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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2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心靈深處》描寫了一位中國人民志願軍

女軍醫在抗美援朝運動結束後，以未婚女子的身份撫養一對烈士遺孤的英雄事

迹。本片拍攝之際正逢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取代了「陣營

觀」基礎上的中國外交政策，民族主義敍事開始消解國際主義理想。在這個歷史

反轉的時刻，《心靈深處》以抗美援朝為背景，試圖在傳統革命敍事框架之外，重

新塑造革命英雄和知識份子形象，描述革命戰爭的犧牲與創傷，反思革命的歷史

意義和遺產。本文通過解讀這部電影，並與「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時期題

材相近的文藝作品作比較，深入理解1980年代「革命之後」的症候，探索新時期

文化轉型對革命記憶的重構與消解。

關鍵詞：《心靈深處》　抗美援朝　革命記憶　文化轉型　知識份子

抗美援朝與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並列為建國初期三大運動，中共高層

領導人的決策與十餘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的鮮血，共同締造了新中國的國

家安全體系和外交政策格局。通過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宣傳教育，英雄主

義、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成為這場戰爭的基本意義。其中英雄主義突出了革

命戰士不畏犧牲的偉大精神，愛國主義特指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而國際主義

則表明了中國為了捍衞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毅然擔當起遠東地區反帝國主

義革命運動的先鋒和領袖。

從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簽署、抗美援朝運動落幕，到1976年毛澤東 

逝世，1978年改革開放拉開帷幕，硝煙散盡三十年，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

革命記憶重構與 
1980年代初文化轉型
——解讀電影《心靈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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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天覆地的變化。愛國主義的意義不再只是「擁護社會主義祖國」的階級定

義，也同時包括「擁護祖國統一」的民族國家概念。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也面

臨巨大變革。日本學者村田忠禧曾經專門統計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 

《紅旗》——「兩報一刊」社論中「國際主義」一詞的出現頻率，「十七年」（1949-

1966）時期共有社論4,652篇，「國際主義」出現507次；文化大革命爆發後

（1967-1978）發表的812篇社論中，「國際主義」出現164次。改革開放開始後，

截至2000年，共有社論1,441篇，但「國際主義」的出現頻率大幅下降，僅有

21次1。「兩報一刊」素有中國政治風向標之稱，1980年代以後國際主義淡出

黨報黨刊的宣傳，標誌着中國外交政策方針的巨大變化。簡而言之，改革開

放取代了「階級鬥爭為綱」，建立在「陣營觀」基礎上的中國革命外交路線，也

逐漸讓渡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這一系列重大變革也正在改變着中國與

昔日敵人和盟友之間的關係。

中美兩國已經恢復外交關係並開啟1980年代的「蜜月期」，中韓關係也開

始解凍。與之相對，改革開放開始之際，中朝關係雖然走出了文革時期的低

谷，高層互訪不斷，經貿文化合作頻繁2，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國政治體制

發展道路反差巨大，國際政策漸行漸遠。朝鮮確立了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

向世襲體制過渡，試圖用金氏家族統治的制度形式，確保第一代革命領袖金

日成所創立的革命遺產；這與中國正在提倡的反對個人崇拜、廢除領導幹部

終身制等領導體制改革背道而馳3。同時，與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努力融入

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不同，朝鮮「仍然立足於陣營論看世界，說『同帝國

主義妥協具有危險性』」，「規定自己的社會發展階段是『走向社會主義完全勝

利的階段』，仍和從前一樣地在國家社會主義基礎上推行唯一體制和速度戰的

經濟方式」；從外交方面來看，「朝鮮同持續地與西方加強關係的中國不同，公

然表現出對西方的敵愾之心，仍然重視同社會主義圈及不結盟國家之間的關

係」4。在這種情況下，中朝兩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和

「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同盟關係，面臨革命高潮漸退的挑戰，出現鬆塌的迹象， 

那麼中國大眾有關無產階級感情和國際主義思想的抗美援朝記憶，也將面臨

新時期的消解。

在這個新時代到來之際，長春電影製片廠於1982年拍攝了一部名為《心靈

深處》的電影。該片源自孟偉哉創作的中篇小說《一座雕像的誕生》，由師偉改

編為同名劇本，描述了一位告別抗美援朝戰場的志願軍女軍醫為撫養一對烈

士遺孤，在新婚佳期來臨之際，與未婚夫產生了深刻的思想衝突，毅然以未

婚女子的身份撫養孤兒成長的英雄事迹5。本片的編劇兼導演常彥曾經拍攝

被譽為「改革開放以來十大賣座影片的冠軍」的《保密局的槍聲》（1979）6；本

片女主角的扮演者是被譽為北京電影製片廠「三朵金花」之一的著名演員劉曉

慶，她在《小花》（1979）、《瞧這一家子》（1979）、《神秘的大佛》（1980）等影

片中的表演，體現了她極強的人物塑造能力和駕馭、適應不同題材的能力7， 

因此成為1980年代影壇的耀眼明星。

雖然《心靈深處》最終沒有成為常彥、劉曉慶等電影生涯中的標誌作品，

也無法與當時拍攝的一些「反思」電影比肩，但是該片在改革開放初期重溫了

中國革命史中的重大事件——抗美援朝運動，是1980年代僅有的三部抗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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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朝題材影片中最知名的一部（另外兩部影片分別是《心弦》〔1981〕和《戰地之星》

