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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远

没有被人们仔细地发现，这是因为

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与西方文化区

别的源头远没有被真正地挖掘。本

文举一个没有被解释过的现象：西

方电影经常从发现某一个秘密开

始，“秘密”一贯是影片引人入胜的

开端。

但是中国电影很少从发现秘密

发端，它们更多的是从一层相互关

系出发，引导观众去了解这种相互

关系。从秘密出发和从相互关系出

发的电影手法在电影方法论上截然

不同，这是中西方电影的重大区别。

很多年以来，中国电影希望学习

西方，尤其是美国电影的类型片手

法，中间有成功的但是很少。原因就

在于中国导演与编剧习惯于不捕捉

秘密，而被一种相互关系所吸引。

在商业票房上非常成功的一系

列影片中，秘密的揭示从来是美国

电影的不二法门。《泰坦尼克号》整

部影片固然融灾难片和爱情片于一

体，但是影片的源头是告诉人们大

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幕惊天海难是怎

么回事，爱情故事回想起来更像是

成功的点辍。

女主人公在生命终结之前要给

她的亲人讲述的固然包括了深埋在

心的爱情——它也是一个秘密，但

是更大的秘密对于观众，无疑还是

泰坦尼克号本身的冰山剧情。

《阿凡达》和《星球大战》系列同

样，引导我们的是外太空文明的秘

密，如果地球遭遇到外太空的攻击，

假设地球遭遇到宇宙其他文明的攻

击，我们现在就要认知地球之外的

假想敌存在的秘密。

茫茫星空，不仅有灿烂的星河，

还有人类潜在地将要面对的危险，

这个未来的战争采用的是怎样的武

器，会遇到怎样的“敌人”？无数那

样的外星人电影都在无一例外地首

先从“秘密”的到来开始。

爱情片是美国电影的宝藏。《廊

桥遗梦》不就是一个秘密的倾诉

吗？在整个西方电影长廊中，诸如

《简爱》、《蝴蝶梦》、《卡萨布兰卡》、

《魂断蓝桥》、《罗马假日》、《乱世佳

人》、《水晶鞋与玫瑰花》、《断背山》、

《暮光之城》、《朗读者》、《安娜·卡列

尼娜》、《日瓦戈医生》、《美国往事》

等等——主题无疑都是诸如“爱情

伟大”、“人性之光”、“永难忘怀”等

等，甚至不乏性爱当中的猎奇故事。

然而我们还是会发现，在这些

表面的镜像之后，所有的电影创作

灵感还是出自主人公们深藏的“秘

密”。这已经用不着逐部影片地去

进行分析。

回看中国的电影，《白毛女》是

经典，其中有秘密，但是猎奇和翻身

的主题远超过秘密；《五朵金花》、

《阿诗玛》、《战火中的青春》、《地雷

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传统经

典电影有口皆碑，但是激动人心的

讴歌作为创作源泉，都掩盖了秘密

的魅力。

新时期电影有吴天明的《人

生》、滕文骥的《海滩》、张艺谋的《红

高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叶大

鹰的《红樱桃》、姜文的《阳光灿烂的

日子》、冯小刚的《甲方乙方》、赛夫

和麦丽丝的《悲情布鲁克》.......

