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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小鲁

坏小孩拍大电影：

从《哪吒之魔童转世》到《姜子牙》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中国电影在世界
电影产业中的位置

■文 /赵 军

■文/王 霞

《掬水月在手》：

媒介相生与水月相托下的古典诗词之魂

庚子年就要过去，中国走出了沉

重的阴霾，依旧迎接着艰难的挑战。

中国电影市场与国家的情形同

进退，今天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市场，

因为北美的疫情，中国电影市场 2020

当下首次超过了北美。

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的位置也

因而凸显出来。当然还无需骄傲，因

为还没有理由欢呼胜利。如果今年

的票房如人所愿达至 300 亿元，还真

的是取得了大胜利，但是，300 亿暂时

未能断然下注。

轻舟未过万重山，尤其是国庆档

期之后市场的难度再次骤然加大，即

使是国庆档期几部寄予期望的影片

也都没有拿下预期的票房，院线压力

依旧很大。

不是轻易庆贺之时，倒是认真思

考之际。在中国的全球博弈方兴未

艾、外部环境压力空前严峻的今天，

应该明白电影对于全局有着怎样的

政治与经济意义。

在美国目前整个电影产业处在

停摆当中，其次，大部分档期和后续

影片已经计划同步上网。明年能够

有多少大片登上影院大幕的确不甚

乐观。

也因此不能寄予更多的期盼，明

年的好莱坞大片一定还要比今年少，

且不说电影之外的因素。本着改革

开放的初心，我们不希望看到已经有

二十五年历史的分账大片被腰斩，尽

管分账大片不等于就是美国影片。

平常年份看，美国大片占分账大

片的比例应该在 80%以上，因此中国

电影市场上国产片的担子也将沉重

起来。

从向世界开放的战略角度看，分

账 大 片 的 意 义 首 先 不 仅 仅 在 市 场

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倒退，很关键

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不能回到封闭老

路上去，而保持向世界开放的姿态当

中，很重要的是向世界优秀文化开

放，在现代化的征途上重塑伟大的中

华文明。

电影在其中能够担当多大的责

任不言而喻。世界优秀文化从来是

不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划等号的，

因为世界也是多元的。同时，我们懂

得自己的心态如何，便会使得自己看

到世界如何。

譬如我们的心态是开放而健康

的，就会更多地看到开放和健康的东

西，我们的心态是封闭和保守的，就

会把世界也看成是封闭和保守的。

如果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

电影完全划等号，其实无法说明我们

的分账大片制度如何促进了整个国

家电影产业的健康进步。

如果明年的分账大片数量堪虞，

希望我们的心态能够放平缓，祈愿世

界和平并且回到健康的依旧是全球

化进取的状态。作为信号，也因此今

天我们无法轻松地以为中国电影市

场世界第一，可以载入史册，似乎天

下就是我们的。

就市场来说，平均一天两个亿，

我们才能回到 2019 年的水平，实际上

国庆档之后，现在每天也就几千万元

进账了。

尤其担心的还是国产片的生产

如若看不到分账大片作为参考坐标，

不是数量占优的问题，而是观念会失

去参考的量度。在改革开放历史抉

择中本来一直不能忽略的从分账大

片中获得观念营养的，今天可能变成

一个单向的度。

中国电影作为从本土文化和本

身经历出发的作品，有着接地气的好

角度，但是也因此无法代替譬如俄罗

斯电影的深厚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

的风格，无法代替譬如欧洲电影的作

家人道主义社会哲学思考和更加文

艺的个性化追求。

无法代替很多中小型国家的电

影譬如黎巴嫩的《何以为家》、泰国的

《天才枪手》以及伊朗的《一次别离》

的人民及民族情怀，当然，如美国的

