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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 舟

2018年开始历时三年的扫黑行动也催生

了大银幕上一批以“扫黑”为主题的影片，这

些影片都在努力融合政法宣传与警匪类型两

种叙述话语与电影表达，其融合的合理、自

然、圆融、流畅程度直接决定了影片最后呈现

出来的完成度。《扫黑行动》中这两者的融合

显然还处于分层或者说分离的状态。诚然，

这种融合是不易的。事实上，现阶段中国所

有的主旋律大片都在探索、开拓这样一条融

合之路。

广义地理解“扫黑”即为官方力量扫灭黑

社会，电影史上关于“扫黑”主题的电影，美

国、中国香港电影中都有高相关的类型，美国

电影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黑帮电影，都

是讲述黑帮枭雄崛起又覆灭的故事，这些黑

帮影片都有美国禁酒时代的嚣张暴徒为原

型，因为暴徒的事迹早就通过当时美国新兴

的小报业而广为人知，所以这类影片有很浓

重的人物传记色彩，用颇多的笔墨描述了主

人公迥异于常人的生平与个性。而对导致其

覆灭的官方剿黑行动着墨不多，更多是从反

面主人公性格内含的缺陷而导致的必然覆灭

来解释他的败亡。

香港影史上的“扫黑”故事则建立在20世

纪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剿灭当时猖獗的黑社

会的史实基础之上，这类“扫黑”影片是警匪

片类型模式，最大的看点则是建构了一组亦

敌亦友、互相钳制的三角人物关系：正方廉政

公署官员，反方黑帮头目，和看似正方实则与

反方狼狈为奸的腐败警长，越到后期对于腐

败警长的着墨越多，他甚至取代了廉政公署

官员和黑帮头目，成为独霸一方黑白通吃的

“香港王”，以香港贪腐探长吕乐为原型打造

的“雷洛”探长的影片直到21世纪导演王晶还

在拍。

另外欧洲在70年代也拍摄过一些扫黑影

片，比如铲除黑手党、清除高度关涉政坛人物

的黑帮头目等，这类影片其实是70年代非常

时髦的政坛黑幕影片的一种变体，它更多的

沿用的是政治黑幕片的类型模式。

美国及香港地区的“扫黑”片打的是明

牌，也就是说直接呈现反面人物，而且在影片

中高度渲染负面能量，用大篇幅去表现黑帮

人物的无法无天、肆意作恶，尤其是在美国黑

帮片中，这种高扬的恶其实是影片主要表现

的内容，而对恶之制服与约束，只占影片中非

常少的比重。

70 年代的欧洲扫黑片因为用了政治黑

幕片的类型模式，所以不再是明晃晃的明

牌，而开始有一些解密式的暗牌，开始走烧

脑路线，需要结合一些线索和证据来洞悉某

些道貌岸然的政治人物的真实面目及他们

与地下黑帮勾结的事实真相。但它也不是

完全的暗牌，到了中部揭晓后，其实就开始

了另一种政治筹谋的交换与斡旋。有点像

儿时玩的暗翻军棋，前半段是翻牌阶段，一

边翻一边下，辨明敌我，摸清实力，到所有棋

子都从暗牌翻成了明牌，就开始了真正的下

棋，两军对垒，排兵布阵，用棋子们的杀伐来

获取最终的胜利。

以上这些电影史上关于“扫黑”故事的叙

述方式，我们当然都可以用，但又都不完全意

义上的拿来我用，因为我们国家的扫黑片跟

它们的意识形态要求和价值观都不同，这根

本的不同决定了我们无法完全采用它们的叙

述话语与表现方式。

以上所列三种电影史上常见的“扫黑”故

事，无论是哪一种，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官方

主流力量的存疑，美国黑帮片里的警察孱弱

无力，香港扫黑片中的腐败警长与黑帮沆瀣

一气，甚至比黑帮更黑，而欧洲黑幕片中的政

府官员所追求的不是正义，不是民之福祉，只

是他的个人利益。类型片的叙述话语与表现

形式不是无根之水，而是生长于特定的意识

形态与社会认知土壤上的产物。

中国的“扫黑片”的意识形态要求就是要

大力彰显国家力量的强大正义，这从根本上

决定了我们的“扫黑片”无法机械照搬电影史

常见的这些“扫黑”故事的叙述方式，有时甚

至连更具体层面的影像表达都很难照搬。

回到《扫黑行动》，影片一开始，用画外

音、一组会议、集体出警的镜头来显示国家扫

黑行动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而同时它穿插

了湾海市非法借贷、暴力催收的某公司涉黑

人员对借贷者拳打脚踢的暴力镜头。这种让

人联想到《教父》中的平行蒙太奇的并列，个

人觉得并不适宜，它既容易让观众产生对影

片传达的意义的混淆，也让影片一开始就处

于两种不同的叙述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相互消

解之中。

实际上，《扫黑行动》全片也确实一直处

于政法宣传话语与香港黑帮片类型话语的分

立并行之中，在讲述中央巡查组与警方部署

等工作内容时，叙述话语、人物刻画、演员阵

容、镜头风格都是内地政法剧风格，而在讲述

