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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時值改革開放三十一周

年，恢復高考三十二周年。文化圈6

掀起了「八十年代熱」，討論反思改

革，重返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歷

史場景的理論著作和文學影視作品頗

多。《高考1977》便是這股浪潮中的一

個頗有意味的歷史性文本，以其豐富

的故事性和視覺性傳達出對1977年這

一歷史轉折點的更為大眾化的表達和

理解。有學者曾指出，「『恢復高考』

標誌�『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期』的

開端。」1影片導演江海洋和投資人熊

曉鴿都是這個歷史性的「終結」和「開

端」的親歷者，經由恢復了的高考制

度改變了命運，進入了精英階層。影

片的一些情節就是根據他們的親身經

歷設計的，這也賦予了影片的歷史性

±事些許個人回憶和情感的色彩。

影片的情節並不複雜，±事手法

和鏡頭語言也比較單一直白，基本延

續的是悲喜劇（melodrama）的煽情傳

統，講述的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

以後，黑龍江省前進農場三分場6的

一群上海知青（雖然演員大都有北京

口音）努力爭取參加考試以改變個人

命運，最終考上大學回到城市的故

事。這其中又穿插了男主角潘志友

（王學兵飾）和女主角陳瓊（周顯欣飾）

的愛情故事以及陳瓊和陳甫德（趙有

亮飾）的父女之情兩條線索。整部影

片可謂接續了「傷痕文學」和「知青文

學」的傳統，符合新時期以來的主流

±事。片頭的黑白照片展示出一系列

辨識度極高的歷史場景：大字報、上

山下鄉、標語和口號。片尾的一系列

數字更是將歷史的巨大轉折加以量

化，以客觀的科學數據展示�知識的

權威性。

貫穿整部影片的滾滾列車反覆以

慢鏡頭大特寫出現。這以風馳電掣的

速度呼嘯而過的鋼鐵巨獸既是知青們

下鄉和回城的交通工具，也隱喻�工

業文明模式的現代化進程。它高速、

冷酷而準確，一天一趟，不為任何人

停留，趕火車去縣城參加高考的知青

們只有身強體壯衝在最前面的（大多是

男性）才有希望。正如導演江海洋所

說，這永遠向前的火車暗示了現代社

會6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他坦言，

在創作這部電影時，知青們追火車去

考場的一段最讓他感動，而這段戲的

設置也別有用心：「那一段就是象徵

我們那個時代，高考一來，等於發令

槍一打，誰都可以參加，大家都往前

跑，跑在前面的人就改變了命運。我

覺得人生就像趕這輛火車一樣。」2

從《高考1977》說起

● 蕭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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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部主旋律影片在北京大學

百年講堂首映後，不僅獲得了不錯的

票房和口碑，也得到了不少年輕一代

網友的共鳴。在以小資扎堆而出名的

「豆瓣網」上，一位名叫“sugar”的網友

寫道：「今天老師課上放了給我們

看，我想我自己是不會看這種主旋律

電影的，因為看了會不開心，但是不

否認感觸很大，沒想到現在我們怨聲

載道的高考，當初人們是如此的渴

望！！經歷了高考，雖然它沒有以前說

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但是它真的很

重要，上了大學才明白，大學的好差

竟然有這麼大！！！」3號稱北美留學生

第一門戶網站的「未名空間」站上也有

不少關於這部影片的評論。一位名為

“sherryhz”的網友說這部電影寄託了

父母一代人的記憶：「以前聽爸爸媽

媽說過，剛聽說恢復高考，那種激動

的心情，一輩子也難以忘記。白天幹

完活，晚上點起昏暗的煤油燈複習。

為了買一套數理化的複習資料，可以

在新華書店前排一個通宵的隊。書上

的每一道題，都反覆做、反覆琢磨。

1977年冬天，1978年夏天，耽誤了

10年，終於，又可以讀書了。」4

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些網友的評

論都印證了影片中所反映的改革開放

以後的一個重要±事——「知識就是力

量」。似乎害怕觀眾不能領會，導演多

次通過片中人物直接說出這個道理，

其中可能算陳瓊的父親陳甫德強調得

最多。這位來自上海戴�眼鏡書卷氣

頗濃的知識份子在寫給女兒的信6

說：「沒有了知識，人和禽獸有甚麼差

別？」更有趣的是，陳瓊在恢復高考以

後考取北京大學數學系，接了父親的

班，這種代代相續的父女（子）關係賦

予了知識傳承更濃厚的人情味和家族

意識，從而獲得了大量網友的認可。

而之前陳父的「歷史反革命」身份

所造成的妻離子散，不禁讓人聯想

起盧新華名噪一時的小說《傷痕》。

文革所造成的家庭的破裂、親情的失

落是新時期文學和電影的母題之一。

如賀桂梅在《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

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6所述：

「『公』／『私』領域的區隔帶有明顯的

價值判斷色彩，『國』與『家』之間的對

抗關係，成為了傷痕、反思文學在表

達『人性』時的重要修辭。」5和「知識

熱」一樣，新時期文學電影對人性和

《高考1977》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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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歌頌肯定了現代化±事的合理