今天的《战狼 2》、《我不是药

神》、《湄公河行动》、《少年的你》、

《哪吒之魔童降世》、《让子弹飞》、

《小时代》系列......我们对于电影的

最高信仰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是展示世界和现实启发我们的释

放、放飞，是电影的激情。

但是类型片的规律是不存在的，

中国电影在当代被笼罩在“另类型

片”的氛围之中。几乎所有我们熟知

的佳作都和对于“秘密”的兴趣无关。

相对应的是，在上述中国电影

中，普遍的动力来自于揭示和解释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一种惊人而

持续的相互关系，中国电影要说的

是这些相互关系是曾经存在、现实

存在、永远存在的。

中国优秀电影的立意所以打动

国人，是这种普遍的现实主义，然后

透现出中国传统的美学和历史观。

《霸王别姬》是文革前后的中国

人际关系的震撼性缩影；《红高粱》是

中国农村的时代、社会氛围和个人故

事的“关系”的写照；《英雄》等武侠片

永远是江湖上的相互关系；《我不是

药神》是当代社会激烈的现实与弱势

群体的关系；而《战狼2》则是孤独的

个人面对人生的重围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的

教育是离不开写人的，但不是写人

的秘密。这是中国电影无法单独写

出主人公深刻命运的原因，也因此，

“写人”常常变成了“写江湖”。

从《新龙门客栈》到《一代宗

师》，换了写“秘密”，故事的展开一

定不这样。现在你不会想起他们的

人物有如何令你刻骨铭心的追忆

——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

当时已惘然”。

这是因为我们在“当时”关注的

已经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江湖关

系背后，已经不是一桩秘密作为情

节线索串联起故事的剧情。

几年前有一部中国电影纯属意

外，那就是《心迷宫》。这部电影注

定被称赞但不会成为主流的教材。

这是一部从秘密开始而始终贯穿全

剧的电影，写的是一个落后的村庄

里发生了三户人家争抢一个被烧焦

了的死者尸体的故事，这个死者的

尸体带动了剧情的三层秘密：尸体

谁属？为什么被成为尸体？这个村

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但导演的第二部影片自己便已

经脱离开了第一部的风格追求，这

是很有寓意的。

中国电影不注重秘密的原因，

存在于这个民族不以为生活的激情

在秘密之中。甚至在日常生活里，

人们也并不热衷于探听别人的秘密

——人们更热衷探听人与人的关

系，譬如官本位下的关系以套近乎。

生活的激情存在于关系中，这

才是中国人。至于他的秘密，只要

与我无关，那就是茶余饭后了。

“秘密”与“关系”的区别在于，西

方是追求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的秘

密就是人性的显示，而每一个人都一

定有自己的秘密，秘密越多，人的一

生拥有的真正意义就越丰富，就越成

为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或女人。

中国是落实群体生存的社会，个

人的一切都是暴露在众人面前的，而

且很多人愿意显露自己的“秘密”，譬

如财富、异性、权力等等——这些都

不足以表现个人的社会认证，只有个

人的社会关系才真的有着无穷的魅

力，它才是人的地位、向上的空间、能

力与贡献的标杆，魅力所在如此。

中国电影因此潜意识认定魅力

比秘密更加是电影的源泉与灵感。

现实主义的电影有着对于“关系”的

控诉，但是控诉依然是关系的叙说，

是关系的陈述，背后还是关系的真

命题。

我们认识一部电影的深刻与否，

不会是它讲述了多么深刻的人的故

事，或者悲剧，或者喜剧。而一部电

影展示出来的社会关系——它带引

出的人物命运，却会让我们由衷感

叹：从中看到的已经是宿命和真理。

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的深刻分

别从这里能否引发我们的思索与探

究，中国电影能否在传统的框架中

迈出“秘密”的脚步，开始类型片真

正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弄明白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为