〔1983〕）。編劇、導演和演員都試圖在傳統革命敍事框架和影像語言之外， 

重新塑造志願軍英雄和知識份子的形象，反思革命戰爭所蘊含的歷史意義和

遺產。如果說拍攝於毛澤東時代的抗美援朝題材的經典影片，比如《上甘嶺》

（1956）、《奇襲》（1960）、《英雄兒女》（1964），以及樣板戲《奇襲白虎團》（1972） 

等，弘揚了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愛國主義和以中朝同盟為代表的國際主義，

凝結了一代中國人的朝鮮想像和對世界革命的激情，那麼《心靈深處》則展現

了一個時代終結後引發的焦慮與緊張。引用蔡翔的觀點：「所謂1980年代是一

個極其重要的轉折年代，它預示了中國將逐漸地進入『世界體系』，而1980年

代的結束，也宣告了20世紀的終結，而用某些理論家的術語來說，也即所謂

的『告別革命』。」8本文認為，《心靈深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窗，分析「告

別革命」來臨之際中國政治文化生態的轉變，以及電影工作者重構革命記憶的 

嘗試。

一　革命的「倖存者」

《心靈深處》一開場，便展現了一個觀眾異常熟悉的革命戰爭場景：首先， 

志願軍戰士在火車站集結出發，準備奔赴戰場；接下來是醫療隊的隊員冒着

敵人的炮火，不知疲倦地搶救傷員。劉曉慶扮演的年青軍醫歐陽蘭在雨夜穿

插於敵人的封鎖區，趕赴前線指揮所救助受傷的志願軍指戰員。影片的第一

個高潮出現在軍醫隊長李堅與其丈夫馮團長犧牲的一幕：李堅在穿越敵人封

鎖線時受傷，但是堅持帶傷搶救傷員，而馮團長也身負重傷，此時就躺在她

身後的擔架上；但是李堅選擇了先人後己，為其他傷員做手術，最終李堅和

馮團長兩人先後犧牲。

到這一幕為止，影片的構思並沒有超出「十七年」乃至文革時期拍攝的抗

美援朝題材電影中基本的英雄敍事套路，觀眾可以在歐陽蘭身上找到《上甘

嶺》中護士王蘭的影子：同樣是戰鬥在前線的醫護工作者，同樣是以男性為主

體的殘酷戰爭「剛性」敍事中略帶柔情的女性形象；觀眾也可以從英勇犧牲的

軍醫隊長李堅身上找到《英雄兒女》中為了掩護戰友而光榮負傷的志願軍文工

團員王芳的印迹。《心靈深處》似乎可以沿着傳統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

的套路走下去，然而電影所描述的戰場上的流血與流淚、戰鬥與犧牲，都集

中發生在距離停戰還有三天的一個夜晚；觀眾熟悉的抗美援朝革命敍事在銀

幕上持續不到二十分鐘，就戛然而止。隨着鏡頭從黑暗的雨夜轉為旭日東升， 

電影進入新篇章。主人公不僅是走出戰場的英雄，編劇和導演還賦予他們新

的身份，稱他們是殘酷戰爭中的「倖存者」。

這個「倖存者」的提法，先後出現在常彥本人拍攝前接受《電影評介》訪問

時分享的創作體驗，以及同期發表的一篇影評之中9。電影通過兩種方式，

刻意彰顯主人公的「倖存者」身份。首先，電影着力展現了主人公所經歷的犧

牲場景，「倖存」的背後是犧牲，九死一生方為「倖存」。在以往的官方宣傳與

電影中，如何表現軍人犧牲，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志願軍傷亡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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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情況，與軍隊調動部署、後勤保障、軍事人事任免等，同屬國家機密。根

據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調查統計，共有183,108名志願軍官兵在戰爭中犧 

牲bk。但是，抗美援朝期間各級領導人的講話和軍事機關的總結報告只提殲

敵數字，不提己方傷亡情況。即便是面對戰局不利的情況，宣傳報導中也絕

口不提志願軍傷亡和被俘的情況bl。

「十七年」時期拍攝的抗美援朝題材影片中的確有描寫犧牲的場景，如《上

甘嶺》的結尾表現了通訊員楊德才捨身堵槍眼，為主攻部隊開闢通道；《英雄

兒女》片頭部分展現了戰士王成孤身一人堅守陣地，最後拉響爆破筒，跳入敵

群，與敵人同歸於盡；《打擊侵略者》（1965）的片尾也有戰士小豆子為了保護

陣地上高高飄揚的軍旗，被敵人的彈片擊中犧牲。這些影片在表現犧牲時，

大致遵循了幾個原則：第一，傷亡的都是普通戰士和基層幹部，高級指揮員

中受傷的只有《上甘嶺》中的連指導員。第二，通過刻畫壯烈犧牲的場景，來

表現普通戰士成長為革命英雄的過程；影片的重點是黨和人民的教導將普通

戰士鍛造成革命英雄，而犧牲只是道成肉身、鳳凰涅槃的瞬間。第三，強調

用個人的犧牲換來集體的榮譽和戰鬥的勝利；也就是說，個體生命可以也必

將被英雄主義和必勝信念等國家與政黨所宣導的理念所徵召。

《心靈深處》則一改上述革命經典電影的風格和套路，嘗試從倖存者的角

度描寫戰爭的慘烈。影片首先描寫的是敵人的炮火擊中了志願軍團指揮所，

馮團長身負重傷，隨後因救治不及而犧牲。師偉根據原著改編的劇本中並沒

有馮團長這個角色，只是說軍醫李堅的丈夫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但是有敵人

炮火擊中團指揮所這個情節，負傷的包括師參謀長和團長等多人bm。改編的

劇本與電影設計了這樣的情節，顯然不是個人杜撰。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有

四位志願軍軍級將領在朝鮮戰場中犧牲，其中除第六十七軍代軍長李湘因病

去世外，第五十軍副軍長蔡正國、第三十九軍副軍長吳國璋和第二十三軍參

謀長饒惠譚都是在美軍空襲中犧牲。另外，根據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的記

錄，還有七名志願軍師以上幹部犧牲bn。《心靈深處》的情節似乎取材於蔡正

國犧牲的真實歷史：1953年4月12日，在《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兩個月前，美

