! 否则会错过很
多的风景!错过很多的感动&

当胡德夫在影片最后低声吟
唱时! 带出的是少年疾驰的背影!

以及脸上常驻的笑容!这一刻留给
人的全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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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自旅行的

&纪录片'

她好像不是一部电影! 而是
一部关于独自旅行的记录片&看着
看着!我会陷入醇美的风景以至于
遗忘在电影里!要不就看着明相的
一举一动!以为那就是我一个最好
朋友的经历& 美丽)真实!感人!偶
尔还有些惋惜和心酸**

影片许多对白都充满生活的
智慧!源自生活!深入心灵&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上!都是独自的旅行!即使有人相

伴!终究会各分东西* $

'有点希望!总比绝望好$

在生命中!应该感谢每一个
遇见的人! 他们总是或多或少赋
予你生活的经历&而经历本身!就
是人生财富&一个人!如果绝对孤
独!人生一定苍白无力!一个人不
经任何坎坷!人生也是乏味&残缺
固然令人遗憾! 但未必不是一种
美丽!不幸固然让人悲伤!但未必

不是一种成长&

主人公明相!一个听觉和表达
都有障碍的大学生!用七天时间环
游台湾岛& 他不能完全听见声音!

所以那把吉他永远弹不出美丽的
音乐!那又怎样!只要能感觉那声
音是自己弹奏出来的!人生就不会
寂寞& 他不能流畅的表达快乐与悲
伤!那又怎样!当内心充满梦想且
热爱生活!沉默又何惧之有#

特别喜欢那两个年轻人说的
话($有时候觉得像我们这种玩音
乐的)搞涂鸦的!就是希望别人了
解& 可是有时候又不希望别人看
穿&别人看穿就觉得有点逊!没人
了解的时候又觉得很孤单又寂
寞& %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渴望
被人理解!又希望有所隐藏&有些
恐惧!与生俱来+

看到明相和蔼的阿公!有些
似曾相识&我在海边长大!我的母
语也是闽南语! 我的爷爷也如明
相阿公那样& 每年回去都会跟我
讲过去! 教我人生的道理& 那段
戏!真的无比自然!就像你身边的
真实生活一般! 不得不感叹导演
的用心用情&

看完,练习曲-!就很想去做
一些事!比如独自旅行之类的&有
时!看看自己的生活!也感觉一些
苍白&我们总是想的大于做的!直
到在生活中沦为机械一般的 .枯
燥者%& 人生就是那么短短几十
年! 而最美的青春也不过短短一
瞬!我们真应该好好珍惜&

独自旅行!又能怎样!我思!

我行!我存在!就足够了&

(流星)

!

想走就走了!哪有那么多大道理*

!

上路! 或许仅仅是为了找个地方! 可以停下

来*

!

不上路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精彩! 正因为

不断行走!才能收获那些或悲伤或快乐的东西*

!

只是为了找到能一起携手并肩走在路上的那

一个和那一帮人*

!

上路!放弃一些东西!舍得的或不舍得的!寻

找新的+尝试陌生的"

!

相信在路上!会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选自时光网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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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生存$ 导演! 西恩+潘 上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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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维姆+文德斯 主演! 哈利+戴恩+斯坦通 娜塔莎+金斯基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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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曲# 导演! 陈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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