涉黑公司的非法行径时，就完全切换到香港

黑帮片模式。

当然，所有先进的电影经验我们都应该

从善如流地学习与运用，近年来一些赢得观

众好评的扫黑题材影视剧，其实都是调和了

一定的类型经验，大部分此类成功作品都赢

在尺度上，对地方保护伞的暴露尺度与对黑

社会势力之恶行的呈现尺度。

笔者认为其实还有一条路径值得创作者

们更多探索，就是叙事的曲折与呈现的丰富

性。以《扫黑行动》为例，涉黑公司是一家金

融行业的明星公司，而它骄人的业绩是由于

它把非法借贷包装成合法的金融产品，既拿

到银行的投资，也赢得了政府的青睐，并在股

票资本市场上也能搅动风云，显然这是一家

能把黑钱洗成白钱的公司，扫黑行动的难点

就在于如何找到暴力催收逼人致死的肇事方

与这家看起来非常干净的金融公司的深度关

联。影片的案例选择很好，非常有时代代表

性，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抽丝剥茧、层层

深入的高智商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影片把

它讲简单了，金融公司和坠楼而死的借贷者

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而只要警

方抓到了几个暴力催收者马上就关联上了幕

后的金融公司，一个本该动脑的故事，完全只

动用了体力。

另外，影片其实有一个内涵的时间结构，

就是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勾连，这家公司

用了十五年慢慢做大并且洗白，而前来调查

的干警的父亲十五年前就是因为调查这家公

司的前身不幸牺牲的，而且引发这家公司覆

灭的直接导火索是十五年前入狱的前老大刑

满出狱与现老大争夺利益，这些非常好的设

置在片中都只作为一些偶被提及的细节散落

于各处，而没有把它们联结成一个内在的结

构来架起这个故事，也很可惜。如果建构起

一个历时十五年的时间结构，讲述一个企业

的前世今生的原罪与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讲

述一对父子相隔十五年的不懈追凶，还挺有

史诗感的。

《扫黑行动》最后说“历时三年的扫黑行

动不会结束，而是转入常态”，如果中国的“扫

黑片”还要继续拍下去，那么在尺度上的拓展

终有限度，唯有从叙事的复杂与技巧方面进

益才是发展的长计，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能

从影史中学习的还有很多。

《扫黑行动》：扫黑故事的几种叙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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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改编电影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文学与电

影的关系，即电影是否要忠于原著？对于这一

问题，中外电影理论家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忠于原著和自由改编。西方持前一种观点

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里·巴赞，国

内则是夏衍，他们主张改编要尽可能地忠于原

著。后者代表人物则为匈牙利的贝拉·巴拉兹、

美国的乔治·布鲁斯东等，他们更多把原作看成

是再创作的素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自由改编。在自由改

编实践中，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不免打上了

那个特定时代或浓或淡的意识形态烙印，而原

作中的思想价值取向往往难以被当下观众所接

受，为了赢得受众，改编电影在思想意识层面必

须对原作进行“现代性”转化。本文借多部中国

式大片的改编实践为例，旨在管窥导演如何对

原作进行“去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二次创造，这

一过程既为有趣，又颇有现实意义。

一、历史人物的“自我觉醒”

新世纪以来不少电影母本来源于古代文学

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因其时代的局限，其主题难

免带有宣传封建思想的色彩，导演在对这些作

品进行再创造时必须去除原作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封建性，而以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思想加以替