軍空襲志願軍第五十軍軍部的前線指揮所，副軍長蔡正國和軍作戰處處長負

傷犧牲。雖然《心靈深處》中壯烈犧牲的馮團長軍階遠低於現實中陣亡沙場的

蔡正國，但是這個角色是中國銀幕上犧牲級別最高的志願軍指揮員。同時，

馮團長身為一團之長，他的愛人李堅也是軍醫隊的隊長，這一對革命夫妻的

犧牲，也意味着志願軍兩個工作單位同時失去最高領導，這是早期電影所不

曾出現的。

其次，影片不僅描寫志願軍高級指揮員犧牲和軍隊領導機關遭襲擊，藉

此烘托「倖存者」的主題，還重新設計了「倖存者」的外在形象，強調經歷戰爭

者肉體上留下的傷痕，凸顯九死一生的慘烈。影片的開頭展現了一個歡慶停

戰的場景，通過熱烈慶祝的人群，試圖塑造一個「英雄群像」。早期電影中從

來就不缺乏英雄群像的場面，創作手法也十分相似——戰士整裝列隊，軍容

齊整，精神煥發，藉此表達志願軍的豪邁氣質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必勝信念

等。師偉的改編劇本也有類似誓師大會的場景：「坑道外的雨停了，天色非常

晴朗。戰士們高舉起槍，把軍帽拋向空中，互相擁抱捶打。」bo電影則另闢蹊

c178-201810024.indd   73 20年4月7日   下午2:08



74	 學術論文 徑，將歡慶停戰的場景放在午夜，凌晨兩點鐘聲響起，志願軍戰士揮舞着火

把慶祝勝利。鏡頭中歡慶的人群中出現了許多傷殘軍人，其中有雙目失明者， 

也有殘肢斷臂者；有些戰士拄着拐杖，有些相互攙扶，有些肘膝爬行，身上

血迹斑斑，衣衫襤褸。除了傷殘軍人組成的英雄群像，電影的編導還特意讓

女主人公歐陽蘭臉帶傷痕，並用特寫鏡頭吸引觀眾注意。影片公映之後，評

論文章中也特別提到了歐陽蘭作為倖存者的定位和形象設計bp：

比如「停戰前」歐陽蘭臉上的傷疤處理，過去一般電影中的人物很忌諱臉

上有缺陷，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往往不是來自劇本提供的藝術形象基

礎，而是創作人員脫離生活去追求唯美心理的因素。歐陽蘭不僅是帶了

傷疤，而且傷疤掛在臉上非常顯眼的部位，誰一眼都能看到。

的確，這種形象設計與「十七年」電影、特別是與文革中「三突出」原則下塑造

的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形象迥然不同，使得影片中的主人公缺少了「為有

犧牲多壯志」的「神性」，而是突出了經歷殘酷戰爭後，傷痕纍纍的倖存者的

「人性」。

二　超常與日常：革命的兩種詮釋

西方文化理論學者曾對「倖存者」的概念做了深入研究，他們的一些觀點

可以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理解《心靈深處》的編導如何自覺或不自覺地解構革 

命戰爭的記憶和顛覆紅色電影的敍事手法。蘇萊曼（Susan R. Suleiman）認為，

成為倖存者的基本條件是「曾經親歷事發現場」（having been there），由此倖存

者獲得了「本體地位」（ontological status）。作為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倖存者對

歷史事件的講述，不同於那些建立在想像與虛構基礎上的歷史敍述。蘇萊曼

強調倖存者講述的歷史「不一定會更真實、或者說更加有據可查；甚至和有天

分的作家相比，也可能談不上形象有力、藝術生動」；建立在個體認知基礎上

的歷史講述，會因為倖存者的主觀選擇，而被誇大、扭曲、刪減，甚至遺忘， 

因此其歷史記憶並不一定可靠。他們似是「火燒過後留下的灰燼，灰燼代表了

那些曾經存在、可是現在蕩然無存的物質」，因此更像是一個「索引」（index），

無法言說自身，「只能被他人詮釋」bq。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心靈深處》中倖存者的意義與作用，可以看出電

影所努力呈現的革命記憶在兩條線上漸次展開。第一條敍事主線圍繞女主人

公歐陽蘭，她親歷戰場，親眼目睹革命領袖（馮團長和李堅）為革命的理想而

犧牲，還將親身面對繈褓之中的革命接班人（馮團長和李堅的一對年幼兒

女）。革命戰爭使她的肉體承受傷痛，當革命落幕之際，像她這樣走過革命、

或者說整個人生被革命徹底改變的人，將如何開啟新的生活？影片中歡慶停

戰的場景很令人回味，如一篇影評所描述，停戰到來之際，「瞬息沉寂過後，

我志願軍前線陣地上成千上萬欣喜欲狂的戰士高擎火把，越出戰壕，湧出坑

道，奔向山崗。歡聲在殘存着硝煙的山谷間，在剛剛被炮火犁過的大地上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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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激盪」，而就在此時，「年輕的女軍醫歐陽蘭悄然離開縱情歡呼的戰友

