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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前提示：如果您是京密，或者是看不懂这层在讲什么只是单纯地想反驳，请关上电脑，出门散步，不要在此处留下任何带负面情绪的电子比特，谢谢。
终于察觉到了山田尚子监督的局限，真的是很轻易地就暴露了呢，在这部作品里。
这部电影作品的主题是校园霸凌，一个相当严肃题材，因此我也是以一个很严肃的态度去观看，并且在观看过程中，我察觉到了诸多异常之处。
从影片开始时小学时代的描写，女主角西宫硝子作为听力异常者，引起了小学同学们的好奇（显然之前他们没有接触过），而她一开始也被众人友好地对待了。直到实际
校园生活中，幼儿听力障碍引发的口语发音问题、日常交流问题等等，处处表露出她与众人格格不入，给众人的校园生活平添了一些额外负担，于是集体积蓄着的不快感
开始以羞辱的形式爆发出来。男主角石田将也将羞辱行为上升到了校园霸凌，并且随着时间推进，变得愈发过分，之后我才知道，这和男主角的小团体和男主角的过去经
历息息相关。
男主角这号人物，表面上是个阳光少年，为何会将欺负行为上升到霸凌，这是我观影过程中持续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原因在于男主角真正的性格——他是一个软弱，甚
至称得上懦弱的人。线索就在男主角小时候的回忆里，他以前被岛田一旗这号人物给欺凌得很惨，于是为了摆脱欺凌，他开始有意识地讨好岛田一旗，并且主动承担起一
些“脏活”，展现出自己的忠心，换来岛田一旗的饶恕。这个桥段在日本的影视、小说等作品里并不罕见——软弱的主人公因为日夜被混混头子欺负，不得不寻找一位更加
软弱无力的对象欺负，并且变本加厉地通过自己的手惩罚他，好换取混混头子的赏识，不被欺负。男主角正是这么一位人。而岛田一旗这个角色，从动画制作组的眼神描
绘就能看出，他肯定心理有问题，但是影片中并没有太多地交代过他的背景、经历，我就推测为他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并且受到过父母的虐待，所以才把精神压力施加于
同班同学身上，发泄一番。如果真实情况并不符合我的猜测，而是完全凭借兴趣而为之，那么这可就真的是个变态了。
男主角的欺凌行为，为什么在女主角西宫硝子的回应过后，反而变得变本加厉呢？这是我观影过程中持续思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原因正好与前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反，女
主角西宫硝子是一位强者，无论遭到多么残忍的对待，她也不会哭泣，不失去信心，也不怨恨他人，主动与众人沟通，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化解这一切，以德报怨。这是
强者才有的思考逻辑，女主角西宫硝子正是这么一位个性坚强的残障人士，自幼起就努力地克服这一切，怀着美好的心灵接纳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懦弱的男主角察觉到了
西宫硝子的坚强，因此倍感愤怒，他恨的是自己的软弱无能，偏偏是这么一位残障人士，毫不示弱地持续向自己表示友好，男主角愈发不能接受这一点，因此愈发过分，
直到他做出无法挽回之举（说真的，千万不要乱动别人的耳塞，深入耳道的东西，突然被拔出来很容易引起耳朵的永久性损伤，超危险的。以前有些蠢东西在我看书时一
不注意就拉下我的耳塞，痛了一下午，还好没有留下后遗症。女主角本来就有听力障碍，现在又被拉得耳道大出血，估计问题相当严重，后面影片里有提示，女主角的听
力持续下降，和男主角这里的行动不无关系，我真的感到很恶心）
小学教室内那场互相推诿的描写，充分地揭露出了主角团体的众生相。
首先是植野直花，我对她的印象和chitanda@Lv1酱奇迹般的吻合。老实说，在我的初高中环境中，这类人物真不少见。她们往往有一定的姿色，和年级的混混们较为熟
络，成绩长期处于中下游水准，并且认为受到混混们的追求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每逢过生日时，都能看到一个壮举，混混们倾其全力购买一些玩偶，从各层楼的教室里直
接送到她们的手上，似乎无偿地接受了最大玩偶的自己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后来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社会上的男士们送的不再是玩偶，而是国行发售前就拿到手的苹
果手机、海外化妆品、名牌鞋包等等，这种物化女性的交易思想无处不在，而且不少女性群体竟然不加以反思地欣然接受。这类人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会运用自己的影响
力欺负不服从自身意志的其他同性女生。
随后是岛田一旗，之前已经提过，这人绝对不正常。你看，他在小学班级里完全不把小团体的众人当作自己的好友，而是像玩具一样对待，不能用了则迅速丢弃，撇清关
系。之后则是川井美树，她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比较不同的是，她会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夺取众人的同情心，获得一个道德上较为有利的地位，夺取信任，只不过这么做
确实显得太虚伪。男主角在这场推卸责任的论战中完败，充分显露出他智力上的不足（相较于其他人而言）
失去了欺凌对象之后，男主角回归本位，又受到了岛田一旗的持续欺负。男主角于教室中目睹了西宫硝子正在擦拭自己的桌子，意识到她企图通过对自己做善事，消解掉
他的怨恨，想重归于好。男主角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和女主角西宫硝子的强大，情绪爆发，化身为一头野兽，将怒火宣泄到了西宫硝子身上。人渣啊。这段厮斗中，
可以窥探一番西宫硝子内心的坚强，不过似乎也触及了极限，随后就转学了。
不出意外的是，男主角上高中时因为自己的问题，与班级的众人搞不好关系被孤立了，甚至企图跳河自尽，这是他的业报。可笑的是，他企图依靠金钱讨好岛田一旗，如
奴才一般乞讨，乞求主人的原谅。男主角这5年来的反思真的是个谜（学会手语，想还笔记本算啥？），我的态度和西宫妹妹是一致的。恐怕他是想通过获得女主角的原谅
抵消一部分罪恶感，而不用去消极寻死，算是保护住了和母亲的约定。
西宫妹妹可真是一个好孩子，自始自终都是。
街道上遇见了植野直花时，看到一身猫咪装束，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堕落了，心里暗暗称快，并且觉得山田导演很懂行，通过影片的结合，把软色情产业的一角揭露出来
了，是在过瘾。直到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是逗猫的咖啡屋，不由得捶腿叹气啊。
不出意外，女主角的听力持续下降，这和男主角当年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关，令人气愤。而男主角自始自终对此毫不知情，因此也不会产生悔意，这是一份大罪。
影片中最恶心的设定出现了！
Rく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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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企图将男女主角用爱情的名义联系起来。这么做就使得之前女主角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了——她不是出于坚强的意志感化众人，忍受男主角的欺凌，而是因为爱啊，
哈哈哈哈。女主角的形象因此而模糊了，她变得有点像一位斯特格尔摩症患者，而这份沉重的爱情也显得整个故事愈发恶心。
我的惊讶程度远胜于西宫妹妹。
秉承着爱情的神奇魔力，男主角成功地暂时摆脱掉了社交恐惧症，交到了一堆朋友，并且似乎和儿时的同学以一种畸形的状态重归于好。这虚伪的游乐被植野直花彻底撕
破（两人交谈时有一卡我竟觉得男主角的头颅失踪了，只剩脊椎骨，真是个可怕的失误）西宫硝子再一次受到伤害，因男主角而起。西宫妹妹机智地察觉到了事情不对
劲，提前做好准备记录了证据。
毫无成长的男主角不出意外地撕破脸皮，重新洗牌，把已有的人际关系清零，并且寄托于西宫硝子，暑期不停地打扰对方，换取自己心灵的平静，实在是可耻。西宫妹妹
太善良了，看了那样的笔记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创造契机帮助男主角，唉。
女主角在出游时明确表达了不要再接近“我”的暗示——“与我相会，你会不幸。”
男主角没有心领神会，持续向女主角施压，最终促成了西宫硝子的跳楼自杀。
这个行为有两种思考角度。一是西宫硝子不堪生活重负，想借此机会解脱自己，那么男主角的欺凌行为和日后的接触行为，就构成了她死亡的直接原因；二是西宫硝子出
于对男主角的爱，不忍心看着她因为接近自己而与童年的伙伴又一次决裂，因此主动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男主角的幸福，这是一种勇敢的主动选择，但是男主角此时是间接
凶手。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思考角度，因为这时的西宫硝子仍然是坚强的，但是这个恋爱的设定，不得不说令我很恶心。
然后西宫硝子做了一切安抚工作后，安然赴死，不知怎的被男主角救下，反而害得他跌落受伤，进一步加深自己是罪恶之源的错误判断。通过这个事件，女主角西宫硝子
进一步成长，决定勇敢地接受一切，并且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挽救男主角的所有关系，事后她确实做到了。等男主角醒来后，在女主角的牵引下，发现整个世界都回复正
常，皆大欢喜，除了我。
综上所述，这部作品的内核相当不正确。我推测是原作者的问题，而山田尚子导演不仅完全没有注意到原作脚本的缺陷，还通过细腻的描写强化了这一印象，我只能说，
山田尚子导演的局限性，确实很大，她不适合做严肃的题材，特别是在严肃题材里塞进恋爱要素，实在是太蠢了。
理清一下思路，全篇前面段落字数多的，是我的思考，后来写累了，就不知怎的，变成拉片了。。。
将就一下吧。
Tags: 动画