何不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譬如，

中国的集体（群体）文化是怎样调动

起对于复杂关系的辨识；对于“江湖

规矩”与人际伦理的认知；对于罪恶

关系的批判；等等。

西方电影的个人“秘密”架构如

何结合进中国电影的美学里，使中国

电影走进世界电影的大圈子中；创造

接近西方电影文化相近的语法，产生

更大的东西方影响力；等等。庶几应

该成为我们今天的追求。

“秘密”：
中国与西方电影的

一个区别
■文 /赵 军

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全球电影业

《米其林情缘》：如果打不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文/边 静

冬去春来，本是新的四季轮回与生

命交替。谁都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上千万人遭受疾

病，几十万人失去生命。比起疫情，更

艰难的是很多国家不得不面临的全球

化逆转和经济的重创。

作为一名电影从业者，我们这个行

业就遭遇了重击，受影响最大的便是院

线。美国的院线已经关门几个月了，尽

管有一些影院宣布 7 月份将会重新开

放，但是各种严格的限制也会使得上座

率面临着艰难的考验。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当中，决策

者们也很难做到平衡把握。支持的人

们认为餐饮、健身房都已经陆续复工

了，电影院再不复工将面临着难以估量

的损失；反对的人们则认为疫情还没有

完全结束，看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近距离

的聚集行为，风险太大，而且电影只是

一种休闲娱乐，并不是大众生活的

刚需。

事实上，对于整个电影行业来说，

拍摄制作尽管受到了影响，但仍在缓慢

开展和进行当中，然而院线作为电影的

放映环节，已经几乎停滞。电影院属于

典型的重资产行业，一家普通影院的面

积租用成本极其高昂，电影院的主要设

备如放映机等都有折旧成本，这些成本

不会因为电影院的关门而消失。

如今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而美国的疫情似乎仍在蔓延。

作为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好莱坞在她

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似乎从未遇到过这

样的灾难和打击。即便是严重的经济

危机时代，人们也愿意花钱去看一场电

影，这就是所谓的“口红效应”。甚至在

二战时期，仅仅是美国电影的海外输出

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生产能力和市场

规模都没有问题。而这一次却没能幸

免，电影作为一种体验性商品，在影院

的观看行为本身就是聚集，没有人去敢

冒这样的风险。

于是从业者们开始从线下转到线

上，希望能够从在线点播当中收回一些

成本。短期来看，确实收回一些投资，

也收获一些观众，但是长期来看仍然不

能解决实质问题。毕竟影院观影与家

庭观影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两者的

体验效果是不一样的，在影院观影的沉

浸感与震撼力是家庭观影所不能带来

的，所以它们没办法相互取代。影院的

观影行为除了娱乐功能外，还有一种社

交功能，而这种是家庭观影中很难实现

的。因此，从目前来看，线上付费点播

的观影模式尚没有能力挑战院线的公

映模式。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小的公司

撑不下去，大的公司亏损严重，影院交

不起房租，资金链断裂而陆续倒闭。

当市场这个指挥棒失灵了之后，政

府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很高兴看到了中国政府主管部

门和各地方政府的积极应对，包括对影

院进行补贴、延期征缴或减免电影的税

收等。从减租减费到税收优惠、从政策

补贴到信贷支持、从优化服务到复工指

导，应该说为困境中的电影行业注入了

强劲的动能和活力。

我相信当疫情结束的那一天，电影

行业可能会迎来报复性的消费反弹。

毕竟，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需求和

体验，是不可逆的，是无止境的。

（作者为华裔电影艺术家）

2014年的美国电影《米其林情缘》

里，垂柳餐厅（法国料理）和孟买之家

(印度料理餐馆)从针锋相对的零和竞

争走向了业务竞合与友好往来，印度青

年哈桑也成长为米其林星级大厨。在

活色生香的美食和法国小镇的美景中，

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影片采取了

什么文化态度？在影片1小时39秒的

地方，哈桑站在窗口，目光坚定地对着

镜头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能打败他

们，就加入他们。

这是一句美国谚语，最早见于1930

年代初。它有两层意思：不能打败你的

对手，不妨与他联手，至少对局势还有

一些控制。采用对手在一定情境中使

用的方法，但不一定是目标，近似于

“Beat someone at his own game”。在美

国商界和政界，这是获得高度认可的名

言。在商业领域，它表明现代竞争不限

于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追求双赢或

者多赢。在政治领域，它强调实用主义

和功利主义，不束缚于脸面和道德评

价，体现了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参

与精神和对自身话语权的捍卫”。比如

美国大选中，经常见到两个竞争对手掐

得不亦乐乎，仿佛不共戴天；而尘埃落

定后，落选者和胜出者又愉快地搭班子

共事了。这种桥段写进了《纸牌屋》，电

影《加菲猫》中，它成为“加菲猫”语录。

在《米其林情缘》中，这句话可视为理解

两种（餐饮）文化碰撞的关键点，也是解

析影片叙事的逻辑线。

从谚语的意思出发，影片先要形成

起竞争局面。在人物出场，交代哈桑成

长背景、基本人物关系、开餐馆意向之

后，影片在第 25 分钟借哈桑和玛格丽

特（剧中CP）的对话交代了这种竞争关

系。垂柳餐厅的副主厨玛格丽特笑着

说，你是我的敌人了；哈桑应道，那就战

场见了。

影片前半段基本围绕两家餐厅的

竞争展开，“彼此要打败对方”。在商业

类型片中，这种戏剧冲突的戏码通常是

吸睛内容。影片用五六个回合来表现

两家的竞争，比如在集市上买光对手所

需食材、投诉对方经营不合规的做法

（噪音、违建、乱丢碎石、养鸡不打疫

苗），基本是些小伎俩和鸡毛蒜皮。整

体效果很有趣，透着点法式幽默。其

中，叙事中把多个竞争回合分成快慢不

同的节奏，并逐渐加快，以厨房的切菜

节奏同频共振，落点利落幽默。

这场小镇餐饮界的对战在影片53

分钟的地方达到顶点。态度激进的垂

柳餐厅主厨皮埃尔，带着一伙儿人在孟

买之家的围墙上刷了黑色标语，还在餐

厅里放了一把火，导致哈桑双手受伤。

这一严峻事态促使马洛里夫人和哈桑

反思，哈桑决定“打不败他们，就加入他

们”，整个剧情转入和解和融合。

哈桑如何加入垂柳餐厅的“世界”