們，走進空盪盪的坑道，默默地坐在彈藥箱上，眼晴裏閃露出了深沉的哀痛

和思念」br。這個情節似乎昭示着倖存者的未來生活將崎嶇不平。第二條敍事

主線圍繞歐陽蘭的家人、未婚夫、同事、單位的領導，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這

場戰爭中的生離死別，也不一定認識在戰爭中犧牲的歐陽蘭的兩位英雄戰

友，但是他們為歐陽蘭提供了「倖存後」的情感、家庭與工作的新場域。在這

個告別戰場、革命之後的新場域內，情感糾葛與工作關係賦予了歐陽蘭的家

人、未婚夫、同事與單位的領導介入其生活並重新理解她的革命經歷的新的

詮釋體系，而主人公歐陽蘭也就此開始面對「被他人詮釋」的時刻，「革命」將

面臨「革命之後」的消解。這兩組敍事人和敍事線索的纏鬥，構成了電影的主

幹部分。

就在停戰的當晚，歡呼聲尚未停歇，醫療隊通知歐陽蘭準備回國。隨後

師首長交給歐陽蘭兩個任務：先去軍留守處看望烈士遺孤，完成李堅的遺願； 

然後回上海探親，完成自己的婚事。歐陽蘭滿懷着對新生活的憧憬，帶着對

未婚夫的思念，踏上了歸國之路。而恰恰就是她的未婚夫黃益升，成為第一

個重新詮釋她革命戰爭經歷的人，而重新詮釋的對象正是革命記憶的核心和

革命遺產的肉身——革命烈士李堅留下的一對遺孤。重新詮釋的過程揭示了

一些核心議題：戰士如何走出革命的戰場、回歸日常生活？國家如何結束革

命戰爭進入和平時期？革命戰爭對社會和人的改造，能否經受住和平生活的

消磨與考驗？

戰爭是一種超常的政治行為，它需要在短時間內調集各種人力和物質資

源，採取極端的手段進行社會動員，通過宣傳建構一個敵我分明、正邪對立

的世界觀。戰爭也被視為革命的推進器，作為最激烈和最徹底的社會新陳代

謝、滌盪靈魂的方式，成為從中共成立至毛時代的政治和生活常態。「十七

年」時期拍攝的一些紀錄片，經常出現志願軍歸國時走出革命戰場、邁入和平

生活的經典鏡頭。例如反映志願軍撤離朝鮮、勝利凱旋的紀錄片《英雄讚》

（1958）描述了戰士歸國的壯觀場面——與朝鮮人民軍交接防區，接受朝鮮勞

動黨和政府的慰問，與朝鮮人民依依惜別，回到祖國後，在鮮花簇擁下接受

群眾熱烈歡迎，參加盛大的慶功招待會，還有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

導人的慰問和祝賀等。鏡頭中展現了那些久經沙場的革命英雄，在戰鬥中磨

練出堅強意志、犧牲精神，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這些品質足以保證

他們將在和平生活中繼續發揮領導和模範作用。和平生活仿如新的戰場，戰

士將如同在戰場上殺敵立功一樣，取得新的勝利。因此，退伍復員軍人成為

「十七年」和文革時期一個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文化符號，他們象徵着戰爭改造社 

會，革命永遠向前。或者說，革命不需要回歸日常，日常將被革命徹底改造。

然而，《心靈深處》沒有將革命與日常無縫對接，歐陽蘭的回鄉路上沒有

鮮花、沒有掌聲、沒有歡送的人群、沒有慶功大會，她隻身來到了軍留守處

探望一對烈士遺孤。到達上海之後，迎接歐陽蘭和兩個孩子的是她的父母。

只見車站月台上人來人往，沒有人注意到她這位身披戎裝、胸佩獎章的戰鬥

英雄。隨着電影情節的繼續發展，歐陽蘭的戰士身份使得她愈發與和平生活

格格不入。當她一身軍裝走在上海街頭，她的身邊是上下班的人群，是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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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遊行的隊伍，看不到集會示威，看不到標語口號。抗美援朝期間乃至

毛時代常見的所有政治符號，在電影鏡頭中蕩然無存。

這種「去動員化」（demobilization）的場景設計，也被用於歐陽蘭的未婚夫

黃益升的房間布置。只見屋內辦公桌上整齊擺放着醫學書籍，牆壁上是一幅

醫學人體解剖圖，表明了男主人公的醫學院助教職業。另一側牆壁上掛着油

畫和二胡，顯示出他的文藝青年底色。牀上一塵不染，還有兩條簇新的被

子，暗示這將是兩人結婚的新房。沙發上和地板上還擺放着新置的洗臉盆、

暖水瓶等生活用品，預示婚後的幸福生活。這樣的布景很容易使人聯想起

「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中描述的類似生活場景，小說《青春之歌》中余永澤與

林道靜租住「兩間不大的中國式的公寓房間，收拾得很整潔」，屋內「書架上擺

着一個古瓷花瓶，書桌上有一盆冬夏常青的天冬草」。牆壁上並排掛着托爾斯

泰（Leo Tolstoy）的照片和林道靜、余永澤的合照。作者楊沫還提醒讀者，「這

舊式的小屋經他們這麼一布置，溫暖、淡雅，彷彿有了春天的氣息」bs。或者

這也與羅廣斌、楊益言的小說《紅岩》中甫志高的家頗為相似bt：

小小的客廳，經過細心布置，顯得很整潔。小圓桌鋪上了檯布，添了瓶

盛開的臘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賀年卡片和幾碟糖果，點綴着新年氣

氛。壁上掛的單條，除原來的幾幅外，又加了一軸徐悲鴻的駿馬。火盆

裏通紅的炭火，驅走了寒氣，整個房間暖融融的。

可是，這樣極具生活化的場景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政治暗示，提醒讀者和觀眾， 

文藝作品的主人公注定不是堅定的革命者，不能成為工農大眾的同路人。果

然，《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最終成為林道靜革命道路中的絆腳石，而《紅岩》

中的甫志高則墮落成無恥的叛徒。

在當時的闡釋中，戰爭年代對優雅生活的追求和對日常情趣的癡迷，可

以導致政治變節，是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在革命勝利之後，這樣的日常

生活只能產生兩種效果：或是革命思想改造不徹底，或是革命的勇氣與銳力

被銷蝕。借用李楊的論述，「家庭」承載的物質生活與情感歸宿注定從「革命的

羈絆」升格為「革命的對象」，對「家庭」生活的超越則顯示了革命的「神性」與

威力ck。在《心靈深處》中，身着軍裝的歐陽蘭和環繞她身邊的日常生活是如

此格格不入，似乎也在提醒着觀眾，革命與日常之間並沒有像以往革命電影

或文學作品所描寫的那樣實現無縫對接；與此相反，二者之間正在緊張地對

峙着，一旦時機成熟，衝突必將爆發。

三　革命中的體制安排與情感動員

隨着《心靈深處》的劇情發展，矛盾最終在針對戰爭孤兒的撫養問題上爆

發。馮團長和李堅犧牲後留下了一對年幼的兒女，一家人經過革命的洗禮，

陰陽兩隔。除了烈士遺孤，影片的後半部還展現了一群朝鮮孤兒，他們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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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民族服裝，牽手而行。戰火摧毀了家園，他們瘦弱的身軀映襯了朝鮮這

