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起源于好莱坞

12位来自各行各业，

身份各异的陪审团成员聚
在一起，裁定一起谋杀案
嫌疑人有罪与否。1957
年的好莱坞电影《十二怒
汉》将视角对准了一个封
闭的小房间，靠演员在对
白上的针锋相对步步为
营，营造出了精彩纷呈的
戏剧场面，亦成为了影史
经典。

这个充满了戏剧张力
的故事，在五十年后被俄
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
科夫翻拍成了俄国版，原
版故事里那个来自贫民窟
的弑父小男孩，也变成了
来自车臣，谋杀了身份是
俄罗斯军官的继父的年轻
人。这个故事摇身一变，
紧贴了俄罗斯的社会现
状，导演保持了对当下社
会的敏锐触觉，又合理的
运用了原版电影的元素，
因此赢得了不俗好评，还
入围了次年奥斯卡金像奖
的最佳外语片。

无独有偶，今年这个
故事被拍成了中国版本
——《十二公民》。导演将
原作英美法系下的陪审团
制度，用了一个合理的方
式嫁接到属于大陆法系的
中国：某地政法大学的学
生们组织了一个模拟法
庭，将社会上颇为热门的

“富二代弑父”作为案件，
学生们分别饰演法官、公
诉人、辩护人等职，而学生
的父亲们则充当陪审团。
虽然这理由显得有些牵

强，但当故事逐渐深入下
去之后，还是可以令观众
看得津津有味。

《十二公民》入围罗马
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
获得该电影节最高奖项“马
可·奥列留”奖，由此也引得
了国际影坛的瞩目，成为继
年初的《白日焰火》之后，又
一部在国际影坛扬威的华
语制作。

角色：
完全的本土化

从《十二怒汉》变成
《十二公民》，里面生气的
男人们将情绪藏在了片名
背后，“公民”的身份突出，
导演兼编剧之一的徐昂似
乎更想在号召“依法治国”
的当下，藉由电影来给观
众上一堂普法课。里面12
个陪审团成员全部由人艺
和国话的演员出演，担任

“8号陪审员”这个主角的，
则是在《喜剧的忧伤》里，
就已经和导演合作无间的
何冰。

除此之外，电影里还
有韩童生、张永强、钱波这
些多年在影视剧里颇有建
树的戏骨，再加上本片完
全靠对白推进，因此给了
演员很大的表演发挥空
间，“飚戏”段落比比皆
是。不过，由于演员和导
演都是话剧出身，再加上
电影在单一空间里营造出
的舞台剧氛围太强，因此
这部电影也有着浓郁的话
剧色彩。

《十二公民》里，角色
的身份有大学里小卖部的
商贩，也有寒窗苦读却未

能考上大学的保安，还有
开出租的、和大学生谈恋
爱的商人、经历过解放后
数次运动的老大爷……
12个陪审员的身份各异，
且都进行了本土化的“改
造”，令他们的身份接上了
地气，观众看起来更有亲
切感。

情节：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徐昂对《十二公民》的
本土化，最大的特别之处
就是对于何冰饰演的“八
号陪审员”这个角色的改
动。在电影里，他除了表
面的身份，还有一层隐藏
身份，这使得电影本身相
比原版，多了一条暗线，在
戏剧层面也更加复杂。

除此之外，《十二公
民》在商业元素上似乎更
加浓郁：陪审员在分析案
情的过程里，努力地还原
着案件背后的真相，试图
揭开重重疑点。某些时候
你甚至感觉是在看《金田
一事件簿》的真人版，再加
上有何冰主演的关系，某

些时候也给人《大宋提刑
官》当代版的错觉。

徐昂努力地在《十二
怒汉》原有的戏剧文本上
增加新的元素，进行了诸
如上面提到的种种本土化
移植和再造，总体而言，并
不过分突兀。不过其实并
不复杂的案情，用100分
钟的时间分成几块去交
代，还是有一种刻意被延
长的工匠感。但从整个电
影的成色来看，抽丝剥茧
寻找真相的快感，观众还
是能够感受到。