换，于是我们看到了《赵氏孤儿》对人物的全新

阐释，而立意方面由无限放大正面人物的“超

我”层面、宣传“愚忠”封建观念转变为更合理

的、现代人更易认同的对人物“本我”层面、个体

情感、复杂人性的尊重。

2010年公映的《赵氏孤儿》其文学母本是纪

君祥的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元杂剧的

《赵氏孤儿》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设

计杀害忠臣赵盾全家三百余口，赵家门客程婴

和赵盾好友公孙杵臼以及韩厥将军合力救孤、

程婴养孤，十五年后赵氏孤儿长大终报大仇的

故事，赞扬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为了保全忠良之

后不惜牺牲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的忠义精

神。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不再渲染元

杂剧宣扬的封建社会的忠义思想，而对人物的

心理和言行进行了更为真实、更加符合人性的

改动。人物角色不再简单地分为正反两面，忠

臣丞相赵盾多了些居功自傲，心狠手辣的屠岸

贾在与赵氏孤儿的相处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他对程勃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的情况下，听

见程勃喊“干爹，救我！”时他仍然调转了马头对

程勃出手相救。程婴对赵氏孤儿的抚养相较元

杂剧的程婴多了些许私心，他一念在心的是让

赵孤长大后为自己替死的孩子报仇。而程婴当

初的救孤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了晋灵公的

姐姐庄姬，赵氏孤儿得以存活则是程婴之妻的

一己之私的结果，在士兵挨家搜查婴儿的时候，

她很自然地把赵氏孤儿交了出去。元杂剧中程

婴明知交出去的孩子会是什么结果还是亲自把

自己的孩子交了出去，程婴大义灭亲的做法在

今天的观众眼里则有些难以理解，也不符合人

道，所以影片中假屠岸贾之口质问程婴：“你有

什么权利决定你的孩子的生死？你又有什么权

利让赵家的孩子替你报仇？”联系十五年前屠岸

贾只因与赵盾争权就设计杀死国君嫁祸于赵

盾，阴谋矫诏杀死赵盾一家老少三百余口的性

命，屠岸贾说出此言的确是莫大的讽刺，但影片

的用意也非常明显，即借此一问来传达一种尊

重生命、尊重个体情感的理念，实现与当下观众

的精神对接。

二、生命视域中的战争与人性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故事一直是我国

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而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

在主题上一般是弘扬革命的集体主义，宣扬服

从是军人的天职，正是军人铁一般的服从命令

听指挥的意志才是我军取得关键胜利的保证，

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每一个普通军人是作为群

像中的一员出现的，其个体的贡献是不被特别

突出的。而到了新世纪以后，在文学的电影化

传播实践中对革命战争题材的处理出现了新的

尝试，从单纯地歌颂集体主义转变为对个体生

命价值的突出和肯定，《集结号》即是此类电影

中的翘楚。

2007年《集结号》的出现使之前中国式大片

“形式大于内容”的客观现实得以改善。它以宏

大惨烈的战争场面震撼着观众的眼球，同时它

又是一部有别于传统战争片的影片，这部电影

中在传统的歌颂集体主义宏大主题的基础上增

加了另一个主题维度，即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从

而丰富了电影的内涵。而电影的最后连长谷子

地的执着终于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完

成了对战争主题的探索和与传统战争题材主流

意识形态的完美融合。

经过刘恒编剧的电影《集结号》大致采纳了

杨金远的小说《官司》的故事情节和谷连长执着

寻找的人物精神，但是故事立意却发生了明显

的丰富和升华，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谷子地是

生长粮食的土地，“谷子地”的名字源于人物被

捡到时的地点和他的无名无姓，因而“谷子地”