阿良良木翔

回复 (莫愁前路无知己)

#1 - 2017-6-26 20:48

Base
阿良良木翔

回复

#1-1 - 2017-6-26 20:49

估计放一段时间就删除，备份留到单集评论区了，有爱自取。因为，我毕竟已经删除观影记录了
阿良良木翔

回复

#1-2 - 2017-6-26 20:51

啊～好累。应该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有的观众不喜欢这部作品吧。
阿良良木翔

回复

#1-3 - 2017-6-26 21:01

本文的一大缺陷是，有位观众指出了植野直花对西宫硝子的厌恶并不是出于她的生理缺陷，而是因为她被视为恋爱的竞争对手，因
此“植野是本作唯一一位从始至终把哨子当作普通人对待的角色”（千丈磷酱语）
但拗不过她的个性实在太过讨厌了，结局奇迹般地反转，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就忽略了她的转变，我个人觉得不重要。
罪のM豆

回复

#1-4 - 2017-6-26 21:37

阿良良木翔 说: 本文的一大缺陷是，有位观众指出了植野直花对西宫硝子的厌恶并不是出于她的生理缺陷，而是因为她被视为恋爱
的竞争对手，因此“植野是本作唯一一位从始至终把哨子当作普通人对待的角色”（千丈磷酱语）
但拗不过她...
“植野直花对西宫硝子的厌恶并不是出于她的生理缺陷，而是因为她被视为恋爱的竞争对手”
这句是对的……原作漫画的确是这样
阿良良木翔

回复

#1-5 - 2017-6-26 23:00

罪のM豆 说: “植野直花对西宫硝子的厌恶并不是出于她的生理缺陷，而是因为她被视为恋爱的竞争对手”
这句是对的……原作漫画的确是这样
不用在意，电影中看不出任何恋爱发生的契机。

