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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追求现实世界的复原的

时候都会有一种情怀，因为关注现

实世界本身即是情怀的表露，为什

么这里还要说“天国”呢？难道情

怀本身不就是天国的喻示吗？不完

全是。我们这里说的情怀本身还有

一种差别，一种是俗世的感情，一

种是形而上的思想。

俗世的情怀也能够打动我们，

但是它缺乏思想的穿透力。举一个

例子，《秋菊打官司》如果只是关注

秋菊的丈夫失去了性功能，这部影

片就会是第一种情怀。凭这种情

怀，影片也能吸引观众，但是，它仅

仅是吸引观众。

《秋菊打官司》重点在刻画秋菊

的性格，这种性格之中展示着一种

人性的张扬，一种个体权利的张

扬，于是它就有了思想。在那个思

想解放的年代，这种张扬理所当然

地成为了银幕的号角，它必然洞穿

了那个时代。

如果说这部影片是以一次物质

世界的复原为基调的，我们再来看

看一部文学传记片《掬水月在手》，

这是台湾陈传兴导演的中华诗歌文

学传承系列的最新创作。作为关注

于精神世界的电影创作，你也许会

说它当然是带着天国的光芒的。不

过，题材是一回事，如何表现又是

另一回事。

《掬水月在手》写的是天津南开

大学赫赫有名的叶嘉莹先生，如果

只是复述她高龄回国，矢志于传承

古典精神以报国，就是一种俗世的

情怀。一如前述，俗世情怀也能打

动人，但它本身的局限在于仅仅是

一个人的故事。

这部影片的价值恰恰在于挖掘

了叶嘉莹先生的一种精神，在她披

肝沥胆、夜以继日地进行中国古典

诗艺的写作授课带徒中，她将一生

献给了她钟情的这个事业。

叶嘉莹先生的事迹是很容易定

义的，因为她很纯粹。之所以很纯

粹，因为她付诸一生并且在这个领

域独步高蹈。“掬水月在手”的水是

世俗的长路，是时代的跌宕，唯有

“月”在当中，人以一生掬到了一轮

明月，“掬月”才是掬水的意义，也

才是电影的意义。

这就不是俗世的故事了，这是

精神的“沐浴”。有或者没有精神

的“沐浴”，在一部影片当中是很容

易看到的，那些很作家风格的影片

都有这种形而上的追求，只是这种

佼佼者的创作不容易取得票房，因

此只能如阳春白雪，化入尘泥。

俗世的山花野草固然低微，但

是占领着无垠的荒山野岭。很多人

一世在掬水，惘对明月。这就是我

们电影的现状。也是生活的现状。

在尘世之中，有趣和感佩的人

与事很多，多如掬水。电影拍出来

的都是凡夫俗子。因为这样的电影

够不到天国高度的一半。

为了写人的坎坷而坎坷，为了

写人的牺牲而牺牲是不够的。是

的，仅仅写牺牲是不够的。要写出

编剧导演自己的思考：为什么会有

牺牲？

有的编剧导演以为写出了英雄

为全体而献身，譬如在烈火当中救

出了老人，在洪水中救出了儿童，

在更加危险的场景中救出很多群

众，难道这样还不是形而上吗？这

样还够不着天国的高度吗？我们读

一读孔子的一段话。

《论语 里仁》讲道：“君子无终

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

于是。”君子不违仁，已经很高大

了。但是仅仅讲述君子不违仁，孔

子还没有讲出君子的意义。重要的

在于“无终食之间”。这就是场景

所 在 ：一 口 饭 的 时 间 ，一 口 饭 之

间。君子的命不在于一生一世，在

于瞬间。

这是一种宿命。君子能够做到

在任何最艰难的瞬间都不违反仁

道。什么瞬间？颠沛和造次。而君

子是“必于是”的，即必于仁的。这

里讲的不是做到仁的难度，而是讲

做到仁的极致，而这个选择是命定

的。如果认为瞬间的放弃也是允许

的，你就不是君子。

这就是孔子的认知，对于仁的

认知。颠沛是不断的瞬间，造次是

偶然的瞬间。终食是生命延续的瞬

间。瞬间的场景设定才是形而上的

认知。在一部电影当中，要刻画出

人物真正的意义所在，必然离不开

为 这 个 意 义 的 诞 生 提 供 出 一 个

场景。

因此要写出一个有着天国的光

芒的故事，重在对于故事场景的认

知，在任何俗世的氛围中，故事的

场景都可以成为对于一种意义的限

制性烘托，成为意义诞生的宿命的

时空，如此我们才能够做出一部非

一般的电影，有天国光芒的电影。

“终食之间”就是一种故事场

景，瞬间场景，包括颠沛和造次和

“ 终 食 之 间 ”。 然 后 融 入 命 定 的

选择。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就

是沧海的一个瞬间。烈士的瞬间果

然是瞬间，而平凡人的“瞬间”会是

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已经被历史的

瞬间定格了其命运的场景。

秋菊性格就有着这样命定的因

素，因为影片塑造了这样的场景：

落后愚昧、孤立无援。叶嘉莹先生

也面对这样的场景：长安道上秋风

索，江南一脉素叶香。所以叶先生

也有她自己一生的命定。

命定和宿命都不是消极的词

语，而是“颠沛必于是 ”的抉择。只

有在这样的抉择中，我们才能够看

到什么是超凡脱俗。

在电影之中，声画运用自然很

容易营造出一种宿命的场景，而主

人公的故事则需要我们知道必须学

会塑造宿命的场景，即在主人公的

故事中要懂得可以告诉观众，与何

以告诉观众，什么是他必然的环境

和场景面对。

所有必然的面对都是缘分，而

缘分就是命定的场景。譬如两位主

人公不知道怎样解决他们的爱情结

局，因为他们都有着对对方“欠债”

