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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英国人类学家奥德利"理查德在非洲
考察! 他给当地的土著班巴人讲述了一个古老的英格兰传
说# 一个王子! 爬过玻璃山$ 穿过大峡谷! 与一条恶龙进
行殊死搏斗!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救出了心爱的姑娘! 并
和她结婚!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听完故事! 班巴人面
面相觑! 最后! 长老代表大伙儿问# &他为什么不另找一
位别的姑娘'( 的确! 也许爱情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历
史悠久%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 传宗接代似乎比生死不渝更
符合生存的真相%

然而! 我们是人类% 人类凭借其乏善可陈的生物学优
势 )在猛兽面前!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逃生能力*! 在严酷
的地球之上! 成为自然万物的主人! 在遗传基因的某个序
列中! 必然隐藏着种种匪夷所思的创意! 以及狂妄自大的
因子% 因此! 一种看似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的情感势头凶
猛! 它叫爱情! 它让年轻的姑娘追随心爱的男人! 浪迹天
涯! 至死方休%

生命之光 欲念之火

马克思认为! 只有人类才拥有爱情% 在爱情与情欲之
间! 纠缠着蜿蜒曲折的图案% 女人心灵的成长史! 也是她
们爱情的成长史% 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 女人对待爱情
和欲望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

年少时!性很容易!爱却艰难%著名的+洛丽塔,里!未成
年的少女天真地诱惑着中年男人亨勃特! 这个男人同时也
是她的继父!小女孩的挑逗和勾引都是无意识的!洛丽塔是
男人心中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是罪恶和不可饶恕!然而
对洛丽塔来说!这一切更像是一场游戏!是利用情欲交换金
钱和自由!规则简单%+情人,同样如此!湄公河上!戴着男式
礼帽的

$%

岁少女简! 用一个眼神俘获了
#&

岁的中国阔少
爷东尼% 那个时候她并不爱他!因为她注定要离开!要回到
法国!而东尼也注定要娶一个出身中国名门望族的妻子%可
是那个男人温柔地说#&你以后会记得这个下午% 即使你忘
记了我的长相!我的名字% (

因为年轻! 所以无畏% 女孩子们相信---我这么美!

这么迷人! 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放纵于欲
望的原因大多是出于勇敢和好奇! 不是爱情% 人们总是要
经历过失败! 才知道理想爱情的模样%

爱恋徘徊在病态与理性边缘

如果不探讨电影的时代背景! 以及背后的政治含义%

+色戒, 和 +黑皮书, 无一例外都是女间谍爱上了敌方的
将领! 在关键时刻放弃了最初的任务! 选择让爱的人逃
命% 国恨家仇! 到底抵不过爱人的生命% 以色相做为诱
饵! 最终迷失的却是自己% 女人们总是高估或者低估了
爱情! 将爱情放置于何种正确的位置是一道难以回答的
选择题%

+新桥恋人 , 将男女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纯粹 !

这部法国电影史上 &激情四溢的绝色作品( 和 &最好的
文艺爱情片(! 是鬼才导演卡拉克斯历时三年呕心沥血的
名作! 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凭借此片荣获欧洲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这部影片里! 爱恋是一场绚烂至极的烟
花! 是塞纳河边的狂奔! 是自我放纵$ 是全身心的依恋
与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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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女主角的体温! 是徘徊在病态和正
常人理性边缘的温度! 是两个人肌肤相亲时的温度! 是
微微发烧的眩晕感%

走向极致的爱是占有! 占有全部% 他们的爱情毫无顾
忌! 沉溺于身体的快感中! 从不羞耻! 也不畏惧世俗的眼
光! 尽管很多人觉得! 富家女和断腿流浪汉的爱情只有在
童话世界才能发生% 其实! 爱情很简单% 爱上一个人之
前! 你的心是无人驻足的世界. 爱上一个人之后! 这颗心
才有了生命% 然而爱的不协调却常常发生---一个人还在
爱着! 另一个已经抽身离开! 那些淡淡的怀旧和感伤只能
通过浸透着阳光的欢爱逼仄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你要记
得% 爱$ 做爱这一切仍在发生! 永无停休%

如果爱! 请深爱

或许只有经历岁月的磨练才能让人变得更加勇敢! 只
有道德感和家庭责任才能让相爱的人放下心中深沉的爱%中
年人之间的爱情!仿佛老酒!愈陈愈香% +廊桥遗梦,里!在罗
伯特"金凯和弗朗西斯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力比多的小火
花就在空气里啪啪作响% 那个男人和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

他甚至不属于地球! 他来自另外一个遥远而洪荒的世界!他
素食! 不像弗朗西斯卡的丈夫一样吃了太多的肉汁和土豆%

他很&坚硬($&有力($&浑身都是瘦肌肉(%唯一能够理解他的
就是弗朗西斯卡!农人之妇!她当然漂亮!不止漂亮% 弗朗西
斯卡和所有的农人之妇都不一样!但是她属于地球!所以弗
朗西斯卡没有离开丈夫!背叛婚姻% 而是用四天的时间在肉
体上出轨!然后用余生的时间在精神上出轨% 她爱那个叫罗
伯特的男人!一辈子都爱%

如果婚外情!两人爱的痛不欲生!并且一起自杀殉情!

这是+失乐园,% 如果婚外情!两人爱的死去活来!女人和情
人把丈夫杀掉!这是西门庆和潘金莲% 如果婚外情!两人爱
的纠缠不清!女人被骗财骗色最后绝望地自杀!这是包法利
夫人%如果婚外情!两人爱的天崩地裂!女人被骗财骗色!怒
而把情人杀掉!这是//中国法制报道%

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 也许比这件事本身更重要 %

&你是大路! 你是远游客! 你是所有下海的船%( 罗伯特这
样说自己% 在爱情发生时! 罗伯特五十二岁! 弗朗西斯卡
四十五岁% 生命已然过半! 这几乎是他们遭遇爱情最后的
机会% 英雄末路! 美人迟暮! 这几乎是他们让生命怒放的
唯一的岔路% 四天! 短暂而长久% 每个人的感情都值得尊
敬!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梅丽尔"斯特里普都不再年轻!

可是由他们扮演情欲世界的丰饶美好! 却是刚刚好% 情
欲无须酝酿! 也防不胜防! 他们最终选择了捍卫家庭 !

这是最艰难的选择! 是真正相爱之后的选择% 因为! 爱
也是成全%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是理想! 和理想一起行骗的是爱
情%人们追求性的同时!却迷失了爱%每个人都在寻找内心真实
的渴望!人们在性与爱之间的茫然$困惑永远存在%其实!男人和
女人!爱欲只在一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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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闷骚的爱情恐怕是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我
用整个的生命去爱你! 但是我至死才让你知道我的爱 %

伟大的爱情是用来唏嘘的! 而大多数的爱情是一场迅速
枯萎的奇迹% 如果爱! 请深爱% 找到界限的人! 才能最
终得到爱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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