中小型影片独特的人性角度，譬如

《绿皮书》和《血战钢锯岭》，还有譬如

日本的《小偷家族》等等一经出手就

是经典的共同价值。

进口影片当然也无法代替中国

电影，而对于当下中国观众更不可缺

失的便是上述进口影片的意识观念

角度，即不可丧失世界人民的文化、

文明、道德人性、审美借鉴等等与我

们的交流、兼容、学习、沟通。

在今天的复杂局面下也不要以

为市场操控把握大了，万事大吉。其

实失去更多竞争性的进口影片，能否

凭内循环提升文化的水平与价值，就

要好好探讨文化创新的规律，和电影

创作的规律了。

从以下三个方面，我们来讨论一

下下来国产影片的生产。首先是地

域上要注重多种文化并存而且鼓励

思想解放。国产影片目前有着地域

特色的品种包括内地电影、香港电

影、台湾电影、合拍电影。下来更要

注重多民族地域的如内蒙、西藏、新

疆的电影，开发南方的大湾区电影，

在合拍上鼓励与东南亚国家、欧盟国

家更多的联合出品或者联合摄制。

内地影片有着强大的宏大叙事

冲动，因应着大陆四十年、七十年的

翻天覆地，电影人的眼睛里人文题材

俯拾皆是。而各个其他领域恰足以

形成补充和多元。天南地北的辽阔

才是四海一家的大文化，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真正出发。

不是任何电影都要一个味道，迎

合一个市场的。迎合会有一时的票

房，但是没有了新鲜的特色与营养，

不利于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时代

总是八面来风，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涌

进国家来、国家成为凝聚力空前、向

心力空前、展示大中华团结振兴局面

而不是孤立与孤芳自赏的，所以电影

市场上一定首先要鼓励在更多的地

方出品上扶持、开放、引入。

其次，意识形态的管控、引导、主

流，与百花齐放方针本应有机结合、

和谐统一。真正的意识形态局面是

朝气蓬勃的，是多种艺术流派和创作

风格并存的，也是在探索社会现实以

及主流价值观上直面人生的。

因为当下的行政机制，利用国家

及各地政府资金争拍同类题材主旋律

的现象正在涌起，也佳作叠出。我们

既要有《我和我的祖国》、《夺冠》，也

要有《哪吒》、《少年的你》，还要有《误

杀》和《我不是药神》、《八佰》等等。

所以，再次是鼓励某一些探索类

型的，风格味道不一定合符市场口味

的，但是却是有着独特的艺术品味

的，譬如《冈仁波齐》、《掬水月在手》

那样不同凡俗的影片。

《冈仁波齐》有浓郁的藏民族文

化，但它在市场上引起的不是猎奇，

是针对我们久已浮躁不安的茶壶沸

腾式的社会情绪，有了一抹平静且温

暖的黄昏。《掬水月在手》弘扬的民族

传统诗词中历历过往的弱德之美，习

惯宏大叙事思维模式的人们对之则

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艺术家是承载不同使命的，也是

秉持使命所支撑的探索与坚持的人，

市场未必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但是

艺术精神的价值是沉淀在社会和时

代的激流当中的。

如果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的电

影产业依旧停摆，中国市场一枝独秀

的话，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兼顾市

场和艺术双丰收的创作，也许就是今

天中国电影能够给与世界的最大贡

献。

这样说并非扯得太远，中国电影

人是有机会的，只是有多少人有这样

的觉悟。2021 年很快到来，这一年中

国已经能够看得到出品一流大片了，

我们更希望看到有中国的《寄生虫》、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何以为家》及

《飞屋环游记》等等思路和风格都不

一样的中国电影。

包括山西、陕西这样相对东部还

落后的西部地区现如今都成立电影

学院了，中国电影意图纵身一跃的世

纪貌似来临。为什么不展开更多的

讨论，放飞更多的梦想呢！

两支队伍要尽快到位并且出发，

一支是创作团队，一支是行政管理队

伍。观念、思想、创作与政策水平、眼

光和执行力就是可能的最好答案。

《封神演义》有个诡异的地方，苏妲