秘则为花

回复 (秘则为花，无秘则无花)

#2 - 2017-6-26 21:15

哈哈哈哈，这算什么，你怎么转型做中学生的心理疏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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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良良木翔

回复

#2-1 - 2017-6-26 21:18

最近，沉迷于茨威格运用心理分析的写作技巧，不能自拔
觉得把角色心理剖析出来，应该就很好懂了吧。再说了，这部作品真没啥看头，我看之前高估它了。
秘则为花

回复

#2-2 - 2017-6-26 21:22

阿良良木翔 说: 最近，沉迷于茨威格运用心理分析的写作技巧，不能自拔
觉得把角色心理剖析出来，应该就很好懂了吧。再说了，这部作品真没啥看头，我看之前高估它了。
我很不喜欢这种收场，觉得校园霸凌就应该描写此世绝对之恶，比如校舍后方埋藏着天使
加害者与受害者因爱联系了起来，虽然这也很扭曲，但我还是喜欢看人体被扭曲
阿良良木翔

回复

#2-3 - 2017-6-26 21:30

秘则为花 说: 我很不喜欢这种收场，觉得校园霸凌就应该描写此世绝对之恶，比如校舍后方埋藏着天使
加害者与受害者因爱联系了起来，虽然这也很扭曲，但我还是喜欢看人体被扭曲
我也是，一开始就设想男主角日后会怎么赎罪，而不是靠恋爱啊啊啊啊！！！！不过我没你那么扭曲，还是正直一点，讲述一个犯罪
与赎罪的故事，彻底把霸凌现象给打通，一部电影就漂亮地解决它。可现在看来，山田尚子导演不具备世界级的视野，做不出这种大
开大合的电影。
秘则为花

回复

#2-4 - 2017-6-26 21:48

阿良良木翔 说: 我也是，一开始就设想男主角日后会怎么赎罪，而不是靠恋爱啊啊啊啊！！！！不过我没你那么扭曲，还是正直一
点，讲述一个犯罪与赎罪的故事，彻底把霸凌现象给打通，一部电影就漂亮地解决它。可现在看来，山田尚子导演...
我看原作者的访谈，漫画虽然用了霸凌题材，但本意不是写霸凌。又看了动画监督的访谈，感觉动画监督对此的理解有点儿偏差。
嘛，最后片子不通透也很正常。
不过，我漫画、动画都没看，不知道访谈说得靠不靠谱
阿良良木翔

回复

#2-5 - 2017-6-26 22:05

秘则为花 说: 我看原作者的访谈，漫画虽然用了霸凌题材，但本意不是写霸凌。又看了动画监督的访谈，感觉动画监督对此的理解
有点儿偏差。嘛，最后片子不通透也很正常。
不过，我漫画、动画都没看，不知道访谈说得靠不靠谱
什么！？那我不是剧透了
肯定是导演的问题，这个题材已经脱离了她擅长的领域，强行填塞爱情题材反而显得突兀。霸凌题材和恋爱题材，确实不搭调。
看了一下访谈（那两篇日志），老实说，我觉得山田尚子导演和原作者对作品的理解确实有偏差。以山田尚子的角度去思考，她把霸
凌和爱情两个核心要素提取出来了，并且有意识地对硝子的个性做了些“切割”，把她塑造成了一位坚强的角色，持续做出努力拯救男
主角。
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恐怕山田尚子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控制住自己无意识的活动——潜在地反馈到了她的电影里。许多文学家
都有这个毛病，无法客观地面对自己，使得自己内心深处不被察觉的心理活动渗透到作品里，影响了作品的高度，落下了被评论家批
评的把柄。
这部电影里，表露出来很明显的就是山田尚子导演认为女性的恋情有着改变一切的作用，而且恋情的起点应该是浪漫的，不顾一切的
（这就是影片里无法解释的部分，我姑且认为是导演自己的问题）
建议你实际观看时就像这个页面下的Hentai们一样，赏腿就行了
秘则为花

回复

#2-6 - 2017-6-26 22:14

阿良良木翔 说: 什么！？那我不是剧透了
肯定是导演的问题，这个题材已经脱离了她擅长的领域，强行填塞爱情题材反而显得突兀。霸凌题材和恋爱题材，确实不搭调。
看了一下访谈（那两篇日志），老实说，我觉得山田尚子导演和原...
人气真高，能盖40多楼。。。
阿良良木翔

回复

#2-7 - 2017-6-26 22:28

秘则为花 说: 人气真高，能盖40多楼。。。
最可恶的是，回复量第二的是女主角，也只有一半不到，可见满足性癖最为致命。

罪のM豆

回复 (基于押井守粉的IG粉和狂热攻壳粉)

#3 - 2017-6-26 21:22

woc翔哥好久不写文今天居然突然来了一篇
罪のM豆

回复

#3-1 - 2017-6-26 21:32

就把感想直接发在这楼底下吧。
不知道翔哥有没有看过《声之形》的漫画，虽然我认为原作也有着差不多的问题，但是在看完漫画之后我一度感觉动画做烂了很多东
西——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物的动机交代不清。这是我认为做的不好的地方。
当然我一直认为感情线在这部动画之中或许是个不需要的东西，我的观点有一点就是“感情线塑造不足”，但是看过原作之后发现，原

https://bgm.tv/blog/27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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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形的一点注释
作其实也没什么这个意思。
动画对于配角的处理很粗糙，只能这么说。我其实对于为什么硝子会自杀郁闷很久，不是不理解而是太突然，让人感觉到一丝突
兀……
先想到这么多就说这么多吧……
阿良良木翔

