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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影之特色
——在广东职工大学堂上的演讲

■文/蒙丽静

什么是“红色电影”？红色电

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是什么？在今天到处宣传和放映

红色电影的当下，将这些概念搞

清楚非常紧迫。因为，不是所有

表现真善美的电影就一定是红色

电影，甚至并非讲述反抗侵略、讴

歌英雄人物的电影就一定是红色

电影。红色电影有一条鲜明的红

线，我将之称为“表现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的电

影”才可以称得上是红色电影。

红色是我们通过对于已经具

有象征内涵的一种色别的辨识，这

个象征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事的解放事

业。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红色的，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武装叫工农红

军，确认了这种辨识，就会有了这

样的认知，即“红色”代表的是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事的革

命与建设事业。在如是认知当中，

后者的象征意义脱颖而出。

所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的革命与建设，其他的内容都

称不上是“红色电影”。譬如《刘

三姐》，当然是真善美的优秀电

影，但它并非红色电影。相反，红

色电影不以一部影片的体量大

小，只要是具备红色电影要素的

就是红色电影。

譬如《半夜鸡叫》是一部动画

电影，它虽然没有出现中国共产

党的具体形象，但是它表现的正

是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是革命与

反抗，是作为中国共产党要带领

人民起来推翻的旧社会势力，封

建地主阶级表现出全部的残酷

性，证明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

历史的选择，是正确而合符历史

潮流的。所以，这部反抗地主压

迫的动画片《半夜鸡叫》就属于红

色电影。

又如，同时期出现的《甲午风

云》歌颂了邓世昌那样的爱国英

雄。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奠基题词当中，也肯

定一切近代史以来在反抗帝国主

义外来侵略中牺牲的民族英雄们

都永垂不朽。但是《甲午风云》不

属于红色电影。因为，依照历史

的进程它还没有到中国共产党登

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

很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人士，

他们的电影对于我们后人有着强

烈的激励意义，同样是爱国主义

的教科书，譬如《谭嗣同》、《林则

徐》、《辛亥革命》等虽然在中国优

秀电影画廊当中举足轻重，他们

是优秀电影，但不是红色电影。

这里没有贬损任何影片的意思，

我们只是在清晰不同的影片，尤

其现在要求宣传观看红色电影。

红色电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也有其与各种救国道路

不一样的重要原因，而且这才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中国共

产党诞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这个国家还有另外一支革命

力量，那就是中国国民党，两个完

全不同信仰的政党曾经有过短暂

的合作，也曾经有着共同的敌人

和共同的革命任务。

但是，我们从两个党的革命

主张和立党精神来看，就可以明

白为何国民党很快就走向了反

面、背叛了革命，而只有共产党继

续高举红旗，前赴后继，打倒了国

内一切反动派，历经百年直到今

日，建成了能够造福于十四亿中

国人民而抗衡于全球资本主义体

系的强大国家。

初衷不同在哪里？我们翻开

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的第一份立党宣言，这份有着孙中

山先生参与制定的“宣言”，将中

国当时的黑暗归咎于袁世凯死后

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正是这些封建

军阀的统治，给了西方列强可乘之

机，因此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

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

这样的宣言对于中国社会的

现实究竟是否正解？打倒了眼前

的军阀，革命就可以宣告成功了

吗？我们再看看共产党的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份立党宣

言。在这份宣言中，共产党给中

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打

开了视野的天窗。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对于中国

革命面对的境况是这样认知的，

中国的黑暗不是孤立的，也不是

因为军阀割据所根本造成的。中

国已经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

与瓜分当中，所以中国在世界上

没有立足之地，而封建军阀和剥

削阶级正积极投靠西方资本集

团，卖身为西方资本的买办，然后

用西方资本的力量加快盘剥中国

人民，摧毁中国的经济。

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认为中

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即世界资本主义，打倒一切充当

世界资本主义买办帮凶的中国官

僚与封建势力。国民党的宣言是

只字不提资本主义，不提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需要的

就是一旦统治中国，就转身成为

最大的官僚买办集团。然后他们

就借助于中外资本主义的资本，

继续统治中国。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反对谁、依靠谁，和建立怎样的

新中国等尖锐问题上完全对立的

两种主张。国民党要攀上世界资

本主义大树，然后借助中国的军

阀和地主建成他们永远压迫中国

人民的官僚买办专制。中国共产

党的道路则注定要彻底反对一切

勾结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反动

派，包括军阀地主，而最根本的是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所谓红色就是这一层深刻的

意思所在。所有在这个旗帜下的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的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所有表现这场有着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也就都是