己是苏护的女儿，她在恩州驿的时候已

经被轩辕坟里的狐妖吃了。之后朝廷

君臣所见的妲己其实是借窍成形的千

年狐狸，但在小说的叙事里，出现她的

时候仍使用苏妲己这个称呼。

这就让读者对妲己这个名字产生

了迷离的感受。一方面，我们其实非常

同情苏妲己这个人，另外我们也知道这

名字下的新实体是个妖精，所以这让人

颇为恍惚。当叙述苏妲己如何制烙刑、

剖人心的时候，这坏事究竟是谁干的？

是苏护的女儿还是狐妖？

照故事逻辑来看答案是清晰的，但

小说的叙事方式仍然产生了一种微妙

的混淆感。而这种混淆里有文章可

做。我猜这种混淆在作者许仲琳那里

未必有充分的自觉意识。但电影《姜子

牙》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进行了有意

识的转化，它将狐妖和苏妲己的元神绑

在了一起，当姜子牙去斩杀狐妖，它从

狐妖身上看到了无辜的元神，因此无法

下手。

这个设定是很好的，当然和《哪吒

之魔童降世》的设定有某种相似之处。

它们对于精神世界的分裂和纠结有某

种认识，并且认为它很重要。《姜子牙》

的故事是从许仲琳的叙事结束的地方

开始的，伐纣成功后，姜子牙认识到诛

杀狐妖，并非天经地义之事，他因此被

罚到北海，他在北海思考一生所为。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小九，后者是从

狐妖那里逃出来的元神苏妲己。苏妲

己是一个天真小姑娘形象，而狐妖在影

片最后也在为自己申辩，她说自己其实

也是冤魂。古战场下冤魂成堆，《姜子

牙》简直是一部反战片，当然重点不在

这里。

影片的很多设定，可以看出作者们

是非常了解原著的，而原著其实在某些

方面也无意中契合了历史，今天的学者

考证，历史上的商纣王统治的残暴，很

大一部分来自后人出于政治目的的渲

染，酒池肉林可能被夸大了。在小说里

你可以看到的商纣王其实并非一个特

别有主见的大坏蛋，他其实被妖精们迷

惑了，而妖精们的迷惑来自于女娲的安

排。

女娲诞辰，大臣让商纣王去女娲宫

上香，纣王说我凭什么去。见到女娲圣

像美艳无比，却又起了淫心，女娲十分

生气。女娲说，你不修身养性治天下，

还亵渎我，我觉得成汤气数已尽。

所以发动三妖去祸害朝歌。

“气数已尽”是什么意思？如果以

现代眼光来看，如此伐纣并非充分的理

由，不是完全的正义之战。《封神演义》

也有完整的哪吒故事，电影《魔童降世》

主要依赖于此。哪吒出身不凡，太乙真

人给予太多宝物，所以去东海口洗澡，

混天绫和乾坤圈把龙宫搅动了，哪吒打

死了前来巡海的夜叉和龙王三太子，龙

王去天庭告状。你道太乙真人咋说？

他说哪吒误伤三太子，那是天数，你龙

王为这个小事去告状，真不懂事！

这里引用了不少小说细节，这样才

可以看到作者的人性观和世界观。原

著叙事显然为神界的价值观贯穿，而非

人文主义的，但是两部电影都做了人文

主义的改造，而且赋予了相当多的现代

性，呈现出了他们作为人的精神分裂。

这几部影片包括《大圣回来》、《白蛇：缘

起》等等，其实都做了类似改造，有一位

学者撰文称《白蛇：缘起》其实是反传统

文化的，其中突出主体性和自由。

这四部影片一起被认为构成了民

族动画或者中国学派的材料。但是，这

里将传统神话电影化的“化”不是民族

化，而是将民族的东西充分现代化，而

现代化有时候会被认为就是西化，这两

个概念一直是混淆不清的，五四时期曾

将中西之辩看作是古今之辩。

民族和传统当然是在过去特定的

相对封闭的空间和时间下形成的。但

在全球化和充分交流、个性不再以国别

而是以生命个体来区隔的情况下，现在

学界积极求索的新的中国动画学派的

所指就必须重新展开思辨了。

中国动画学派是的确是一个业已

存在的事实。它是指50年代到80年代

末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批

契合传统民族样式的动画作品。那是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代，但是形成的动

画的确精彩。那些东西如何启发当下

创作呢？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

“中国学派动画在当时相对封闭的环境

中，没有商品原理的介入，也没有当代

媒介手段（电视以及充分产业化的院

线）的淬炼，所以它很长时间内都没有

获得和当下观众充分沟通后的新形

态。”