回复

#3-2 - 2017-6-26 21:43

罪のM豆 说: 就把感想直接发在这楼底下吧。
不知道翔哥有没有看过《声之形》的漫画，虽然我认为原作也有着差不多的问题，但是在看完漫画之后我一度感觉动画做烂了很
多东西——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物的动机交代不清。这是我...
不用在意原作（我也没看过）。电影是电影，做烂了，导演肯定跑不掉，毕竟他拥有最高决定权，剧本也归他管。
因为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硝子为什么会恋爱啊，所以才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为了这么一人而献出生命呀。

Rくん

回复

#4 - 2017-6-26 21:28

按照你的设定，后边女主寻死的那段有点怪……
关于岛田这个人，作者没有讲，这个属于我们自己想的……不过可能就是是这样
类似的还有一个没有讲的设定——为什么女主家姐姐和妈妈是一个发色，而妹妹是黑发。而且是单亲家庭
ps:男主用金钱贿赂岛田那段我没看见_(:з」∠)_
Rくん

回复

#4-1 - 2017-6-26 21:32 / del / edit

还有对导演来说，她讲故事的方向性在男主的变化上，而不在揭露校园凌霸上，结果在校园描写上有都合，还给大量期望看到一部校
园欺凌题材的观众留了无数黑点
Rくん

回复

#4-2 - 2017-6-26 21:33 / del / edit

原作的方向性和电影似乎不一样，更倾向于群相（听说的，没看过）
罪のM豆

回复

#4-3 - 2017-6-26 21:38

R_Z 说: 原作的方向性和电影似乎不一样，更倾向于群相（听说的，没看过）
看过原作的表示……配角戏多多了
阿良良木翔

回复

#4-4 - 2017-6-26 21:40

女主角寻死的那段描写，本来就很奇怪。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是（仅仅从影片内容分析），经过那一场争吵后（主角的友人再次分
离），女主角出于深沉的爱，决定牺牲自己这个矛盾核心，换取男主角生活的安宁（意思是她并不知情这一切是男主角的自作自受）
多余的设定，电影里没有涉及的，一般情形下，请不要在意，也不用在意原作。
ps:指的是男主角买东西孝敬岛田（一样的，不是吗）
Rくん

回复

#4-5 - 2017-6-26 21:41 / del / edit

罪のM豆 说: 看过原作的表示……配角戏多多了
时长受限。山田在访谈里就讲只做男主看得到的内容。制作组根本就来不及管这几个配角
Rくん

回复

#4-6 - 2017-6-26 21:42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女主角寻死的那段描写，本来就很奇怪。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是（仅仅从影片内容分析），经过那一场争吵后（主
角的友人再次分离），女主角出于深沉的爱，决定牺牲自己这个矛盾核心，换取男主角生活的安宁（意思是她并不...
噢噢，那段啊，我都忘了
阿良良木翔

回复

#4-7 - 2017-6-26 21:48

罪のM豆 说: 看过原作的表示……配角戏多多了
仔细回忆一下，其实攻壳机动队的两部剧场版里，配角们也没什么戏份，大头还是在巴特、素子身上。押井守导演是如何调和这个矛
盾的呢，这就是大师级导演所拥有的技巧了。其实《空中杀手》里处理得神乎其神，四本书的原作被选取了一本做出来，还使得登场
人物们的故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罪のM豆

回复

#4-8 - 2017-6-26 22:14

阿良良木翔 说: 仔细回忆一下，其实攻壳机动队的两部剧场版里，配角们也没什么戏份，大头还是在巴特、素子身上。押井守导演
是如何调和这个矛盾的呢，这就是大师级导演所拥有的技巧了。其实《空中杀手》里处理得神乎其神，四本书的原...
大概押导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吧，所以很能拿捏轻重吧
不过也没办法让山田和押井比啊wwwww
罪のM豆

回复

#4-9 - 2017-6-26 22:15

阿良良木翔 说: 仔细回忆一下，其实攻壳机动队的两部剧场版里，配角们也没什么戏份，大头还是在巴特、素子身上。押井守导演
是如何调和这个矛盾的呢，这就是大师级导演所拥有的技巧了。其实《空中杀手》里处理得神乎其神，四本书的原...
而且最主要的是……《声之形》的很多东西，恰恰是通过配角展现的比较完全……在不更改主题的情况下我还是认为把这些删去比较
牵强……
罪のM豆

回复

#4-10 - 2017-6-26 22:16

R_Z 说: 时长受限。山田在访谈里就讲只做男主看得到的内容。制作组根本就来不及管这几个配角
倒也是……估计要是加上估计时长还要在多个半小时

https://bgm.tv/blog/27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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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形的一点注释
Rくん

回复

#4-11 - 2017-6-26 22:23 / del / edit

罪のM豆 说: 倒也是……估计要是加上估计时长还要在多个半小时
做24集TV还凑活
罪のM豆

回复

#4-12 - 2017-6-26 22:24

R_Z 说: 做24集TV还凑活
24不至于 12集足矣

回复

Rくん

#5 - 2017-6-26 21:34

希望京都以后做一部不以爱情我主打元素的片
来证明自己
阿良良木翔

回复

#5-1 - 2017-6-26 21:48

够了吧，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
Rくん

回复

#5-2 - 2017-6-26 21:53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够了吧，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
骨头社都吃瘪多少次了还没死
你京也可以把步子迈大点
阿良良木翔