红色作品，譬如红色电影。这是

一条红线，其中既有波澜壮阔，也

有层面的深浅，既有宏大叙事，也

有单打独斗。

其中如《红色娘子军》、《开天

辟地》、《1921》、《大决战》、《烈火

中永生》、《上甘岭》等是高屋建

瓴、抒写长史的；又如《闪闪的红

星》、《小兵张嘎》、《冰山上的来

客》、《野火春风斗古城》、《鸡毛

信》、《红孩子》、《大浪淘沙》等则

是以小见大，丰富着红色电影的

角度和层面的。

甚 至 有 一 些 是 擦 边 球 的 如

《柳堡的故事》，爱情的主线十分

明显，但这是在革命岁月当中的

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火花。譬

如《英雄儿女》也是父母兄妹情深

意长，但它们都服从于伟大的时

代背景，而这个时代背景的确立

就是讴歌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的革命与建设的，所以它们是红

色电影。

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红色

电影的确离开过我们，由于党的

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革命，尤其是革命战争的红色主

题淡出了银幕。这就是生活与历

史的复杂性。今天我们重温这些

红色电影，不应当有任何的隔膜，

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老一辈人

对于年轻一代的传播和教育。

国际资本主义要统治世界这

个根本性的全球制度安排没有变

过，他们仅仅因为要和平演变中

国而放松了对于中国社会过往的

围堵与围剿。他们更幻想中国的

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放下信仰和

国家意识，使中国也变成一个他

们可以凌驾与压榨的国家。当前

国际斗争正在日益尖锐，所以我

们就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世界资本主

义一定会是水火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就要找回自己的初

心，一如前述，找回与世界资本主

义斗争的那股子胆识和勇气。红

色电影是起着这种认知世界、树

立信仰、振奋斗志、勇于探索的鼓

舞作用的。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加

多元化的色彩追求，同样也需要

其他建设性的方向的电影。但是

红色电影这一脉自然不可以中

断，因为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说

是没有改变的。

父亲的信仰
——评《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

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

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一个父亲

的寻子之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

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被认为是

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极简也是

最复杂的电影。年底露面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时，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

注。值得庆幸的，这部胶片电影不久将

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登上

中国大银幕。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

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

化”，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

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确

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将政

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

与暴力中，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

化，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

感。2000 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

一批巴尔干地区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

进入战后现实，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

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以置疑社会

等级制度和遗留的社会秩序问题。突出

反映在他的《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

设陷》（2007）两部惊悚犯罪片中。进入

第二个十年后，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不

管 是 三 线 时 空 交 叉 的《涟 漪 效 应》

（2014），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

事《父亲》，都以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

事件为基础。特别是《父亲》，以突出的

纪实性与社会性，展现了一个发生在塞

尔维亚的肯·洛奇故事，讲述了一位父亲

的贫穷和坚持，被英国《每日银幕》评论

为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号角置于了

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往

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

关系暴力中生存？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

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的父亲，面对官

僚主义的高墙，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步

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主管

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夺回孩

子的抚养权而战。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

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并花好几天时间

与他在一起，以加深理解。同时和《完美

设陷》一样，《父亲》中再次讲述了一个需

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的奋力赎回

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导演献给他的父亲

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的那部分。

父亲的沉默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是世界电影中

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父亲》里可以明

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

现的黑色与荒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

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父亲》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