個國家的多災多難。這是中國電影中第一次展現中朝兩國的戰爭孤兒，電影

的編導力圖為這些孤兒營造一個光明的生活場景和未來。

走下戰場的歐陽蘭來到軍留守處託兒所看望這一對烈士遺孤，因為孩子

離開父母多年，早已經記不清父母的音容笑貌，所以誤將歐陽蘭認作母親。

在孩子期待的眼神中，在一聲聲「媽媽」的呼喚之下，歐陽蘭決心承擔起撫養

遺孤的重任。她把自己的決定通知了父母和未婚夫，然後踏上了回鄉之路。

電影也專門安排了一段轉運朝鮮孤兒的情節，描述了在志願軍戰士的保護

下，朝鮮兒童隨志願軍傷員登上醫療列車，前往中國。雖然途中遭遇敵機轟

炸，但是志願軍戰士捨己救人，使兒童轉危為安。電影設計這一系列情節，

一方面要展現兒童與革命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們因革命而受苦——在革命的

鬥爭中失去父母、親人和家園；但他們也同時承載着革命的期望，要成為革

命接班人。另一方面，革命要準備好體制安排和情感動員，全力呵護這些革

命接班人。

所謂「體制安排」，是指黨和政府設立的各種臨時和長期機構，負責救

助、教育和撫養革命遺孤。《心靈深處》中提到了志願軍留守處的託兒所，師

偉的改編劇本是這樣表述的：「這是一座被改裝了的天主教堂。松樹，花園，

環境幽靜，院子正中是一座白色的、帶十字架的高大建築物。門口兩扇大鐵

門，兩邊兩扇旁門，透過鐵欄杆可以看見託兒所阿姨帶着一些幼兒在做遊

戲。」cl電影中展現了托兒所內寬闊的庭院，設置了滑梯、轉椅等活動設施，

兒童嬉笑打鬧，在老師的帶領下堆雪人、打雪仗等。部隊出征前，父母將孩

子留在這裏，將他們的養育責任交託於組織。部隊歸國之後，軍留守處還將

繼續照料烈士遺孤的生活。至於對朝鮮的戰爭孤兒的照顧，將由一個跨國的

救助體制來完成。根據沈志華的研究，僅截至1952年第三季度，中國共接收

23,000名朝鮮孤兒cm。地方史研究者更詳盡地記錄了這個跨國收養教育體制。

1952年10月3日，中央政府指示東北人民政府部署「代養朝鮮戰災孤兒」的工

作。接收朝鮮戰災孤兒主要以安東（丹東）為入境口岸，自1952年10月16日

起，十二天內共接待朝鮮戰災孤兒16,363人，邊接收邊向安置地點轉送。 

中國政府為朝鮮兒童提供吃飯、住宿、醫療等服務；另外，「根據中朝兩國政

府協定，朝鮮兒童的教育由朝鮮駐華大使館瀋陽聯絡所直接領導下的朝鮮兒

童教育處負責，包括教育計劃的制訂、教學內容的安排、教職員的配備、教

學成果的考核等等」。據1954年8月20日統計，僅遼寧一省，提供教員、保育

員、醫務人員等892名，共撫養培育朝鮮孤兒5,862名cn。

革命遺孤和戰爭孤兒收養體制的運作，不僅依靠黨和國家巨大的人力、

物力投入，依靠社會主義陣營內各國政府的協調配合，還體現了建立在階級

意識基礎上的「革命情感」與國際主義原則下的互相幫助。例如，電影中軍留

守處託兒所的保育員謝瑩盡心竭力照顧孩子，並不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交付的

工作職責，她心底埋藏着失去丈夫的不幸，將自己無法完成的母親角色，施

加到工作之中，轉移到那些失去了革命雙親的遺孤身上，在她的身上實現了

革命體制與情感的雙重動員。同樣，歐陽蘭在勸說未婚夫與她一同完成照顧

烈士遺孤的光榮使命時，說得更清楚：「可是這對我來說，不是一件普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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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屢見不鮮的主題，強調戰爭可能毀滅一個依靠血緣關係組成的小家庭，

但是革命將在階級友愛的基礎上重建一個革命的大家庭。例如，《英雄兒女》

中展現了一個由代表工人階級的工人養父王復標和代表革命領導的政委生父

王文清組成的革命家庭；在《奇襲》中，一名朝鮮婦女為了掩護志願軍偵察員

而犧牲了自己的親生兒子，而革命的勝利則將重建一個超越國界與國籍的國

際主義大家庭。推而廣之，《紅燈記》（1963）可以濃墨重彩地描寫一個「異姓

一家」的經典革命家庭co，《沂蒙頌》（1975）也可以寫出紅嫂用自己的乳汁照

料紅軍傷患的情節。

《心靈深處》似乎有意重述以往為人熟悉的融合了體制與情感的革命敍事， 

歐陽蘭將再次成為革命的「理」與「情」高度結合的完美化身；可是，隨着革命

轉向日常，這種革命的「情理」結合體將迎來生活的挑戰。李堅在犧牲前給戰

友歐陽蘭留下這樣一句話：「歐陽，託你一件事，停戰以後，請你去看看我們

的兩個孩子，把我們的遺物，給他們帶一點去⋯⋯他們、他們太小了⋯⋯太

小了⋯⋯」這段話既體現了英雄告別之際心中對孩子的無比依戀，也似乎表達

了深刻的憂慮。的確，英雄的遺孤將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間，其中有曾與他

們的父母出生入死的戰友，另一些人則與他們過去的經歷和未來的生活毫不

相干。就在這個時刻，歐陽蘭的未婚夫黃益升出場了。

黃益升沒有迎接返鄉的歐陽蘭，因為他無法接受歐陽蘭撫養烈士遺孤的

決定，也無法承受在車站面對兩個孩子的尷尬場景。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黃

益升的家中，歐陽蘭應約而來，心中雖有久別重逢的喜悅，但是雙方對收養

烈士遺孤一事意見不同，不歡而散。矛盾並沒有解決，說服對方的念頭也沒

有徹底放棄，於是兩人在夜色朦朧的公園裏第二次見面。黃益升執著地勸告

歐陽蘭：「阿蘭，我總覺得那是你一時的感情衝動。據我了解，烈士子女的照

顧問題，國家是有規定的。你何必要自討苦吃呢？」歐陽蘭情緒激動地說：

「不，你根本不了解我，更不了解我的感情。」黃益升忍無可忍，指責歐陽蘭：

「你的感情也許是高尚的，但這不是愛情。怎麼了，不對嗎？想不到你會變成

這樣，我真不理解，為甚麼兩個陌生孩子會比我重要？完全是戰爭造成的心

理變態！」

黃益升的言行無疑是將體制安排與情感動員區別處理。在他的眼中，革

命可以交由黨和政府安排，在規定的範圍內作為行政事務來處理。這是一種

程式化、專業化，甚至是官僚化的運作方式。它的優點在於可以有步驟地調

動各種行政資源，例如留守處、託兒所、愛育園、技術學校，將它們制度化， 

確保高效、及時並且可持續地發揮作用。但是這些規定與行政事務很有可能

將革命「事務化」，過份強調和依賴黨和政府的頂層設計，忽視了調動大眾參

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歐陽蘭所堅持的「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行政事務，而是