那四部动画的确都不约而同使用

了传统资源，但这是在中国电影学派的

激励下实现的吗？当然不是，那恰好是

在商业IP的思路下实现的，因为这种经

典 IP的改造于商业上是十分有利的，因

为是一个已经有漫长口碑积累的文化

项目。但借了这个外观形式之外，它必

须契合当下的人性理解，其内在的精神

却是必须被改造的。

《姜子牙》票房高涨，已经15亿以

上，这种商业成就代表了一种广泛的共

鸣。这个共鸣的重要一点在于姜子牙

对于天下秩序的重新思考，它对于被给

予的命运的反抗，因为他发现将小九和

狐妖绑在一起的正是师尊。《封神演义》

中的天尊在这里被称为师尊，特别有

趣，《姜子牙》导演之一的程腾成名后，

大家积极报道他在美国获奖的《天外有

天》，那是传统水墨动画风格的电影，其

中的很多美学意境显然也已经被运用

到《姜子牙》里了，但我们忘记了他其实

还有一部当年非常火爆的动画片，那是

中传读书时期的作业《红领巾侠》。

这部短片的主角就是一个上课看

漫画的坏学生，他在想象中和老师做斗

争。多年前笔者做《中国电视动画》的

执行主编，这几位导演是杂志重点介绍

的对象。那本杂志和央视一个动漫频

道合作，是一本学术杂志，但杂志同时

发表漫画作者的原画，所以汇集了一批

二次元人——一群被师尊们看作坏学

生的画手和动画专业的学生。在二次

元进入大众视野前很久，我们就为二次

元做了不少专题。当年没有动画学术

杂志，一些大学的师尊顾问都希望这本

杂志的原画部分拿掉，并要求少一点暗

黑系短片的呈现。后来我们将原画从

1/2的篇幅逐渐减少到1/3，最后全部拿

掉。当时很多人都很伤感。

杂志和频道汇聚了一批人，包括

《打，打个大西瓜》的导演杨宇，有一次

他在我们编辑部聊《三体》。后来我才

知道，那个杨宇就是后来的饺子，《打，

打个大西瓜》的想象力“爆棚”，其中包

含着当时这批青年喜欢的元素，目前这

些元素仍然存在于他们的院线动画里，

而且成为吸引二次元群体的隐秘话

术。《红领巾侠》的导演拍摄的《姜子

牙》，仍然在院线中秉承着过去的精神。

这些二次元青年的美学和风格很

不好总结，但可以看到有一种特殊的解

构效果的东西，比如会在一个很高大上

的场合说一些很LOW的话，让人在无

奈中发出笑声来。他们的文化精神我

觉得是和生活平起平坐，一点都不高于

生活，当在影院看到姜子牙、四不像和

小九在冰天雪地里不停地讨论吃饼的

时候，我和当年一起做杂志的朋友都会

心地笑了。

翻开陈传兴新版热卖的《岸萤》第

一章“岸”，以影片《堤》切入，从影像空

间的多重场景，讲到变形时间的现时、

过去和未来。陈传兴提出影像生成的

一种形态为“摄影-小说”，并借巴赞评

价《乡村牧师日记》时带出的观点，盛赞

它为异质共生的美学生物。10月16日

上映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是陈传兴

的“诗歌三部曲”的第三部，很难把它简

单地看成古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人

物传记片，其影像文本中的多媒介互渗

相生，既拉开了与一般人物传记片的距

离，也全然有别于他广受赞誉的关于苦

行诗人周梦蝶的《化城再来人》。当然，

这种“多媒介互渗相生”也发生于他的

字书《岸萤》中，让这本“迷宫式”的读物

集影片分析、留法自传、文学批评、西方

思想史评与艺术创作随笔等多种文体

于一身，挑战着读者惯常的阅读方式。

这固然与陈传兴个人作为教授学者、艺