片头个场景的3分钟时间里，是一个濒

临崩溃的母亲为讨回她的饥困到极限的

家庭被拖欠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突然

携子当众自焚。然而实际上，此后沉默

木讷的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才更加令

人绝望。他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

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

助，相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进一步置

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当尼古拉从做临

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

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

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质疑和审判，

其背后的原罪就是贫穷。在这几场室内

戏中，父亲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镜头俯

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

辑，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

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

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

暴力的一种形式”。这种逻辑实际上是

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它成为体

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应该说，贫

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而父亲

的悲剧，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更在于无

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大多数情况下，尼古拉对别人的问

话或者评论，都难以做出反应。除了来

自体制的虚伪冷漠和麻木不仁，还包括

试图同情他、帮助他的旧同事、乡亲，甚

至陌生人为他的处境开出的各种处方。

言语滔滔的人们前前后后出现在尼古拉

的旅程里，但是他们都与他远远地拉开

了距离。戈兰·波格丹的表演将人物不

必要的细微动作降到最低，与人一起的

时候，他总是一张绝望、僵硬而又顺从的

表情，似乎永远丧失了“愤怒”的能力，罕

见的情感闯入，也是为了突然死去的流

浪狗以及突然被人像对待流浪狗一样施

舍食物而哭泣。这让他大大不同于肯·
洛奇的角色。然而，在尼古拉疲惫的身

体语言中却蕴藏着周围那些首鼠两端的

灰色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他

朴素地坚信：作为父亲，他有权利和自己

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影片的意识形态并不在于揭露官僚

主义明目张胆的腐败，并将父亲看成腐

败国家的受害者，而是要讲述一个在经

济衰退、工业化转型失败、农村破产、失

业率常年高居不下的现实社会里，还可

以有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在极端困境

中，仍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付出与牺

牲能得到回应。导演说，这一精神画像

来自于沃纳·赫尔措格在《冰雪行》中一

段自述的启发，讲赫尔措格坚信徒步从

慕尼黑到巴黎看望朋友，能让朋友的病

好起来。导演认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动摇的动机。

父亲的三百公里

所以，如西西弗斯一样，父亲尼古拉

这个人物的行动力似乎就在于绝望与决

心的相互作用中。这支撑着他三百公里

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荒野乡村，到后工

业废墟，直到玻璃幕房式耀眼的首都，成

就了影片主体的第二幕。五天五夜的穿

行与两天两夜的政府楼前的苦等，尼古

拉经历了身体上的筋疲力尽和饥饿的极

限，这无疑让他的“父亲之旅”带有几分

宗教色彩，尽管他的孩子们无须知道他

在为他们而战。

在这段文德斯式的穿越废墟的“公

路片”中，父亲与空间的关系呈现出与第

一个段落全然不同的方式。尼古拉大多

时候被置于近景的景深镜头中，或者位

于大全景的纵向或横向的三分画面的正