的负疚，“欠债”是不是爱情呢？通

常说欠债不是爱情。所以分手才是

合理的。

但是，欠债恰恰对于这对情侣

来说是不能不面对的。因此只能有

一个最恰当的解释：“欠债”就是缘

分。所以他们不应该分手。如果你

要问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形而

上。若问那么“天国的光芒”呢？

答 曰 ：善 良 与 命 定 就 是 天 国 的

光芒。

纠结于世俗琐事只能让人物成

为凡夫俗子，任何为自己过分的辩

护都会成为不诚实和不是真爱的证

据。在塑造那些烈火洪灾中献身的

英雄时，不仅仅要塑造英雄的行

为，更重要的是刻画英雄行为发生

的场景，是这个故事中的“终食之

间”——瞬间的场景。

创作剧情时，悲剧和导演要一

步步把主人公放上宿命的环境当

中，而不是随意的流水作业，写到

哪算哪。这种宿命的场景在现实生

活中究竟是人物自找的，还是真的

是命定的，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如

果能够判断我们就成为了上帝。

我们只能回首当初的时候，才

会有事后诸葛亮的慨叹。但是懂得

命定的人，人生不会白过。糊里糊

涂的人，一生就真的是流水账了。

掬水就是叶嘉莹先生的宿命，而因

此才会有“月在手”的天国光芒。

艺术的价值，电影的意义在此。

叶嘉莹先生是可以说“我的不

朽已然足够”（塔可夫斯基语）的。

《掬水月在手》拍出了这种穿越不

朽的精神，拍出了其中的天国光

芒，诚也贵也，足以流芳。

这篇文章不是单为某部影片而

写的，是有感于很多的悲剧导演不

懂得在影片中刻画“魂”，源于他们

不明白魂就是天国光芒，而追求影

片艺术当中的天国光芒，唯有写好

主人公的“命定”的抉择，在宿命的

排篇布局中，给主人公一个命定的

场景，一步步推向这个命定的场景，

然后是其性格使然的必然抉择。

不论这个抉择是喜剧还是悲

剧，当然可以是正剧，戏到此就会

放射出天国的光芒。

一部影片如何追求
“天国”的光芒

■文 /赵 军

重视“古风”，复兴“古典”
■文/左 衡

十 余 年 来 ，在 青 少 年 群 体 中 ，

“古风”日渐流行起来。汉服、流行

民乐、电子游戏、视频主播等，形形

色色的古风展演既出现各类媒体

上，也会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

景里。这一现象零星刚冒头的时

候，我们还可以将其视作少数人的

标新立异、一时兴起；如今，跟从古

风的人数之众多、影响范围之广泛、

相关产业跟进之迅捷，都不容我们再

忽视下去，而是应该认真思考，古风

何以大流行？它反映的是一种怎样

的社会集体无意识？这种社会集体

无意识又将如何对现实存在发生反

作用？就电影电视行业的特定领域

而言，这一问题则又关系到传统文化

题材影视剧创作的艺术观念和具体

实践。未来的影视行业要如何自觉

地去完成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叙述、

尽可能地贴近历史变迁的大方向，促

成良好的影视文化生态环境，都与当

下影视行业的认知和举措相关。

古风兴起，与我国青少年人群

的文化身份高度自觉互为表里。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人群的艺

术欣赏经验和审美趣味很大程度上

受到欧美、日韩等文化工业发达国

家的影响和引导，中国文化本体存

亡的焦虑虽屡被提出，但大多数时

候仅局限于精英阶层，于是尽管有

中国电影“第五代”等艺术群体的大

声疾呼，对大众尤其是对文艺青年

之外的普通青少年，其实际影响仍

然有限。在今天，当中国青少年觉

得，来自其他国族文化的形式并不

能代表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又直

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太

多可以拿来装饰、表征自己独特存

在的亮眼形式，他们转向古风其实

很自然。也就是说，这一现象并不

是偶然发生的时尚潮流，而是与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必然

结果。从这一角度来说，古风现象