除此之外，影片的主
题也保持了原作对于法理
的思考。当下中国的热门
案件里，社会舆论导向开
始逐渐的决定犯罪嫌疑人
的生死，量刑的尺度也朝
着最重而去，群情汹涌的
强大压力，像是一只无形
的手，强有力地改变着案
件审判的走向。《十二公
民》里，富二代、不良少年
弑父这些元素集结到一
起，很容易让人仅凭这几
个名词就已经在脑海里下
出判断，故事里几个陪审
员亦同样如此。如何在社
会舆论的狂风骤雨里保持
冷静而不失理性的判断，
《十二公民》给了观众一个

深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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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原因喜欢上这个故

事？
徐：这是一个看来是A，但其

实是 B 的文本，这是我非常喜欢
的。《十二怒汉》的作者非常聪明，
这个框架表面是对一桩案件真相
的讨论，实际上它是一张网，可以
筛出不同国家的社会中的不同人
和不同事，当然还有他们各自的
观点和偏见。偏见是在整个人类
社会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同
时，人们对于法律进步和公平正
义的追求也是普世的，他们在讨
论中努力地向真理趋近。

问：拍摄《十二公民》的初衷
是什么？

徐：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观众
做一场理智的对话，并为司法系
统与普通民众找到一扇沟通的大
门，传达出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理
念。我希望电影可以在虚拟的陪
审团讨论下，真实的反映中国人
的常识、通识与偏见，并且同时激
发国民对公正法治的思索，以及
未来可以更多体会他人真诚善良
的可能性。

问：如何看待其他版本的《十
二怒汉》？

徐：美国版《十二怒汉》找到
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反映 50
年代美国社会中的偏见现象。俄
罗斯版《十二怒汉》借鉴同样的方
法，描述了他们在民族与国家的
背景之下对正义的追求。把英美
法体制下的陪审团故事放到中国
的法律背景下，在本片的创作时
充满挑战。中国没有陪审团制
度，但是中国人正积极的学习和
了解世界不同的法制系统。中国
社会问题丛生，但是却有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反思现状，提倡法治
精神、回归人性美好。

问：觉得拿奖是胜在哪里？
徐：这个奖最终是由观众票

选出来的，电影节的观众也是来
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想，首先这
个框架能够让不同国家的人们看
到自己身上的偏见，因为只要有
人的地方就会存在偏见，同时公
平正义、法律精神又都是普世的
价值观，这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观众都能够和这个作品沟通的原
因。由于经济上的很多矛盾，我
们很容易在不同人群之间形成偏
见，比如之前一些热点案件全社
会都在讨论，讨论的时候基于不
同的人群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当然矛盾和偏见这些东西我觉得
是外层的，从内层来讲，我觉得各
国观众，包括罗马和其他地方来
的观众和我们能够共同体验到一
种共性，共性是人。我觉得要赢
还是赢在这个部分。

问：印象最深刻的戏是哪一
场？

徐：我很喜欢的一个场景是
电影结尾处，结束这场非常激烈
的讨论之后，12位“陪审员”走出
门，大家一起朝着生活里走，渐渐
远离了那一次对自己偏见的窥
看。他们走得慢极了，好像有点
儿不愿意回到现实里。我挺喜欢

这个场景。有时候我看
完电影，灯光亮起，走出

电影院时，也有这样
的感觉。（公元1874）

《十二公民》：

用电影寻找
文\本刊特约撰稿 公元1874

徐昴访谈

近 日 ，中
国电影《十二
公民》夺得罗
马电影节“马
可·奥 列 留 ”
奖，成为该电
影节首部摘取
最高大奖的中
国电影。导演
徐昂，1978 年
出生，之前一
直活跃在话剧
界，他著名的
话剧导演作品
《喜剧的忧伤》
曾获得极高的
票房成绩。罗
马 电 影 节 于
2006 年 创 办 ，
与威尼斯、戛
纳、柏林三大
历史悠久的电
影节不同，罗
马电影节重在
体现自己的文
化艺术特色和
群 众 的 参 与
性。电影节的
50位评委基本
都是由影迷担
任，评委会主
席则由专业的
电影人担纲。

真相

《十二公民》：中
国版的《十

二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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