中。以表现人物接受这个被历史与现实

不断抛弃的空间里的全部内容，因为他

可以专注于痛苦，耐心向前，绝不放弃。

戈卢博维奇说，他想展现在苦难和逆境

之后自己站起来的尼古拉的样子。

导演的摄影搭档亚历山大·伊利奇

在超 16 毫米胶片上拍摄了此片。视觉

上追求数字革命前的电影所具有的结

构、对比度和深度，以保持一种无可辩驳

地扎根于当下时刻的现实感。影片在普

里博伊、扎耶卡尔、克尼亚泽瓦茨周围等

几个地方拍摄，将塞尔维亚境内全然不

同质感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贫困的乡村

社区、废弃而丑陋的后工业巨型建筑、危

机四伏的首都郊区、明媚动人的秋日荒

原、历史遗存的乡镇集市等。导演借助

于尼古拉对塞尔维亚从南部乡村到首都

的一步步丈量，重拾现实主义，并抛弃所

有戏剧性方向或者寓言式发展。尽管一

路上，尼古拉的身边出现过几种动物：亲

近人的流浪狗、擦身而过的兔子、让路而

行的狼群，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如影片《被

涂污的鸟》里那样极端的政治隐喻关

系。它们只是作为尼古拉与人群关系的

对比。相比那些剥夺者与围观者，这几

只在尼古拉的行程中淡然闪过的动物，

更能跟他的内心情感建立关系：共情的、

好奇的甚或试探敌意的。

影片结尾突然转向，尼古拉斯重新

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却发现乡村社区的

邻居们搬空了他房子里的所有东西。这

种巴尔干战争期间就经常发生的极端现

实，天然夹带着无可奈何的荒诞感，导演

却继续以克制的方式，避开它的喜剧色

彩。在最后十几分钟内影片中的人物全

然沉默，父亲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捡回

桌子，椅子，盘子，没有表情，也没遇到反

抗。最后他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看着

凑齐了的四把椅子，开始吃饭。日常的

延续，才能保证一个家的信念，父亲尼古

拉虽然失去了一切，但仍然坚信寻回一

切的可能。

《小小港湾》：

以爱为名，为爱远航的儿童诗
9 月初在全国艺联上映的《小小港

湾》让人惊喜。这部由伊塔·格夫沃导演

的风格迥异的斯洛伐克儿童电影获誉颇

多，2017年2月获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

节水晶熊儿童最佳影片，同年12月获第

四届丝路电影节“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

年度故事片。影片获奖的缘由就在于导

演在影片中视听语言的个性和独创性，

唯美的画面以及浓重的对爱、对亲情、对

家庭的人文主义色彩。

为爱远航：重建儿童精神世界

儿童是纯真美好的代名词，在成年

人世界的复杂、功利和欲望面前，他们以

自己蓬勃的生命力描绘出生命中最本真

的颜色。无论是脏乱的社会还是冰冷的

生活，有了儿童的出现，就有了希望，有

了对社会所有美好的渴望。《小小港湾》

的在全国电影艺术联盟宣发的海报上，

“为爱远航”的主题非常贴切。影片中的

各个儿童角色的生活都不那么美好，亚

尔卡生活在不靠谱的家庭中，父亲缺位、

母亲只顾吃喝玩乐，没洗的碗碟、没洗的

衣服，脏乱差的家庭环境，垂死的外祖

母，少女亚尔卡就是这样家庭生长的孩

子，她的生活中没有爱，还被唯一玩伴的

父母嫌弃，外祖母死后最终被母亲遗

弃。影片的另一个男主人公克里斯蒂

安，与亚尔卡截然相反，家庭父母俱全，

家中纤尘不染，强势父母的严格管理也

没有让他快乐，他无法饲养自己喜爱的

小刺猬，遭受霸凌被挂在运动器械上的

时候无能为力，只有小朋友亚尔卡能解

决他所有的问题；而失去家庭庇护，被遗

弃的双胞胎若不是被亚尔卡带回抚养，

未来生活走向亦是不可知晓。作为孩子

而言，家庭就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而

家庭的异化极易让孩子的精神世界崩

塌，失去爱的孩子如何成长？如何选择

未来？这是影片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

导演伊塔·格夫沃以温柔细腻的镜头，让

爱为孩子们重构精神世界。

对于远航，来自于母亲的一个承

诺，如果能够得到游轮上唱歌的工作，

“我们就要坐船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每

时每刻都会在一起。”在妈妈的描绘

中，远航成为与妈妈在一起的代名词，

此刻的女孩仿佛听到了大海的声音。

导演十分用心，与母亲的相聚舞蹈的

时候，可以说是母爱的高光时刻了，也

是全局中唯一用轻松音乐的地方，然

而母亲很快被男人拥走，音乐戛然而

止。影片非常写实，亚尔卡渴望妈妈

的爱，但是她的妈妈毫无身为人母的

意识，自己的衣服脏了就穿女儿的衣

服，与男子调笑嬉闹却对女儿视而不

见，为吸引妈妈视线跳水满身伤痕走上

岸时，妈妈已经彻底不见踪影。亚尔卡

从成人世界学到的也有生硬与冷漠，比

如外祖母去世后无助的她，无视拒绝而