一個感情問題」，則強調了體制安排與情感動員之間的高度統一。情感動員不

僅要將革命的道理講述給群眾，使群眾能夠接受制度安排，更要使群眾從內

心擁護，從消極的旁觀者變成積極的參與者，形成所謂「主人翁」意識。

這種情感動員模式是中國革命中反覆強調的基本特徵，它既有別於國民

黨實行的現代國家科層式的管理方式，也不同於蘇聯式的官僚主義。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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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強調的群眾路線，不斷發動針對黨和政府機構的反官僚主義鬥爭，甚至

是對蘇聯模式的批判和摒棄，都旨在嘗試建立一個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政

府領導與依靠群眾的體制安排和情感動員高度統一的新革命模式，保證群眾

當家作主，革命活力常在。但是，黃益升的想法恰恰與上述的革命模式背道

而馳。

影片中的歐陽蘭最終沒能說服黃益升，兩人分道揚鑣。個人情感的失落

與和平生活開展之際遭逢的心靈打擊，成為歐陽蘭心中難以撫慰的傷痛。如

果電影就此結束，那麼它將給觀眾留下一個巨大的想像空間，反思戰爭造成

的肉體與心靈創傷、反思革命的物質與精神遺產，或者思考日常生活對革命

的反抗、消解與遺忘。很可惜的是，編導在影片最後二十分鐘安排了一個光

明的結局，讓歐陽蘭又一次告別了日常生活，回歸革命隊伍。她再一次回到

了那個異常熟悉的革命空間，到處是身着軍裝的革命同志，牆上是革命的標

語口號，光榮榜上是戰爭英雄的照片和革命事迹。她以志願軍英模的身份出

席報告會，應邀到電視台做演講，這是她與日常生活接觸的唯一方式。就在

這時，一個名叫張森的志願軍模範走入了她的生活。兩人在朝鮮戰場相識，

曾經共同護送一列運送傷患的列車，途中遭遇敵人空襲，張森為了救助落水

的朝鮮孤兒和自己的同志，不幸受傷，被激流捲走。但是他也倖存了下來，

與歐陽蘭一同出現在英模報告會。共同的革命經歷使他們走到了一起，最終

共諧連理，重構了一個類似於《英雄兒女》和《紅燈記》般超越血緣關係、建構

在革命友愛基礎上的革命家庭。這種「大團圓」的結局設計，既符合中國言情

小說的喜劇收場傳統，也反映了「十七年」和文革作品中強調的「革命利益高於

一切」的政治正確。

雖然影片如劉曉慶和常彥所言，旨在「表現好其思想覺悟不斷提高的過

程，使人們感到歐陽蘭的所作所為是合乎情理的，是令人置信的」，「表現好

歐陽蘭熱愛祖國，鍾愛『母親』的誠摯情感」cp，但這段「大團圓」的傳統情節

設計顯然沒能說服新時期的一些觀眾，在《電影評介》中有一封觀眾來信這樣

寫道cq：

而黃益升也並非淺薄之輩，他是一個愛國知識份子，曾為保家衞國出過

力；在事業上，他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對歐陽蘭的愛情，也是忠貞不

二的。在他們之間，唯一的分歧是要不要收養烈士遺孤的問題。黃益升

對於未婚就當兩個孩子的爸爸而想不通，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符合

於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再說，對於撫養烈士遺孤，黨有明確的政策規

定，政府也有專門的收養機構，勿需為他們的前途、命運擔心。可是歐

陽蘭對這一切彷彿根本不懂，也未與黃益升進行耐心的思想交流，就簡

單地把自私，狹隘，庸俗的帽子扣到黃的頭上，最後乾脆一刀割斷了他

們數年建立起來的愛情關係，這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編導這樣處理的

目的，無外是想更深一層地突出歐陽蘭高尚的思想品質，但其結果呢？

卻適得其反，它只突出了歐陽蘭心靈深處「理」的一面，而削弱了更重要

的「情」的一面，從而使歐陽蘭這個形象顯得很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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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這封來信婉轉地提到「理」與「情」的矛盾，雖沒有點明其背後的政治內涵，但