回复

#5-3 - 2017-6-26 22:10

R_Z 说: 骨头社都吃瘪多少次了还没死
你京也可以把步子迈大点
所以这就是你骨经常给人打杂，还总是拍一些莫名其妙风格片子（赤发白雪姬、SHOW BY ROCK!!）的理由吗
Rくん

回复

#5-4 - 2017-6-26 22:13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所以这就是你骨经常给人打杂，还总是拍一些莫名其妙风格片子（赤发白雪姬、SHOW BY ROCK!!）的理由吗
是啊
宅社为了养家还做了大名鼎鼎的美少女梦工系列1-5呢
然后还把自家改造成了卖西红柿的

chAnge

回复

#6 - 2017-6-27 01:24

其实主要就是山田尚子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要做一部讲校园欺凌的电影，也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要做一部严肃电影，在山田眼里这里的校园欺凌起到的大概就是把
剧中所有角色联系到一起的作用。因此声之形给我一种只是在讲偏灰暗的校园年轻人生活，而不是发生在校园里年轻人之间的恶劣事件的感觉，偏重点明显不一
样。
山田在访谈里貌似也流露出过类似于小孩子之间的欺凌未必有那么恶劣的观点，这也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因为导演本人并没有觉得影片开始时的欺凌很恶劣
（至少是没那么恶劣），因此把这部电影定性为严肃电影的观众可能就不会理解后来的一些展开。
当然，我也觉得声之形暴露了山田的能力实在不足，当然看的角度比楼主要浅显的多。其实山田一直努力（至少她自认为努力）想把男主塑造成一个（最终）能
让人喜欢起来的角色，为此安排了一系列男主赎罪（至少山田认为是赎罪）的活动。但小学时的其他人，有很多完全没有必要救赎。然而山田为了“真·大团圆”结
局，不仅植野莫名其妙就改邪归正了，眼镜妹突然变身五好青年更是让我惊讶的合不拢嘴，甚至连男主被救都要强行安排成被恰好路过的岛田救起，真是“大团
圆”呵呵呵呵。最后的结局看的我实在是尴尬不已，能把一个“圆满结局”做得如此让人不适，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才能
。自己思考了一下，又和室友交流后，才
意识到为什么这个结局如此令人不适。因为它就是一个圆满的肥皂泡，得来的实在是太过轻易（甚至有点魔幻）；而且仔细一想，结局乍一看很好，但实际上没
有任何实际的问题得到解决…这肥皂泡恐怕早晚有再破裂的一天。
chAnge

回复

#6-1 - 2017-6-27 01:37

不过我也有一点比较好奇，为什么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会觉得声之形必须是主讲校园欺凌的严肃题材电影。即便观影前没有看山田的访
谈，电影看到中期时大概也能意识到山田没想深挖这一点了吧

。是不是因为看到校园欺凌清节，就对影片定位有了先入为主的判

断啊。现在有很多批评都建立在“声之形是一个主讲校园欺凌的电影”的基础上，然而这个出发点就是错的啊

山田貌似真心只是想

讲个“一群青年人因小学时的欺凌而相识然后之后balabalabala”的故事（虽然讲的实在是………）
当然可以探讨山田把欺凌行为去恶劣化的三观是不是正确，但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在接受山田“小学时的欺负人可能就是无心之失而未必是恶”的基础上，我觉得影片前半段还是没什么硬伤的。
但是，我也接受不了她这个道德判断啊
chAnge

回复

#6-2 - 2017-6-27 01:48

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大概还是在于，监督本人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这部电影的根，是不是歪的。我觉得是歪的。
所以我现在的评价大概是“建立在一个不正的价值判断上的作品。前半段依托于这个价值判断还算做的合情合理，后半段无论怎么看都
是……唉”。
阿良良木翔

回复

#6-3 - 2017-6-27 08:08

chAnge 说: 不过我也有一点比较好奇，为什么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会觉得声之形必须是主讲校园欺凌的严肃题材电影。即便观影前
没有看山田的访谈，电影看到中期时大概也能意识到山田没想深挖这一点了吧。是不是因为看到校园欺凌清节，...
在日本，欺凌题材的深度远高于爱情题材。所以，当两者混着来时，只能欺凌题材套着（包含）爱情题材，不能爱情题材套着（包
含）欺凌题材。
主讲爱情，而把欺凌当作背景是不可接受的。
阿良良木翔

https://bgm.tv/blog/276858

回复

#6-4 - 2017-6-27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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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说: 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大概还是在于，监督本人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这部电影的根，是不是歪的。我觉得是歪的。
所以我现在的评价大概是“建立在一个不正的价值判断上的作品。前半段依托于这个价值判断还算做的合情合理，...
我相信并不是监督主动有意做成这样的，而是通过思考，她（山田尚子）无意识地把爱情元素强化了，把逻辑上行不通的地方全都用
爱情、友情什么的糊弄过去了。这和她个人的从业经验高度相关（做了这么多年的青春爱情题材），和个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一脉相承
的。只能说山田尚子的局限性很明显，严肃题材驾驭不来。
回复

chAnge

#6-5 - 2017-6-27 10:52

阿良良木翔 说: 我相信并不是监督主动有意做成这样的，而是通过思考，她（山田尚子）无意识地把爱情元素强化了，把逻辑上行
不通的地方全都用爱情、友情什么的糊弄过去了。这和她个人的从业经验高度相关（做了这么多年的青春爱情题材...
> 山田：虽然出现了残疾、欺凌、手语等，作品中心应是「想要相互理解」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