有值得欣喜的方面。

然而，从文化建构的标准看，当

下的古风还远不能成为或进入主

流。事实上，无论是青少年人群中

自发的古风，还是在中国城乡建设

规划中出现的复古、仿古热，抑或是

当前古装、玄幻等类型影视剧的批

量生产，大都处于“仅有意愿或意

图、而无知识与能力”的幼稚阶段，

如果不能善加引导，则非但不能实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甚至

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古风、古典，一字之差，去有千

里。在古典（西文中与“经典”为同一

词语）的理念里，传统文化的种种，是

作为“元素”存在，元素自身性质稳

定，而且可以同其他元素相互作用、

相辅相成，形成更加庞大、稳定的结

构。在古风的情况里，传统文化的种

种，是作为“碎片”被临时应用。碎片

是从结构上拆解下来的，大多数人无

从辨识其原初的意义，于是似乎可以

强加各种意义于其上，也似乎可以拼

贴成令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形

式，然而这种拼贴，正如古语所谓“七

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再也无法承

担历史叙述的功能了。

郑君里导演的《枯木逢春》中，

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呈现为电影景

观的典型例子：男主人公沐浴着朝

阳，行走在林间，他笑看四周，与之

相衔接的镜头，是延时摄影出现的

四时花卉盛开景观。按照西方电影

学中的纪实本体论，这组镜头是反

电影本性的。对于今天习惯了网络

视频刺激的年轻人，这样的手法又

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颠覆。于是，

郑君里真正的用心就这样很容易被

无视了，而这恰恰是中国电影所最

需要学习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中

国古典画论。在这一与西方造型艺

术大相径庭的理念中，心的感受往

往要比物的存在重要。《枯木逢春》

的影像，在大多数时间里是高度纪

实的，而当人物的情绪情感进入高

峰体验时，就一定要用艺术的、心理

的真实超越日常的、经验的真实，从

而进入物我交融的境界。看似有问

题 的 影 像 ，其 实 有 极 为 精 密 的 逻

辑。这种逻辑既不是背离现实的错

误，更不是完全无视现实的碎片游

戏。《清明上河图》里夏季瓜果与冬季

柴炭并存，民俗画把并不相亲的松鹤

画在一处，也都遵循着中国古典绘画

的特定表情表意逻辑。推而广之，中

国小说也如此，《金瓶梅》“特特错乱

其年谱”似乎不顾时间顺序，《红楼

梦》里所描述的大观园在当时的园艺

技术下绝无可能营造成功。这些中

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都表明，中国

传统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必定要

超越现实真实，而又不会使欣赏者

“出戏”、反感。当然，中国古典艺术

的传统，不必然也不必要为今天的影

视观众全盘欣然接受，但对于中国电

影电视的创作者，如果不去加以了解

和掌握，而要凭空想象一种古风，或

从西方现代电影中去挪用，就未免舍

近求远了。进而，假如中国的电影批

评者也对中国古典艺术哲学知之甚

少，那么他们对郑君里其人其作的判

断又如何可能切中肯綮？

认真检点中国电影史，这种承

接中国传统文化、而为当世和后世

所误解的例子还很多。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武侠神怪片《火

烧红莲寺》，其故事与小说原作一

样，采用了“空间-连缀”的体式，在

不断铺展开来的地域地点进行叙

事。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中国叙

事学自《山海经》以来，便出现了这

种古老的叙事传统。1927 年，上海

复旦影片公司用时装来拍摄了一部

《红楼梦》，其原因并不是通常以为