呢？除了不计前嫌、态度友善外，哈桑

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即超强厨

艺。受伤的哈桑让马洛里夫人帮忙，

做了一份煎蛋卷，这是马洛里夫人鉴

定厨师水平的独特菜品。哈桑成功

了。精明的马洛里夫人给哈桑提供了

一份 6 个月的垂柳餐厅受训计划，因

为她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厨师，一

个让垂柳餐厅再拿一颗米其林星星的

机会。于是，竞争双方找到了合作路

径，也为实现各自目标开启新阶段。

后半段影片中，哈桑一路“开挂”，不仅

为垂柳餐厅赢得米其林二星，还杀到

巴黎餐饮界的顶尖位置。但这还不

够，哈桑回到小镇，收割了与玛格丽特

的爱情，二人联手成为垂柳餐厅的新

掌门人。哈桑完美实践了那句谚语的

真谛，加入法式料理的世界，借助其规

矩和方法，结合印度餐饮文化，实现梦

想。这个结局中，其实已经越过“打败

对方”的目的，是双赢。

影片中，商业竞争首先为了商业利

益，而背后布满文化冲突。文化的冲突

与交融是影片和原著小说写得更有趣

的部分，也让商业竞争过程饱满、富有

延展性。

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是这个世界的

常态，常来得残酷和痛苦，但本片以温

情幽默的调子来呈现。开头就交代了

哈桑一家初到法国的文化尴尬，比如

消费时砍价，孩子们觉得很丢人。在

小镇里开印度餐厅，父子矛盾很大，孩

子们觉得法国人不喜欢吃印度菜。开

业第一天，女儿不愿用印度的方法

——站在门口拉客。而来自垂柳餐厅

的反感与排斥，才是哈桑一家最深切

的体验。第一次见面，马洛里夫人怀

疑哈桑父亲能否买得起店面，她嫌弃

哈桑家廉价的塑料桌布，丢给孟买之

家“快餐、民族小吃”的标签，讨厌他们

大声播放印度音乐，甚至把哈桑表达

善意的一盘松露鸽子当众倒进垃圾

桶。主厨皮埃尔的言行更加露骨，“到

处都是咖喱味儿，一点没有文化和传

统的感觉”。那种文化自我中心的傲

慢比“咖喱味儿”还浓。

文化态度的转变来自纵火事件的

反思。马洛里夫人提出了一个“如何成

为法国人”的问题。她让皮埃尔背诵

《马赛曲》充满斗争反抗精神的歌词，然

后强调成为法国人的另一种方式，即自

由、平等、博爱。原本女王般的马洛里

夫人迷失在商业竞争的鸡鸣狗盗中，她

要重温西方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与米其

林星级餐厅风范形成一种高贵的和

谐。她开除了皮埃尔，并冒雨清除围墙

上的黑色标语。在哈桑这边，纵火事件

让他懂得一味谦让、示弱，或者强硬对

抗，都不解决问题。他说“我们不再是

过客了，这次不会再跑了”，而且要“加

入他们”。直面文化差异与冲突，并调

整思路和方法，哈桑得到了美国文化观

念的“加持”。

和解的主要表现就是哈桑接受马

洛里夫人的培训计划。影片非常刻意

地表现了哈桑背着行囊，从孟买之家走

到对面垂柳餐厅的过程。影片英文名

“The Hundred-Foot Journey”，意思是

“百尺旅程”。一百英尺等于30.48米，

这是片中两家餐厅的直线距离。而哈

桑“完成”这段文化距离，实现两家餐厅

的彼此接纳，却不能走最短的直线。这

大概也是原著作者理查德·C·莫雷斯

（Richard C. Morais）想表达的意思。

文化融合体现在后半段影片中。

哈桑在巴黎餐饮界大放异彩，成功秘诀

是东西方两种餐饮文化的合璧。为了

强化情感和人物关系中的文化融合，剧

情设计了哈桑遭遇职业疲惫和灵感枯

竭，回到小镇，拥抱爱情、家人和自己的

出发之地，满血复活。由此让两家餐

厅、两对有情人融为一家。总体感觉后

半段像一杯糖水。

本片创作尽可能采取文化多元包