--「約束」の手話、絡めた

指に“表情” マンガ「聲の形」アニメ映画化 山田尚子監督：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 山田：虽然是描写了欺凌和残疾相关的作品，实际上接触了这部作品后，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作品的全部。其本质上想要描写的是，
想要了解对方、对不明白的事物尝试着伸出手吧、就算是很不中用也想要去了解他人，构建联系的心。因此，我感到这是我非常想尝
试的题材。
--映画『聲の形』：文部科学省
> 山田：表面印象看来，这部作品是关于「听觉障碍导致的欺凌」这样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 虽然把「欺凌」作为特点来拍
摄的话能够成为非常强烈的作品，但是我并不太想那么做。我认为这次的作品有着精神上的作用，因此尽量把可能引起不愉快的画面
与声音都去掉了。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中，漂亮与美丽，这才是重点吧。 --『クイック・ジャパン

Vol.127』

仔细看看感觉山田这人还挺有意思的，她竟然想要在这样的作品中着重描写“漂亮与美丽”······怪不得看到有人批评她“山田所描写的欺
凌及之后的修补与救赎，在我看来甚至是草莓味的”
阿良良木翔

回复

#6-6 - 2017-6-27 10:58

chAnge 说: > 山田：虽然出现了残疾、欺凌、手语等，作品中心应是「想要相互理解」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約...
你看吧...山田尚子导演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对于许多创作者来讲，都是一道很难迈过去的门槛。
也许是在萌动画里浸淫久了吧，她失去了对残酷现实的感知能力。
回复

chAnge

#6-7 - 2017-6-27 11:07

阿良良木翔 说: 你看吧...山田尚子导演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对于许多创作者来讲，都是一道很难迈过去的门槛。
也许是在萌动画里浸淫久了吧，她失去了对残酷现实的感知能力。
所以说还是要仔细学习一个的····这么说来山田这次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剧情安排上硬伤都是不小。
同样是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东京教父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_=
阿良良木翔

回复

#6-8 - 2017-6-27 11:22

chAnge 说: 所以说还是要仔细学习一个的····这么说来山田这次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剧情安排上硬伤都是不小。
同样是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东京教父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_=
和今敏不能比，他拍的是电影。而这是动画（电影）。
Rくん

回复

#6-9 - 2017-6-27 11:59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你看吧...山田尚子导演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对于许多创作者来讲，都是一道很难迈过去的门槛。
也许是在萌动画里浸淫久了吧，她失去了对残酷现实的感知能力。
原来山田就是你说的创作者认识不到自己的偏见性的一例
感觉这个电影太匠气也是因为staff掌握分镜（演出）的能力比掌握故事的能力强得太多了吧……
阿良良木翔

回复

#6-10 - 2017-6-27 15:02

R_Z 说: 原来山田就是你说的创作者认识不到自己的偏见性的一例
感觉这个电影太匠气也是因为staff掌握分镜（演出）的能力比掌握故事的能力强得太多了吧……
其实就是导演的问题...只要经费给足，甚至能雇佣I.G.的9课哟～

Rくん

回复

#7 - 2017-6-27 12:04

你要删帖的话，问题是会把评论楼一起推了
阿良良木翔

回复

#7-1 - 2017-6-27 15:19

那就留着？
Rくん

回复

#7-2 - 2017-6-27 19:30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那就留着？
留着吧...不然你把评论楼也搬过去
阿良良木翔

回复

#7-3 - 2017-7-7 18:24

打算爆破......我已经留存了。
阿良良木翔

回复

#7-4 - 2017-7-7 18:26

这搬下来，估计得搬运好几个小时，我干脆有空把评论里的回复也整合到正文里去吧，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Rくん

回复

https://bgm.tv/blog/276858

#7-5 - 2017-7-7 18:45 / del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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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形的一点注释
阿良良木翔 说: 这搬下来，估计得搬运好几个小时，我干脆有空把评论里的回复也整合到正文里去吧，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你这是要淹没单集讨论区
阿良良木翔

回复

#7-6 - 2017-7-7 18:46

Rくん 说: 你这是要淹没单集讨论区
我把那边也清理掉。
回复

Rくん

#7-7 - 2017-7-7 18:54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我把那边也清理掉。
害怕……等我把这页的HTML下载下来……
阿良良木翔

回复

#7-8 - 2017-7-7 18:55

Rくん 说: 害怕……等我把这页的HTML下载下来……
怕啥，反正又不会看第二遍。
回复

Rくん

#7-9 - 2017-7-7 19:05 / del / edit

阿良良木翔 说: 这搬下来，估计得搬运好几个小时，我干脆有空把评论里的回复也整合到正文里去吧，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反正我是备份完了：b38
https://files.catbox.moe/aa34yb.pdf

醉欲倚晚晴

回复 (啊咧咧~)

#8 - 2017-6-27 14:11

我感觉这部剧想要设定的是并没有真正的坏人，这也正是后面想要洗白全员的原因，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单纯就让岛田把男主从水里捞起来就深藏功与名般的过
去了，实在有些不能接受。我觉得可以把小时候当校长、老师严肃问责时，他们将矛头一致对准男主的行为当作是小孩子害怕承担责任而推卸（老师率先将矛头
指向了男主，大家的确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于升上初中后岛田依然不依不饶，大肆宣扬男主曾经霸凌过别人，孤立男主，这怎么想都不是植野所说的
没有办法的事，是无奈的选择。
关于硝子喜欢上将也这件事，会感觉进展有些快是必然的，片子只描述了将也后来初中、高中的生活境遇，让我们对他本身性格的转变有一种认识，但是硝子方
面中间的空白期什么都没说，但还是没什么朋友（从她妹妹的态度看应该还是不能融入群体），不知道是否是想表达硝子还是小学时那种状态，一直没变，然后
遇到了对她态度大转变的男主，这样的心境让我很难体会。
PS：那个楼主说的男主被岛田欺负的回忆在哪块啊，没注意到，我看的都是事后被孤立、欺负的片段啊。
阿良良木翔