术家、媒体人、作家的跨学科、跨文化的

斜杠身份相关，也是代表了当下这个新

媒体时代，媒介间性大步介入影像思维

的一种趋向。

回到陈传兴为中国诗做人物传的

影像创作上。台湾诗人周梦蝶将做诗

当作一场现世禅修。陈传兴的镜头始

终逼近他瘦小苦绝的肉身，以一天的日

常时间复刻这个苦行者在日常现实中

的跋涉，纯粹与孤独，都是为践行他的

知行合一。影片在结尾拉长了一幕诗

歌意象：树叠水中，舟行枝头。画面宁

静又奇拔，落幕黑屏后，忽然传出周梦

蝶在影片中的最后一句独白：我选择/

不选择——道尽了他一生的狷介与痴

狂。整片结构的影像方式和声画节奏，

与周梦蝶的诗歌内质是统一的，甚至有

些段落以影像的方式再生了周梦蝶的

诗歌，如诗歌《叩别内湖》的一段。周公

独特执拗又娓娓道来的河南乡音、形质

坚毅而字字相扣的楷书诗笺，与周公干

枯而坚韧的肉身都是他歌行的一部分。

《掬水月在手》全然不同于《化城再

来人》。影片中，叶嘉莹的一生与中国

古诗词之间，构成了一种“镜花水月”式

的相互承载、相互书写的对象性的神秘

联系。与《化城再来人》的以实写虚不

同，《掬水月在手》把人物推开，镜头始

终与主体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

编织层层表意符号，又有意含糊，以造

成一定的陌生感。影片中每每抒情，就

开始堆叠大量不做标记的空镜与器物；

每每吟诵诗词，画面上就溢出或错置的

相关或无关的字幕来“干扰”。例如叶

嘉莹口述自己幼年的开蒙教育时，画面

中翻开的书页竟然是许寿裳回忆鲁迅

的文章。这其中暗含的深意非常值得

玩味。

首先叶先生讲述是开学的第一天

在“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前磕了头，即将

遵行的是这个进士第家族制定的“新知

识，旧道德”的教育方针。这与鲁迅当

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文化运动

相反。画面中的书页里提到，鲁迅为许

寿裳的长儿开蒙，上来只教了两个字，

一个“天”字与一个“人”字，即“自然与

人文”之道。叶嘉莹的开蒙与许寿裳之

子的开蒙并置，将五四之后旧贵族的尊

孔遗风与新文人的科学人文对提，看上

去是暗指儒家孔道在风雨飘摇的现代

中国可能为深闺女子人格养成带来压

抑的负面作用，但其实更多地展示出整

个五四时期民国社会启蒙教育的轮廓，

也即更重视人格培养。而1949年以后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少儿教育，几乎

都斩断了这一传统，当然，同时斩断的

还有以古诗词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瑰丽

的古典诗词文化。更何况，叶嘉莹的未

来人生的几个重大节点，都与鲁迅的几

个坚定的追随者休戚相关。这有意无

意的一笔，更像是中国叙事美学中的草

蛇灰线。

也就是说，在这个简短的声画段落

里，隐含着至少三层意思，指向传记者

的个体人生养成，指向社会历史的文化

断裂，指向命运按下的因缘符码。这种

多层文本的叠加、指认与隐晦，非常考

验观众相关的人文历史储备以及电影

素养。仅此一斑，还不及陈传兴所言的

影像巴洛克编织的一角。

从整体上看，《掬水月在手》从题目

开始，以“水”为象征，试图构建中国式

的多重镜像空间。首先，影片从北京察