强势进入克里斯蒂安的家里，或者是强

取克里斯蒂安的钱物等等，然而更多的

还是儿童身上的善良与温柔，以“爱”的

方式解决“无爱”的问题，就是影片给出

的答案：我们要远航，去一个能和孩子

永远在一起的地方。

超强想象力的儿童世界观

一部成功的电影就是要用镜头语

言建构起支撑整个影片的宇宙观，《小

小港湾》构筑了儿童世界。叶圣陶曾

经说过，儿童的世界是充满想象的，而

非缩小版的成人世界。影片由真人事

件改编，但没有以成年人的视角开展

开儿童的故事，而是俯下身来以儿童

的视角来看世界。影片从小主人公亚

尔卡的视野展开故事叙述，从开端就

可以看出这种梦幻般的诗性神秘气

质，亚尔卡跳入水中的呼唤，在等火车

鸣笛时满脸的蚂蚁，坐在树上眺望远

方的构图，都让人感受到宛若精灵的

亚尔卡身上的童话色彩。所有的一切

都显示出东欧导演艺术影片的共有特

质，即充满隐喻意，让影片具备更多层

次以及更多的意义解读空间。

在亚尔卡的奔跑中，故事转回现

实。对于所有的儿童来说最温暖也是成

长中最不可少的就是妈妈的爱，但对小

亚尔卡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温暖

和陪伴是儿童世界最关注的事情，亚尔

卡也和所有的儿童一样简单纯真，对于

脏乱的家庭格局，垂死的外祖母，妈妈醉

生梦死玩乐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很在意，

她喜欢姥姥的院子，喜欢小朋友克里斯

蒂安丢下的小刺猬，最为关注的是什么

时候能像妈妈说的那样远航，和亲人永

远在一起。之后外祖母的离世、母亲不

负责任的遗弃，使得亚尔卡十分茫然；

直至捡到同样被遗弃的双胞胎婴儿，亚

尔卡将自己心目中“爱”的想象落实在

对婴儿的抚养之上，以儿童视野中“理

想之家”的样子构筑现实中的“爱”的世

界，在现实和梦想之间，以爱为纽带开

启了两个世界的交融。儿童世界的逻

辑及定义与成人不同，导演就将这种不

同呈现在银幕上，当影片的另一个小主

人公男孩克里斯蒂安问到孩子的时候，

亚尔卡毫不犹豫地肯定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只有我，别人都不要他们。”当男孩

质疑亚尔卡设计的海滩野餐的时候，有

这样的对话：

如果以前我跟你说我有房子和两个

孩子，你会相信我吗？——不会。

我们有孩子吗？——有。

所以我们也有海，那里还有船。

儿童世界充满童趣又自成一体，亚

尔卡坚定的回答让影片中所有的不合理

都得到了和解，这本就是一个儿童视野

下的童真世界，不以成人世界的理性认

识与判断为基准。他们奔跑嬉闹，也像

大人一样给孩子唱歌喂奶换尿片，但现

实生活的养育孩子并不容易，而所有的

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导演想象力和创

造力显现出来，她以神话般开放式的结

局让孩子们的梦想成真，把载着女孩、男

孩、婴儿的林中小屋变成一条驶向“爱”

的航船。

“互文性”的叙事特征

《小小港湾》的创作没有因袭好莱坞

类型片的起因、发展、高潮的传统模式，

而呈现出东欧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时期

新浪潮的反传统气质。影片在大体上分

为了两个叙事段落，而这两个段落的互

相影响使整个电影意味深长。文艺批评

中有互文性的理论，从狭义上讲就是文

本的引用、参考、暗示、抄袭以及超文本

的戏拟和仿作等手法，置换到这里就显

得格外有深意。

影片的上半部分是小主人公对妈妈

的追寻，而下半部分是小主人公自己化身

为妈妈的行动。妈妈对孩子的无视并没

有影响到孩子对妈妈的模仿，母亲露西娅

对生活的态度随意而反叛，片中好几次出

现了轮盘选择的场景，以餐刀旋转选择吃

的，即便是转到调料瓶子的时候也照样吃

下去，而面对女儿的请求的时候，也以转

口红的方式决定去留；而亚尔卡和小马玩

偶游戏中也有同款的餐刀旋转选择；“听

话，不然我就不喜欢你了”，“不管你什么

时候迷了路，只要跟着几号走就行”，睡不

着时妈妈让自己数数，妈妈描绘的远航美

景；在后半段的影片叙事中一一得到闭环

式的回应，无论是妈妈露西亚的原话照搬

还是美好憧憬的复刻，都体现出亚尔卡小

姑娘的行为来自于母亲的模仿。但同样

是母亲的冷漠，导演在女孩身上打上了光

芒，原生家庭的外祖母冷漠造成了妈妈对

女儿的遗弃，而亚尔卡却在冷漠的遗弃后

选择了为爱而生。这种互文性的对比结

构，充分呈现出影片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儿童成长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而唯

有“爱”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小小港湾》作为一部近年来并不多

见诗意灵动的儿童故事片，它以儿童视野

看社会，充满梦幻，充满童真，又不乏深度

的社会人文思考。无论生活如何艰难，

为爱起航，或许就是影片对儿童成长最

好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