回复

#8-1 - 2017-6-27 14:50

开始的小学部分有一卡回忆，男主角坐在水里，呆呆地望着岛田。
醉欲倚晚晴

回复

#8-2 - 2017-6-27 16:21

阿良良木翔 说: 开始的小学部分有一卡回忆，男主角坐在水里，呆呆地望着岛田。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将也把硝子笔记本扔水池里这段，那个是倒叙的吧，他在水池里的本子上写的也是6-2，而且后来不是还把硝子
的本子捞起来了么。
阿良良木翔

回复

#8-3 - 2017-6-27 16:29

醉欲倚晚晴 说: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将也把硝子笔记本扔水池里这段，那个是倒叙的吧，他在水池里的本子上写的也是6-2，而且
后来不是还把硝子的本子捞起来了么。
这是个闪回，注意镜头。
红楼白衣

回复

#8-4 - 2017-6-27 18:26

阿良良木翔 说: 这是个闪回，注意镜头。
我理解的时间线是：
石田把硝子的笔记本扔进池塘（西宫太太告状前）
石田的笔记本第一次被扔进池塘（西宫太太告状后）
——回忆开始——
西宫太太告状，石田背锅
——回忆结束——
石田的笔记本第一次被扔进池塘（西宫太太告状后）
接下来是石田太太的道歉和石田被欺凌的种种情
石田在水池里的镜头不是闪回，而是一段跳叙（我胡用的词），之后开班会石田背锅的桥段才是闪回
因此lz文中对岛田的分析是不成立的
阿良良木翔

回复

#8-5 - 2017-6-27 18:44

红楼白衣 说: 我理解的时间线是：
石田把硝子的笔记本扔进池塘（西宫太太告状前）
石田的笔记本第一次被扔进池塘（西宫太太告状后）
——回忆开始——
西宫太太告状，石田背锅
——回忆结束——
石田的笔记本第一次被扔进池...
你仔细看男主角把西宫笔记本扔进池塘时的回忆部分。插入了一段自己的笔记本被岛田扔进池塘的分镜（我估计男主角之所以坐进池
塘也是被岛田强迫的），然后镜头转到室内部分。说明男主角此时有点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欺负自己的岛田没有任何区别，因
此随后他在班主任揭露事实时打算指正岛田。可是岛田这人很狡猾，做坏事丝毫不留痕迹，而且绝大部分男主角的行为都是他背后怂
恿的。
随后当男主角成为众矢之的后，岛田一旗和那个小胖子加剧了对他的欺凌（扔鞋子、砸他、绊他、扔书包、泼水等等），直到男主角
在教室遇上清理他课桌的西宫（说明男主角的课桌也被人涂画了，西宫背后又在帮助他），彻底宣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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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形的一点注释
我的论证并不执着于时间点，而是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心理。
红楼白衣

回复

#8-6 - 2017-6-27 19:34

阿良良木翔 说: 你仔细看男主角把西宫笔记本扔进池塘时的回忆部分。插入了一段自己的笔记本被岛田扔进池塘的分镜（我估计男
主角之所以坐进池塘也是被岛田强迫的），然后镜头转到室内部分。说明男主角此时有点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先是15:39处一个匹配转场，把西宫太太告状前后的两个石田联系在了一起。接着
插入了一段自己的笔记本被岛田扔进池塘的分镜（我估计男主角之所以坐进池塘也是被岛田强迫的）
这段回忆就是石田在回忆刚刚几秒之前岛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啊，然后他又努力地回想自己是如何落得这副田地，于是
然后镜头转到室内部分
之后回忆结束，镜头切回了坐在水池里的石田
回忆的前后的时间点已经点的挺清楚的了。如果想描写石田曾经受到过岛田的欺凌，那么应该做出两个相似的环境，进行暗示，而不
是用现有的两个一模一样的环境来混淆观众（山田尚子喜欢隐喻，但没这么模棱两可）
以及从心理上分析的话，中段一行人去游乐园玩的时候，植野专门创造机会让石田和岛田和解，植野会傻到去撮合自己的暗恋对象和
幕后黑手么？
再者说，你说山田尚子是“浸淫萌片以致忘却了现实的残酷”，这么一个萌系思路上脑的人会去刻画一个如你文中所写的腹黑而残忍的
儿童么？
阿良良木翔

回复

#8-7 - 2017-6-27 19:56

红楼白衣 说: 先是15:39处一个匹配转场，把西宫太太告状前后的两个石田联系在了一起。接着插入了一段自己的笔记本被岛田扔
进池塘的分镜（我估计男主角之所以坐进池塘也是被岛田强迫的）这段回忆就是石田在回忆刚刚几秒之前岛...
所以很奇怪。

Asuku

回复 (See you next dimension...)