是進一步說明了革命的「情理」結合體在後革命時代面臨的尷尬處境，它無法

徵召或收編新時期觀眾的「情」：革命的情感動員失去了往日戰無不勝的「神

力」，被視為「不合情理」；歐陽蘭與黃益升分手不但未被看作「高尚的思想品

質」，反而被解讀為欠缺耐心溝通導致對黃益升有所誤解。

四　收編與放棄：革命中的知識份子

就在歐陽蘭與黃益升圍繞革命的「理」與「情」纏鬥不已之時，在改編劇本

與電影中雙方的父母家人和單位的領導開始登場，通過對這一對戀人的親情

表白和思想慰藉，不僅再次詮釋了歐陽蘭的「倖存者」經歷，也回應了黃益升

對「倖存者」經歷的詮釋。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戰爭題材、特別是在抗美援

朝題材的電影中，父母和領導經常被賦予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任務，例如前述

《奇襲》中為掩護志願軍戰士而犧牲自己親生兒子的朝鮮婦女；《打擊侵略者》

中培養了戰鬥英雄、並親自到朝鮮戰場慰問志願軍的中國英雄母親；最著名

的當屬前文提及的《英雄兒女》中兩位革命父輩人物。這些人物是道德楷模，

在革命戰鬥中培養新一輩革命英雄，也承擔着犧牲親人之後，化悲痛為力量

的重任。同時，他們也是成長中的志願軍戰士的政治引路人，把生活中的點

滴小事、思想中的閃亮火花，在革命思想框架下加以昇華，為改造思想和培

養革命英雄提供無窮動力。但是，在《心靈深處》中，家長與領導面對的不再

是志願軍普通戰士，而是思想更為複雜的知識份子，他們所處的環境也不再

是革命的疾風暴雨，而是「去動員化」的日常生活。換言之，在關注《心靈深

處》中革命的體制安排與情感動員的矛盾之時，我們還要注意它們背後所體現

的黨與知識份子之間的複雜關係。

影片中有一個大學畢業舞會的簡短情節，展現了沉浸在初戀中的歐陽蘭

與男友黃益升依依惜別的場景：兩人都是醫學院的高材生，一個將走上戰

場，一個留在學校，都是用所學的知識服務革命、建設新社會。他倆是抗美

援朝題材的電影中第一對知識份子出身的主人公。在此之前，抗美援朝電影

受革命戰爭影片的題材限制，無一例外地以衝鋒陷陣的戰士和指揮員為主

角。在「十七年」和文革時期文學作品中，不難發現一些知識份子的身影，但

他們都是革命改造的對象，只能在加強自我思想改造的過程中被革命、被工

農兵主體所接納。

《心靈深處》中的黃益升身材清瘦、皮膚白晳、舉止斯文、戴着眼鏡、知

識豐富、愛好文藝，這種知識份子形象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比如在1953年

出版、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中篇小說《三千里江山》中，描寫了一位名叫鄭超

人的工程技術人員。作者楊朔這樣描寫他的外在形象：「可是個體面人，蒼白

的臉，頭髮梳的溜光，言談舉止，又文明，又高雅。他很滿意自己，處處特

別愛惜自己。吃的考究，穿的考究，吃完飯必定刷刷牙，時常對着鏡子摸着

自己的臉。」在作者的眼中，這樣文弱、自憐的形象反映了鄭超人的家庭出身

c178-201810024.indd   80 20年4月7日   下午2:08



	革命記憶與1980	 81	

	年代初文化轉型	

和成長環境：「這種習氣是跟他的家教分不開的。他生在個有錢的商人家裏，

一支兼兩脈，從小父母拿着像寶貝蛋似的，頂到頭上怕摔了，擱到嘴裏怕化

了，不知怎麼高貴好了。」cr對人物外在形象和家庭出身的刻畫，烘托出這一

時期革命文學作品對知識份子的刻板認識，即他們從小嬌生慣養，缺乏對勞

動人民的熱情，滿足於知識的積累，卻忽視了政治學習，以至於面對革命考

驗之時，會出現動搖與妥協。

在另一篇1956年出版、描寫醫療工作者在抗美援朝戰爭前線救死扶傷的

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裏，作者白朗也塑造了思想落後的醫生角色侯希

古。與《三千里江山》如出一轍，侯希古的言談舉止和生活習慣，成為他政治

污點的一部分。比如他喜愛讀美國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平時注意

皮膚保養，「洗臉呵，最好用雞蛋清。要是用肥皂就非把它沖乾淨不可。否則

皮膚就會越變越粗糙，說不定還會生皮膚病。老實講，人必須相信科學才能

保持住青春」。醫療隊的指導員通知全體隊員要節約用水，侯希古嘴上支持，

心中「老大不痛快」：「新社會盡出些新鮮事兒，人活着還可以不洗臉嗎？空氣、 

陽光和水本來都是自由取用的東西，可是在這個倒楣的衞生列車上，竟都變

成被壟斷的奇貨了，這豈不是天下一大怪事？」cs

上述小說中主人公有別於工人階級的成長經歷，再加上生活中的特殊習

慣，都在提醒讀者注意知識份子存在更深層次的思想政治方面問題。當然，

思想落後只是暫時的問題，小說的作者均通過革命鬥爭教育和改造知識份子，

讓他們在血與火的鬥爭中百煉成鋼。果然，《在軌道上前進》的後半部描寫侯

希古經歷了醫療列車遭遇敵人空襲，炊事員為了掩護傷患轉移而英勇犧牲，

侯希古這才意識到自己的渺小，英雄的偉大ct。《三千里江山》也讓鄭超人目

睹了鐵路工人冒着敵機的轟炸搶修鐵路，確保運輸通暢的情節，使他感歎世

上真有這樣的英雄，而自己是多麼渺小和可憐dk。經歷了流血犧牲，哪怕只

是目睹流血犧牲，知識份子也可以逐漸實現脫胎換骨的改造。革命的「神性」

首先落實在肉體之上，「他〔鄭超人〕的臉曬得新上了色，不那麼蒼白了，顯得

結實的多」dl，而肉體的改造預示了精神再造的開始。

李楊在重新解讀《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等以知識份子為題材的小說

時，曾經指出「革命收編知識份子」是「十七年」和文革時期文學的經典敍事模

式。知識份子的改造與成長將在黨的感召或強制下完成，這是一個超脫個人

情感與日常生活的心路歷程，他們將「以『黨』作為自己的生命的歸屬——這

是命定的歸屬，也是無法抗拒的歸屬」dm。但是，這種革命對知識份子肉體和

心靈的收編，卻沒有發生在《心靈深處》男主角黃益升身上。

面對歐陽蘭執意收養烈士遺孤，黃益升委婉地說：「我們結了婚，總得有

我們自己的孩子⋯⋯阿蘭，我是說，我們自己的，你懂麼？」黃益升的願望來

自於很標準的男歡女愛式的個人戀情，這其中既凝結了五四運動以來所推崇

的男女之間的浪漫情感，也承載了中國傳統性別價值觀中的貞操（包含精神與

肉體）崇拜和對家族血統的保護。《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對林道靜也有類似的

期望：「靜，你要悶的慌，就幫我搜集點材料，抄點東西；不然就學學烹調、

縫紉。以後，咱們不能光是兩個人呀。」dn這裏余永澤所謂的「咱們不能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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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兩個人呀」，含蓄地道出孕育新生命是情感道路發展的必然方向，即從個體基