性，賦予「撥亂反正」的歷史軌�更濃

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

不過，細讀之下，影片似乎有意

無意傳達出一些主流±事之外的信

息，其中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三分場

場長老遲（孫海英飾）的角色設置了。

老遲這一角色非常有意思，從演員的

選用就可看出這位場長並非臉譜化的

反派人物，符合現在影視劇角色「人

性化」的潮流。孫海英因為在2001年

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激情燃燒的歲月》

中扮演石光榮一角而家喻戶曉。老遲

和石光榮有�很多相似之處，打�過

去年代的烙印：來自農村，都是軍人

（老遲是退伍軍人），文化水平較低，

有�革命年代的理想主義精神，但是

工作方式流於簡單粗暴。

影片中，老遲操一口頗具喜劇色

彩的東北腔，語言生動，常帶俗語髒

字兒，和知青們字正腔圓常帶點京味

兒的普通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老遲

對腳下的黑土地感情深厚，而對「文

明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禮儀知之

甚少，用知青潘志友的話說：「進門

不敲，出門不關，就是老遲。」得知

恢復高考的消息以後，老遲害怕影響

農場大呦窪工程的進度，試圖阻止知

青參加高考，從而造成了知青強子以

絕食進行抗議，並且刻薄地批評老遲

說：「你總是把組織掛在嘴上，把大

印別在腰上，就是缺點人味兒。」這

樣看來，似乎老遲代表的是頑固的守

舊勢力，以政治權力干預個人自由，

沒有人情味兒，不理解時代的鉅變，

不懂得知識的重要性，以螳臂擋車之

力阻擋�現代化的進程。

但是，影片並沒有把老遲這樣一

個傷痕文學6常見的反面角色妖魔化、

簡單化，反而通過展現他和知青們的

一系列互動來傳達出更為豐富的信息。

老遲非常喜愛和信任要扎根農場的潘

志友，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決定把

「農場的家業」交給他繼承，以高考體

制之外的方式表達�對知識的尊重和

對知識份子的期許。為了給潘志友和

其他知青們離開農場參加高考製造障

礙，老遲私自決定要先在場部舉行一

輪測驗。這一做法激起了知青們的不

滿，以強子帶頭和老遲進行對峙。老

遲披�軍大衣，叉�腰，憤怒地揮舞

�雙手，大聲質疑道：「我早就看出來

了你們來了就沒把心放這兒。我們這

些國家職工，復員軍人就該在這兒呆

�，有知識的就不該在這兒呆�？」

知青們一時無言以答，因為這句大白

話的樸素質問觸及到了矛盾的關鍵。

的確，知青們參加高考的動機並

非只是追求知識那麼單純，而是因為

它是離鄉回城的捷徑。梁曉聲在《雪

城》6寫到有的知青為了返城不惜吞

鉛塊，用筷子戳穿自己的雙耳。他這

樣評論：「返城到後來對於某些知青已

經不是動機，甚至也不是目的了。它

簡直他媽的就演變成了一種信念，一

種追求，一種理想了！」6鄧賢的報告

文學作品《中國知青夢》6也記錄了大

量當年知青回城時拋妻別子的案例7。

「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固然顯示

了一代知青堅定的返城決心，卻少有

人去思考為甚麼中國的廣大農村變成了

一個地獄般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

上讓人看不到任何希望，讓人不惜付

出家庭破裂、生命喪失的代價來逃離。

雖然上山下鄉已被證明了是一次

失敗的試圖消除城鄉差別的社會實

驗，但不可否認的是，文革期間下鄉

知青和回鄉知青曾給農村帶去了文化

知識和新的生活觀念。他們從事過赤

腳醫生、鄉村教師、技術員等需要一

定文化知識的工作，也幫助農村興修

了不少交通、水利、農機等工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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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現代化和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