#9 - 2017-7-4 23:36

岛田的分析有一部分有点奇怪。
原作中岛田他们是在石田被老师当面指责之后开始把石田当做霸凌对象。
山田没必要把这段做大改写啊，应该是她为了让这电影看着更绚丽而故意在开头做的非线性叙事。
其他部分非常赞同。我感觉山田尚子不仅水平有限、思考深处也有限，没能很好把握住这个题材，甚至对原作理解和漫画作者有一定偏差。导致最后做出了一个
牵强的happy ending。
阿良良木翔

回复

#9-1 - 2017-7-5 03:46

如果我们承认山田尚子是一位值得着墨去认真对待的电影导演，那么就不必去依赖原作的讯息，因为电影内容应该是自洽的，一般观
众即使没有读过原作，仅仅凭借电影的部分信息，也能恰当地理解人物关系，故事发展。
此时的原作信息成了多余之物，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对打算深度思考，对电影制作过程进行复盘的创作者有用。例如攻壳机动
队的原作漫画，里面含有相当多的塔奇克马的互动描写，具有漫画角色可爱的一面，而且人物之间的互动也颇为逗笑。押井守导演处
理这些内容时，不仅仅全数删除，并且突出强化了机械的一面，呈现出兵器的强大和冷酷无情。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提高作品深
度，融入电影复杂世界观的创新之举。而神山健治导演的Tv版改编了，不仅仅全数保留，还使其成为部分剧情的主角，甚至增添了塔
奇克马的小剧场这样的可爱氛围，这是你在押井守那里所不可能看见的。押井守曾说：在我的电影里，我不允许有田园牧歌式的主
角。可见，深刻性的洞见是一脉相承的。许多年后，新作剧场版上映面临媒体采访时，神山健治导演承认自己完全无法进入师傅的观
察环境，也就是说无法做出那样高度的作品，用本人的话来讲，那就是：押井守老师对于人类完全没兴趣，而现在的我则是变得喜欢
描绘人类之间的故事，这是我和师父最大的不同。这点区别在他们对攻壳机动队的改编上就能看出来。
回到本片，假如我们想以创作者的态度去重构山田尚子导演的改编思路，那么断然不可相信她自己的描述，重要的是我们独立地去观
察、去思考，并且察觉问题所在。至少、山田尚子导演的作品还没有复杂到我们必须借用导演本人亲口透露的讯息才能解读出影片内
涵。至于押井守导演的影片，最近的空中杀手已经过去10年了，远一点的机动警察剧场版2过去了将近25年，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充
分的资料去研究它们的艺术高度，并不会受到制作者本人的误导，反而因为内容过多，借用导演本人的一些信息透露就显得尤为关
键。
就本片来看，我觉得山田尚子导演确实有做出努力，使得一般观众即使没有阅读过原作，也能充分理解整个故事。结合原作者、导演
访谈（日志区有人贴了两篇），我发现山田尚子和原作者对作品的理解有巨大的分歧（仅仅从导演的视角考虑，我没有读过原作，也
不是原作者的读者）。我的观察是，山田尚子导演企图在2个小时的影片里，完整地刻画男主角这个人物的全部特征。因此，作为普
通人的他，欺凌女主角的动机（成因）就显得尤为关键，男主角的自杀倾向也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也是层主疑虑的栖息之处）。
我的观察是，山田尚子企图通过软弱（这种个性）去解释欺凌现象的传递，男主角是个软弱的人，他为了不让自己受到欺负，努力做
些出格举动融入小团体，因此被他人欺凌的自己也走上了欺凌他人的道路，这个观察是很深刻的。软弱者不敢把拳头挥向强权，他们
会把拳头对准无力的人，即是影片的女主角，一位听力残障人士。但是山田尚子导演企图把这样一位女主角塑造成一个内心强大的
人，这个反差效果很有趣，因为一般意义上来讲，饱受歧视的残障人士会有些自卑心理，不能融入社会。而对所有加之于自身的不
幸，都被当成一场试炼，克服它并且使得自己变得更为强大，这种做法即是强者的态度，当这个强者还是个残障人士，深度一下子就
体现出来了。这是山田尚子导演的高明之处，她发现了欺凌现象不断传递绵延不绝的核心原因——人的软弱特性，并且打算展现一个
强者态度的处理方法，本来可以做出一部相当好的影片。
可是她触碰到了自己观察视角、自己人生经验的局限性。我相信这和山田尚子导演的从业经历有关，因为她一直都在做未成年细腻爱
情心理的描写。本片的处理方法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作为强者的女主角打算拯救深陷泥沼的男主角，及其使他成为欺凌者的“友人
们”。那么该怎么把这些人物联系起来呢？山田尚子导演依然采取了爱情的办法，女主角深爱着男主角，因此这是她行为的内生动力。
可是这么一来的话，她就不在是一个强者了，因为她的动机过于私人化，不具备普遍意义（假设女主角没有这么漂亮，整个故事就会
崩溃掉，这是个很现实的思考逻辑）。通过未成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来改变一切的不成熟态度，正是本片中山田尚子导演的最大问
题。但是换个片场，做成一部青春爱情喜剧时，又会显得很有乐趣，为何会产生如此的差别，这就是山田尚子导演本人的局限性。
到头来，女主角作为强者，利用爱情关系拯救了男主角，也挽回了男主角的友情，但是欺凌者仍然是欺凌者，他原来的“友人们”没有
任何改变，或虚伪、或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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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形的一点注释
我对待山田尚子导演的态度足够认真，也给予了极大的敬意，因此我确实有理由指出她的局限性。这一切显然不是为了批评她而作，
而是使得她变得更好。对于秉承创作理想的创作者，提出批评，远比起一片无意义的赞美要来得更好。

syz

回复 (～わたしは珺～)

#10 - 2017-7-6 11:03

挺对的，故事内容的核心确实是围绕着校园霸凌的题材的，不过故事主旨是描写主角男的自我救赎成长，所以才会导向这样的发展和结尾；
不过后面分析的逻辑和情感上的生硬是确实的。
Rくん / 添加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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