又可以理解成对所有无名者的指称，这里影片

主人公的名字喻指了所有无名却具有默默奉献

精神的无名英雄。

《集结号》作为一部商业片，它的成功不仅

在于它打造了逼真的宏大的战争场景，更在于

它厚重的思想内涵，它的立意也不仅仅在于对

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认同，作为一部战争巨

制，《集结号》的成功更在于它既表达了对个体

生命意识的认同，同时也歌颂了传统的军人服

从命令就是天职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市场化诉求下的女性角色的凸显

新世纪以来的产业化背景下，票房成为众

多电影的直接目标。商业化、大众化诉求催生

的中国式“大片”其鲜明特征是突出了影片对

“视觉奇观”的营造。市场化诉求令文学母本的

内涵被极大地瘦身，但同时却也使电影强化了

两性之间的戏剧冲突，在这类“大片”中，女性角

色虽更多地是作为消费符号出现，但相较于文

学母本，电影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却更加用力，女

性角色更加丰满，女性自我意识也得以增强。

市场化诉求令具有戏剧冲突的文学母本更

受青睐。2006年冯小刚把《哈姆雷特》改编成了

电影《夜宴》。《夜宴》作为一部商业大片，其商业

化因素得到了最大化的突出。不同于莎士比亚

戏剧《哈姆雷特》所显现出的浓郁的宗教色彩和

人物所具有的家国使命感等人文色彩，冯小刚

只采用了它的故事框架，把电影背景置换成了

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宫廷故事背景对制造视

听盛宴有着绝佳的优势，《夜宴》具有暴力美学

特征，血腥和美感并置，视听刺激强烈，抛开《夜

宴》内涵层面的单薄不言，它在视觉美感的营造

方面堪称成功，而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也比原

作丰富许多。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王后葛

忒露德嫁给“叔叔”是源于她的“淫欲”，对她的

鞭挞集中她的德行有亏。《夜宴》中的皇后形象

则更为立体，她则处于更为复杂的权力、情感矛

盾中，她对“叔叔”不仅有审时度势的臣服，更有

取而代之的谋略和行动。哈姆雷特热恋的御前

大臣之女莪菲丽亚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单纯女

孩，她对自己是否应该接受哈姆雷特的追求完

全听命于父亲和哥哥的意见。而以莪菲丽亚为

原型的《夜宴》中的青女同样单纯，但情感却坚

定而纯粹。如果说《哈姆雷特》中的女性自我意

识处于蒙昧无明之中，《夜宴》中的女性则具有

了明确的自主选择命运的自我意识。

曹禺的《雷雨》被改编成《满城尽带黄金甲》

时同样突出了商业元素。电影在市场化诉求

下，女性更多地以性别符号的意义而存在，成为

制造视觉奇观的材料而被大众消费，聊以令人

欣慰的是王后和蒋太医之妻形象相比原作更为

丰满，更具个性，使两性之间的人物设置更为平

衡，其矛盾斗争也更富有张力，更富有看点。但

与原作相比，内涵上的明显单薄无疑成为此类

电影极大的内伤。

文学改编电影实践中电影倾向于把原作呈

现出的受时代或国别限制的观念意识置换为更

适合当下观众所接受的思想，这是电影市场化

的一个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结果。它们立足于人

性挖掘，有的深化了原作的内涵，有的丰富了人

物形象，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有些影片过

分迎合市场化趣味，造成了形式大于内容、内涵

单薄的流弊，也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本

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电

影化传播研究”17BZW164阶段性成果）

在疫情暴发的2020年创作的《世间有她》

时隔两年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虽然这部影

片由女性制片人董文洁集结了李少红、陈冲、

张艾嘉三大知名又资深的女导演，并由周迅、

许娣、易烊千玺、黄米依、郑秀文、冯德伦等众

多明星加盟出演，但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上

映两个多月，票房仅5000多万。影片打出了

疫情中她视角下的“女性电影”旗号，反而因

为这些标签的前置宣传而导致观众观影时的

巨大落差。由于笔者研究女导演和女性电影

多年，其实非常不忍心批评这部集聚这么多

女力的电影，但是静下心来分析一下这部电

影失利的原因，也许可以避免“女性电影”在

创作上的一些误区。当然，除了影片本身质

量，还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干扰，比如档

期、宣传等等。

很显然，《世间有她》的上映错过了最佳

时机，在它之前，已经有数部疫情题材电影先

后登陆院线，比如2021年上映的纪录片《武汉

日夜》和故事片《中国医生》、《穿过寒冬拥抱

你》，以及2022年上映的《你是我的春天》，如

果说前三部还掀起了一些浪花，但是到了《你

是我的春天》已经意味着疫情电影的尾声

了。再谈形式，《世间有她》是由三位女导演

各自执导的拼盘电影。拼盘电影早而有之，

1934年上映的《女儿经》就是明星公司制作的

女性集锦片，类似的还有联华公司制作的以

抗日为主题的《联华交响曲》，以艺术人生为

主题的《艺海风光》等等。自2019年以来，拼