的，为了节省资本而粗制滥造；相

反，当年的主创们认真论证了一番，

认为既然中国传统戏曲的装扮并非

写实的，那么《红楼梦》故事的电影

版本也并无必要把假想的古装当作

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

中国电影在百多年的历史探索

中，固然走过许多弯路、犯了不少错

误，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传

统。其中，承接自中国古典艺术的

传统尤其值得重视。这绝不仅仅指

某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题材、人物等，

而是中国特有的古典艺术哲学所推

演出的博大系统。这一系统固然还

没有完成它的现代化转换，其间也

确实有谬误甚至糟粕的部分，但就

其主体而言，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

一脉是当之无愧的。其可以引入影

视创作的资源、方法、理念等，更足

以帮助中国影视行业确立自身的文

化资质，并与世界其他文化逻辑下

出现的影视现象进行交流、对话。

如果不嫌联想过度，那么，英美合拍

的爱情片《诺丁山》里，男主人公绕

着所住街区行走，街景变化，呈现一

年时间过去，这个让许多影迷津津

乐道的长镜头，在用人物心理感受

置换视听经验的手法和理念上，难

道不是可以与前述《枯木逢春》的片

段相参照吗？《星战》系列流变到电

视剧集《曼达洛人》，也正在竭力摆

脱正传的时间体式，似乎逐渐贴近

“空间-连缀”式的运思。1996 年，好

莱坞用时装加拉丁元素翻拍《罗密

欧与朱丽叶》，传播到中国，一众影

迷倍感新奇，这在知晓时装版《红楼

梦》一段影史学人心中，又不知作何

滋味？为什么西方同行的做法容易

被接受、夸赞，被认为先锋、引领时

尚，而中国影人的探索却容易被批

评、嗤笑，继而被遗忘？

这样的联想和读解，如果脱离

了中国影史和中国艺术哲学的背

景，恐怕就会让今天的观众嘲笑为

扯西方电影大旗做中国影史的虎皮

了。事实上，中国电影史上的先驱

们思维之大胆，哪里需要扯什么大

旗？如前所说，中国电影史上有许

多在今天通行的电影观念下看起来

似乎不能成立的做法，其背后也往

往有某种理念的探索和逻辑的建

构，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所积

淀下的意识和无意识，这些都和那

几代中国电影人——同时也是中国

知识者——的中国文化修养和积淀

有关，对他们来说，传统文化的运用

是近乎本能的自然表达。在剔除掉

为电影实践、学理规范、价值观念等

所切实否定的弊病之后，早期中国

电影的传统完全可以完成自新转

换。反之，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是：

先是疏远、继而遗忘了自身的文化

传统，再继而丧失了自己的标准、跟

从他人标准之后，又再反过来拆解

自己原有的传统和标准。

如果说当前青少年人群里的古

风是虽然懵懂、毕竟清新的可爱，那

么为数不少的影视创作里的古风或

仿古、复古，则需要认真加以甄别和

批评。因为后者出于更加明显的自

觉意识，并且获得了资本与传媒的

助力。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而又

不顾其珍贵价值、急于将其兑换为

商 业 利 益 ，是 多 年 以 来 的 一 种 流

弊。其风气既成，很难矫正。笔者

近年常以“潘家园美学”来形容这类

影视剧，观众在其中看到的，大半是

精心矫饰过的假古董和伪历史，乍看

夺人耳目，绝经不起推敲，中国传统

文化及其符号系统，至为精致、严密，

绝不容胡乱掺杂。在有识之士眼中，

秦汉器物与唐代草书绝不可能并存

于任何朝代的庙堂之上。这不仅仅

是因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诡异

的景观，更不是因为时空不能虚化处

理，而是因为造型符号的文化意义和

美学趣味不能混搭，否则我们最终将

陷入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麻醉于数

码游戏式的碎片废墟中，失去对人类