容的眼光看待印度文化。除了描写哈

桑一家初到法国的文化尴尬和怯懦，影

片还表现了哈桑父子的文化自信、强大

的环境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印度文

化的魅力。这些是让马洛里夫人真正

欣赏哈桑父子的根本因素。哈桑的自

信是年轻人的自信。马洛里夫人对哈

桑说煎蛋卷过关了，以前的松露鸽子也

过关了。哈桑平静地回应：I know

then, I know now(我那时就知道，我现

在也知道)。这就是天才的淡定吧。父

亲的自信则带着岁月历练的实在。孩

子们质疑法国人对印度菜的喜好时，父

亲反问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印度菜），

他们从来没尝试过，现在可以了……不

管怎样，这对父子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头和些许的“迷之自信”。片中的印度

文化有多面性，但肯定了母国民族文化

对于身处西方世界的哈桑的意义。印

度文化滋养不仅帮助哈桑成为名厨，还

是他职业疲惫和灵感枯竭时的还魂草。

综上，本片创作的文化取态可以分

成两方面：一、多元包容、彼此尊重。影

片盛赞马洛里夫人包容大度和眼光锐

利的同时，不露声色地表扬了西方文

化，尤其法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也给了印度文化足够的面子。二、终究

是西方视角和西方文化“C位”。即便

以哈桑的口吻和视角展开叙述，也有大

堆印度演职人员参与，影片基本以西方

人的视角观察外来文化、思考两种文化

的关系，以西方文化为主体叙事，然后

融入印度文化，生成印度厨师的法国励

志故事。其中，马洛里夫人是哈桑命运

的伯乐，她和她信奉的文化思想传统是

扭转这场文化冲突的关键因素。她勇

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父亲反对

哈桑接受培训时，他冲马洛里夫人喊：

印度人成不了法国人，法国人也成不了

印度人！马洛里夫人冷静地对他说：这

是我用了一天时间才从你家围墙上擦

掉的话。哈桑父亲终究需要女王般的

马洛里夫人来点化。

“打不败他们，就加入他们”。对

哈桑来说，首先是思路和方法的调

整。当他进入法国料理的上层，并成

为垂柳餐厅新掌门时，他不再是孟买

之家的主厨，不管他在法式料理中加

入多少印度元素，也不可能把垂柳餐

厅变成一家印度餐馆。哈桑的转变从

行事方法进入到了思想文化，这大概

是哈桑没有想清楚的事情。不过，移

民群体努力进入当地主流社会时，还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本片的观赏体验就如黄嘉谟所

言，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淋，给心

灵坐的沙发椅”。导演的创作倾向温

情、诗意，他在本片中很好发挥了这一

优势。美食总与情欲相关，常搭配爱

情描写，但本片中哈桑和马洛里夫人

的关系才是核心。两人一起煎蛋卷的

情节很有诗意，没有对话声音，只有音

乐和声效，美食与情感暧昧交织，法式

优雅与印度神奇和谐料理，整个故事

笼罩在法国小镇的柔美光影中。故事

的结局如此完美，几乎让人相信文化

冲突走向和解之后的融合共荣了。这

个故事对于文化冲突的呈现是大众化

的、标签化的，把竞争中的小伎俩作为

主要内容进行趣味化处理，淡化了皮

埃尔这类人物带来的激进对抗和残酷

伤害，不过有很好的抚慰功能。如果

创作一个类似的中国故事，在国际传

播的语境下，我们会有什么文化取态

和艺术表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