盘电影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和我

的”系列连续三年在国庆档上映，作为献礼片

获得了不俗的票房和口碑效应。拼盘电影的

优点显而易见，出品方顶层设计，资源整合最

大化，名导联手，明星云集，自带话题和焦点，

受到的关注度自然很高，尤其是在短视频流

行的时代，观众的接受度也会更宽容。但同

时拼盘电影也有一个先天的短板，它通常是

主题先行的“命题作文”，这种自上而下的创

作就意味着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不大，也

容易简单化、概念化，而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一

个叙事完整且有吸引力的短片也是极具难度

的，观众对故事中的人物可能还没建立起情

感认同，这一单元就已经结束了。所以，看拼

盘电影我总是有一种不深入、不解渴、浅尝辄

止的感觉。

当下，无论是作为形式的拼盘电影，还是

作为内容的疫情电影，观众都进入到审美疲

劳期，失去了新鲜感，而恰恰《世间有她》这两

者兼而有之，观看时难免有过时之感。回到

电影本身，其实最初的立意是非常好的，在疫

情中传达出女性的力量。影片三个单元分别

聚焦婆媳、情侣、夫妻关系，女性创作者巧妙

地把自己生活中的难题和情感体验放置到疫

情故事中，把疫情中女性真实的生活场域和

那些无法言说的“隐痛”展现给观众，引发了

不少女性观众的共鸣。比如李少红导演谈到

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会一个人跑出去透

气，就演化成周迅饰演的沈玥一个人想开车

出去却被阻拦，只好雨天在桥上散心的场景；

张艾嘉导演也会遇到如何处理家庭和工作之

间的矛盾，她通过一个香港女性摄影师的焦

头烂额展示了这个难题；陈冲导演把自己对

生活的感悟赋予到一对异地的年轻情侣身

上，并把自己执导的篇章命名为“生命之歌”，

用诗意化的镜头语言探讨生命的无常。

疫情中，习以为常的日子变得珍贵，所有

家庭成员都开始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包含着对女性情感关系的透视。第一单元

的婆媳其实代表着两代女性，婆婆的形象很

具有代表性，爱儿如命的婆婆是大部分中国

传统女性的缩影，儿媳却是有着自我意识的

现代女性，她们之间的矛盾是两代女性不同

观点的碰撞。第二单元是最具有风格化的表

达，整体影像是黑白的，只有手机中的二人世

界才是彩色的，这不仅凸显了这对情侣的情

感世界，也暗示了一种悲剧的结局。第三单

元是最让我有共鸣的段落，对于现代职业女

性，兼顾家庭和工作疲于奔命的生活实在是

太累了，尤其是在儿子发烧之后，梁静思和老

公长达8分钟的吵架戏，激烈、真实、扎心。结

尾处，导演用一场婚礼展现了同为摄影师的

二人的和解，还巧妙地呼应了2003年“非典”

时期二人的相恋。其中，梁静思和菲佣露安

娜之间的女性情谊描画虽然寥寥几个镜头，

但却非常打动我。菲佣给孩子打电话，梁静

思悄悄退出，没有打扰；菲佣买不到口罩，把

家人寄来的口罩跟女主人分享，这种互相体

谅和帮扶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同样，第一

单元最后的婆媳和解也体现出女性之间的温

暖和善意。

但是问题也来了，电影对当下的女性生

活提出了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由于时长限制

太过突兀，也太过简单了，没有达到真正的反

思，只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有温情却缺乏深

度。这三个单元各自35分钟，要完成“起承转

合”的叙事任务确实艰难，起和承把问题抛出

来，但转和合就过于仓促了，没有心理依据和

逻辑说服力，观众也就无法投入和感动。婆

婆仅仅靠几个电话就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开

始关心儿媳，完成了转变？以丈夫、儿子为中

心的生活跟随了她一辈子，这种根深蒂固的

思想是不可能一时转过弯来的。同理，梁静

思和丈夫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因为一场别人的

婚礼发生改变，怀念相恋的过去只是暂时掩

盖了矛盾，如果得不到结构性的调整和实质

性的改变，职业女性的两难境地依然会继续，

家庭裂痕依然在那里。

从结构上讲，主创在总体设计上显然缺

乏考量。第二个单元的黑白画风格和第一

个、第三个接地气现实感的家庭故事相比，太

跳跃了，色彩和调性都不统一，如果单独成章

还不失为一个清新小品。更潦草的是三个单

元之间的衔接仅靠周迅的旁白完成，彼此勾

连乏力，链接性太弱，无法构成一个整体，导

致每个单元的开场和收尾都很生硬。通过沈

玥的画外音，我们晓得第二个单元的女主人

公小鹿是沈玥的表妹，第三个单元的女主人

公梁静思是沈玥在香港的朋友，仅此而已，再

无任何交集，再加上小鹿的扮演者黄米依和

周迅过于相像，我一度以为回到了沈玥的少

女时期，但这又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疫情

故事，混淆分辨之时，观众又从故事中抽离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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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她》：“以女性之名”的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