自身存在的感知依傍。

对传统文化的无知无畏，与传

统艺术哲学、美学隔断太久，传统价

值观过度自我否定、传统的现代转

化进程屡次停滞，是中国文化复兴

路上的几个突出问题。影视创作领

域遭遇的困境只不过是这一前提判

断的显现和佐证。当然，文化自有

其生命力。以中国文化的时空存在

之强大，它一定可以在经历山重水

复之后迎来柳暗花明。但这样的判

断并不能成为此时此刻中国影视从

业者守株待兔的理由。与其等待复

兴，何如投身复兴？既然已有古风

流行，何不溯源直上、返本开新？

在对传统文化陌生的人眼中，

中国古典艺术除了为电影电视提供

题材，实在难以想象还能拿来做些

什么。这方面，反倒是一些西方文

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电影人有惊喜

的发现，如爱森斯坦坚定地相信，在

汉字结构法则中蕴含着蒙太奇的思

想。抛开文化误读的因素，至少可

以启发我们用电影的思维对传统文

化加以发掘。如被后人称道的《春

秋·僖 公 十 六 年》记 载“ 陨 石 于 宋

五”，其文字顺序就像一组电影的镜

头：远景有物陨落，近景呈现是石，

全景交代在宋地，移动镜头发现有

五块。这样理解到的汉语，岂非先

天带有电影感？如果这样的汉语思

维不能被传承下来，今天那些喜好

古风的青少年要如何可能长久热爱

古典？未来的中国电影从业者又要

如何凭空建构中国影像宇宙？

再举一例。学者巫鸿研究中国

古代礼仪中的美术时发现，大型汉

墓前常见的石碑，有些碑文被故意

刻成左右颠倒模样，这显然不是为

前来祭扫的生人而设，而只可能是

方便地府中的逝者浏览。这就不但

出现了阴阳两界的世界观，甚至已

经有了主观视点和透视石碑超能力

的想象，其炫酷程度，相信喜好古风

的青少年都会“打 Call”。与近年流

行的盗墓故事相比，两者境界高下

更不难判断。但影视从业者又有谁

会静下心来读巫鸿著作？更遑论将

其化用成为影像。

由此可见，除了影视从业者要

加强学习之外，教育才是更大、更关

键、更基础的命题。

本报讯“测温、登记、取票机取票、

入场观影……”7月 24日，在北京新影

联东环影城，服务人员严谨又不失热情

地迎来了首位观众。作为北京首批复

工的影院之一，新影联东环影城根据国

家与北京市电影主管部门的相关指示、

要求，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作为影

院总经理，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经

理助理段延廷介向记者介绍了影院复

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影片排映情况：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属的各影

城都成立了专门的防疫小组，严格机器

维护检测流程，售票系统按规定隔排隔

座售票，垃圾分类、消毒规范一应严格

到位，影城采买了口罩、一次性手套、消

毒液、体温枪等各类防疫物资，并做到

查漏补缺，全力保障防疫期间员工和观

众的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观影氛围。

做到防疫与复工两项要务都不放松。”

影城恢复营业当天，排映了《误

杀》、《第一次的离别》等影片。段经理

表示：“片源方面有复映片和新片两部

分，类型题材比较丰富，我们会利用影

厅多的优势，科学排映，最大化满足观

众观影需求。相信进入 8 月后会有越

来越多的影片定档，为市场恢复助燃。”

北京市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北京电影协会放映技术分会牵头单

位，在疫情期间也通过电影协会向全

市影院发出设备保养提示，在获知影

院复工消息后，又赶制短视频，提示影

院做好设备的检查工作。公司董事长

韩文平表示：“我们的设备服务咨询电

话由专人值守，技术人员保持 24 小时

手机畅通，确保用最快速度解决影院的

放映问题，为影院的复工复产保好驾、

护好航。”

（木夕）

北京新影联东环影城规范防疫流程迎接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