了基礎，影片中多次提到的大呦窪工

程就是一例。

1970年代末，知青通過高考、招

工以及其他手段大規模回城，留下了

很多荒廢的崗位和工程建設。《中國

知青夢》也提到了知青大規模返城後

當地農村農場幹部的惶惑和失落8。

當城市文明變成了現代化的唯一詮釋

後，農村青年自己也不願意留下，成

績好的上大學，成績不好的輟學進城

打工，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老齡

化。當然，這6需要批評的並非個人

的選擇，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經濟政治

政策的調整和意識形態的轉變。

無論是「知識就是力量」，還是

「知識改變命運」，這些耳熟能詳的標

語口號所指的都是體制化了的知識，

通過全國統一制訂使用的課本書寫的

知識，囚禁在大城市6的重點大學象

牙塔6的知識。這種體制化了的知識

變成了人們改變個人命運，進入城市

文明的通行證。高考的恢復不僅提供

給知青一條回到城市並且向上流動的

通道，並且加劇了城鄉的差距，尤其

是農民和「天之驕子」的社會身份之間

的巨大鴻溝。從這種角度來說，知識

不僅是「力量」，而更加是「權力」，一

種構建和參與文化社會精英階層的權

力，這似乎也更符合“Knowledge is

Power”的翻譯。

和這部電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

一種經常被主流±事忽略的個人對於

歷史的記憶。陳雪的散文〈那年、那

所大學〉記錄的是他在高考恢復前夕

被推薦上大學的經歷和結局。作者這

樣寫道9：

1975年是全國「農業學大寨，工

業學大慶」運動高潮迭起的歲月，如

果按後來對「十年浩劫」的界定（1966年

至1976年）也是文革最後的一年。這

一年的政治背景異常複雜，由於鄧小

平的復出，開始強調既抓革命又促進

生產，整頓社會經濟秩序。但在教育

上，張鐵生的白卷讚歌仍此起彼伏，

全國學習遼寧朝陽農學院的口號方興

未艾，「工農兵」學員成為特殊年代的

一種時髦產物。

朝農的經驗就是開門辦學，為農

村農業培養實用性的人才，更偉大的

創舉是「社來社去，隊來隊去」。學員

由各公社、各大隊推薦選送，到學校

集中學習，掌握技術知識，又回到基

層去服務。這種培訓方式作為針對當

時的政治形勢和配合農業學大寨運

動，無疑有Ò現實的政治意義。不久

又推出了江西創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的經驗，江西勞大的經驗除了具有遼

寧朝農的特點以外，具有創新意義的

是「半工半讀，社來社去」，打破學員

年齡、學歷的各種要求和規定。也許

是呼應這種時代潮流，我們的那所大

學便在農校和勞大的基礎上誕生了。

陳雪沒有明言被推薦去上的大學

名稱，而是用「××縣農大」代替，地

址是東江河畔一個叫寶塘的地方。大

學跟想像中的很不一樣，教學辦公的

樓房是暫借佗城中學的，宿舍設備也

很簡陋。縣農大首屆學員150人中有

大隊幹部，有民辦教師，有退伍軍人

和高中應屆畢業生，從300多個生產

大隊選出，目的是培養農村基層幹部

和農業技術員。所以，學員主要是學

習農林牧水電水利等跟實際需要緊密

掛¿的課程，教材都是由經驗豐富的

老師編的，到農業部門實習也是學習

的重要部分。

陳雪學習的這兩年6，國內的政

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粉碎「四人幫」，

文革結束，農村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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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編制取消，農校解散，學員們無

處可去，都自尋出路去了。文章這樣

結束了：「漸漸地大家忘卻了傷痛，都

像人生碰到一件極為尷尬，極難啟齒

的事情，把它封存起來。我至今也弄

不明白兩年的學習時光怎麼就隱隱地

成了我們的一絲傷痛，一個夢境，甚

至是不堪回首的歲月呢？似乎誰也沒

有認真去細想過。」「歷史把我們遺忘

了，我們也遺忘了歷史。」bk就這樣，

他們在農大獲得的和農村建設密切相

關的實用性知識被重新建立起來的壟

斷性的知識體制所拒斥，被歷史所遺

忘；而另一方面，近年來，重點大學

（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與普通高校

（中學小學），經濟發達地區和「老少

邊窮」地區的教育投入水平一再拉

大。就在北大清華享受�國家巨額投

資、力爭和牛津哈佛比肩的同時，不

少報導和學者的研究都提到廣大農業

地區的文盲率又有所上升。林白近作

《婦女閒聊錄》6記載湖南王榨村6多

數村民都不識字，小學畢業就算「知識

份子」了，可以進城打工去了。農村

再次成為了一個被知識和知識份子遺

忘的角落bl。

沈潔在《讀書》發表的一篇文章討

論了1901至1905年間廢除科舉和興辦

新式（西式）學堂對於傳統士人階層的

衝擊。作者這樣寫道bm：

時代的「進步」（如果我們暫且斷定其為

進步的），將以無數人的流離失所作

為代價。這種拋棄，既是指生計的、

前途的，也意味Ò種種心境上的悵

惘。⋯⋯時間在前行之餘，留下了巨

大的陰影。學堂時代的鄉村寒儒，他

們的聲音隱沒於歷史的深處。

作為文革結束、高考恢復後出生

的一代，我們雖然時常批評應試教育

的局限性，也常為韓寒這種高考體制

外的「反英雄」歡呼；可是，也同時在

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中接受並身體力

行了高考所代表的個人奮鬥和競爭的

社會精英意識。當「耕讀」傳統已經成

為封閉落後的同義詞，當中國的高等

教育日益產業化、城市化、精英化，

當魯迅在《故鄉》和《祝福》6反省過的

知識精英和父老鄉親之間的鴻溝沒有

消失，而是持續不斷地擴大時，也

許，我們應該開始考慮高考所代表的

「個人奮鬥」和「公平競爭」機制下被掩

蓋和忽略的結構性社會不公，開始重

新發掘那些被「前行」的歷史所淹沒和

遺忘了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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