院胡同叶家的四合院故居为线索一，以

它优雅的建筑结构“大门”、“脉房”、“内

院”、“庭院”、“西厢房”为标题，在追溯叶

嘉莹如何在一次次颠沛沉浮里担负起

中华诗词传承的责任时，试图以一个传

统诗书世家的家塾空间为基。然而到

了片尾我们才知道，察院胡同23号其实

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了

一个文化记忆空间，一个需要在不断的

追忆中确立的对象，一个由诗文、照片、

回忆录、新舍（如坛养莲花的迦陵学

舍）、口述等文本反复证明的缺席的存

在，一个海德格尔式的诗的居所。这是

第一层“水中月”。

当然还有杜甫的《秋兴八首》，被导

演请来的佐藤聪明团队隆重地做成了

一套长达49分钟的唐风组曲，以笙、筚

篥、日本琴（koto）、日本筝（sho）构成的

雅乐为基础，配以女高音和男中音吟唱

的声乐，组合以弦乐四重奏的西洋乐。

叶嘉莹的口述以1924年军阀时期的直

奉之战起始，而《秋兴八首》介入的歌吟

叙事，从圆明园被毁、到清漪园的二次

灾难直到日本军侵华为第一个章节，以

唐玄宗安史之乱导致盛唐兴衰，比兴近

代中国外族入侵伊始的动荡不安。叶

嘉莹的口述史与《秋兴八首》隐喻的时

代兴衰构成了两条时而相互映照，时而

相互指认和慰籍的线索。其实《秋兴八

首》链接的是导演的文化追溯视角，所

以片头画面会一头扎入到千唐志斋的

窑洞，于各地的壁画、石窟、碑林间逡

巡，又是战国六山纹镜、又是大唐兴庆

宫图，还让一群洛河的孩子碎念《乐

府》、《楚辞》、《诗经》的断篇，将撕成碎条

的词牌名挂在荒芜的枯草枝头飘荡，陈

传兴说，他试图为中国诗招魂。《秋兴八

首》建立了中国律诗的高度，它代表着

中国诗词文化难以断绝与湮灭的历史

鸣响，与叶嘉莹挫折一生离乡、辗转与

还乡寻根的文化足迹之间，构成了文化

生命之水与诗之精魂间的第二层水月

关系。

《掬水月在手》最后一个章节无题，

将“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儒家伦理

落地在一个具体的中国女性身上。前

五个章节中的叶先生端坐在南开大学

的迦陵学舍中，银发、指甲、围巾、眼镜

链、中式装束无不端庄精致，与她细软

从容的简述、间或插入的曼声低吟呼

应，构成多处留白。加上遍布港台、北

美和内地的学生与后辈，对叶先生高山

仰止的溢美之词，让这位中国最后的女

先生远比网络视频中讲诗论词的叶老

师遥远。影片最后章节的20分钟里，草

蛇灰线悉数聚拢，死亡与重生、原罪与

还乡、孤独与存在的多重主题并注一

处。以一个下雪的冬天起笔，叙事开始

深入叶先生的内心世界。两场至亲死

亡带来的原罪般自责、失去老宅与找到

原乡的黍离之慨、异国老友君子之交般

的关切与理解，以致于所有的空境都在

描述这位年近百年的女性内心的承受

与平静，那里唱和着杜甫诗歌的中和之

美、古风之韵。以他者的视点讲述远景

中的叶先生，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叶先

生的文化空间。此前导演在古中国大

地上采撷的文化数据，这时都映上了叶

先生的文化人格。影片以伊洛河畔雪

地上的一串孔雀足印结尾，再次回应了

“掬水之月”的笔法。

郢中白雪也好，妙音鸟现也好，千

秋此时，遗音沧海，终究追问的是中国

古典诗词的传承。这份责任，需要一代

代人担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