礎上的兩情相悅，到建立小家庭，再到家族血脈的延續。這些情感原本已經

被革命所洗煉，被建立在階級基礎上的革命友愛所取代，正如林道靜最終與

余永澤分道揚鑣一樣。但是這種被革命戰爭所壓抑的日常生活和個人情感在

後革命時代到來之際再次爆發。如果我們把《心靈深處》中的烈士遺孤看作革

命遺產的象徵，而照顧他們的成長喻示着一段革命未完成的任務，那麼歐陽

蘭與黃益升之間的爭吵，表明了個人的「情」走出了三十年的受壓抑狀態，滿

血復活，將再次與革命的「情理」結合體分庭抗禮。

歐陽蘭試圖用革命道理規勸黃益升，但是她的舉動是徒勞的，黃益升最

終沒有接受教育，反而離她而去。黃益升的行為頗有些「自絕於人民、自絕於

黨」，他也就此淡出了銀幕。但是，黃益升離去似乎過於輕易，他可能承受了

一些情感的傷痛；不過與毛時代電影中相似角色的結局不同，他在政治上毫

髮無損。至於歐陽蘭，她是一個品學兼優的人物，具備了中國言情小說中女

主人公才貌雙全的特徵，而且還「又專又紅」，這才使得小資產階級出身的

她，不僅能夠在由工農兵構成的抗美援朝戰爭英雄譜系中擁有一席之地，還

能在「戰場」和「情場」兩條線上都起到引導的作用。借用電影史學家楊遠嬰的

說法：「這種在革命背景上建構的兩性關係，或者說通過兩性關係反映革命偉

力的敍事格局異常自然地推出了『革命使婦女獲得了幸福』的終極結論。」do然

而，歐陽蘭在回到故鄉的第一天就失戀了，與未婚夫分手。這似乎在提醒觀

眾，雖然她幾近於革命化身，擁有政治舞台上的高光時刻，但卻無法幫助她

在日常生活中守衞世俗的感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電影和文學作品所展示的「革命利用集體力量來

圍剿錯誤思想」不同，此時歐陽蘭是在孤軍作戰，沒有軍隊首長介入，沒有醫

學院領導循循善誘，也沒有周圍同事言傳身教。缺乏了革命團隊的依託，革

命的理念和承載革命理念的個人顯得如此形單影隻，孤立無援。在電影中，

與黃益升分手之後，歐陽蘭的父母給了她一絲心靈的慰藉，不僅理解她告別

初戀的痛苦，也願意與她共同承擔撫養烈士遺孤的重任，但是他們無法改

變、甚至無從干預黃益升的決定。電影中還通過張森的告白，傳達了歐陽蘭

所在部隊師首長對兩位戰鬥英雄情感結合的支持與鼓勵：「人生的道路寬的

很，有你這麼好的女同志，會沒有人愛嗎？」師偉的改編劇本中還特意安排了

一段師首長探望歐陽蘭的情節，在得知歐陽蘭失戀後，師首長感歎道dp：

我們常說，為實現偉大的理想而鬥爭，這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東

西不符合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我們才要去鬥爭。有人就那麼自私，有甚

麼辦法！讓他去吧！讓他去尋找他的幸福吧！可我們卻應當走另一條

路。⋯⋯當然，如果更多的人都能理解這個問題，那對我們的國家、我

們的事業，將是極大的幸事啊！

這一段略顯生硬的道德說教雖然堅持了革命的「政治正確」的底線，也對歐陽

蘭加以政治褒獎，但是全然放棄了對黃益升「錯誤思想」的追剿。這裏展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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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度與寬容，至少表明了三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領導已經沒有施加思想改

造的想法，那些曾經被指責為錯誤思想的言論可以輕鬆過關，正確的思想覺

悟更多成為美好的願景、卻非可以落實於個人的道德操守和紀律要求。

五　結語

電影是改革開放初期最主要的大眾文化傳播媒介，據統計，1979年全國

的電影觀眾達到了293億人次，創下了全民年平均觀看電影二十八次的歷史最

高紀錄dq。同年，電影雜誌《大眾電影》復刊，並且在1981年創造單期發行

960萬冊的藝術期刊發行紀錄dr。直到1980年代中期電視機和錄像機逐步普及

之前，看電影是最受大眾歡迎的娛樂方式。在1980年代初期的銀幕上，「第四

代」ds電影創作者和觀眾開始告別高度意識形態化、審美程式化的樣板戲和緊

跟政治風向的電影，開始有機會拍攝並觀看嘗試反思文革的「傷痕電影」、探

索和突出人性化敍事的新革命戰爭影片，還有取材日常生活的愛情倫理片和

輕喜劇、帶有驚險傳奇色彩的武打片、反映改革開放現實生活的新聞紀錄

片，以及類型多樣的譯製片等dt。電影創作者和觀眾通過製作和觀看不同題

材的電影，反思革命的意義與遺產，在革命政治的內容和審美譜系之外尋找

新的精神寄託，可以在國門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通過電影想像歷史上和現實

中的外部世界。楊遠嬰稱1980年代「是一塊不可漠視的里程碑」，「以寬厚的藝

術胸襟和蓬勃的人生內容，改變了舊的審美規範，重建了新的創作格局，昭

示了自覺化電影的誕生」ek。

活躍於這個「里程碑」時代的電影人自身也是「倖存者」。他們剛剛從毛時

代的革命風暴中走出來，開始用鏡頭在銀幕上講述自己的「倖存」經歷，如描

述紅衞兵武鬥的《楓》（1980），知識份子遭受迫害的《苦戀》（1980），展示跨階

層的創傷群體的《巴山夜雨》（1980），描述黑幫子女不幸遭遇的《小街》（1981）、 

《牧馬人》（1982）等。創傷記憶不只停留在反思剛剛結束的文革，電影《天雲

山傳奇》（1980）和稍後拍攝的《芙蓉鎮》（1986），還將創傷記憶的觸角延伸到

了毛時代的其他政治運動。這種長時段的現象，體現了創傷理論中提到的「延

遲效應」（latency）——創傷並非是對某一特定事件的回應，而是一種持續的狀

態，創傷反覆發生，持續影響且激發倖存者的創傷記憶el。

《心靈深處》的編導常彥也是革命的倖存者，他在1946年參加解放軍部隊

文工團，1948年加入東北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親身經歷毛

時代的革命戰爭與政治運動。當他將鏡頭對準革命時期重大事件——抗美援

朝運動之時，並沒有像上述電影的導演一樣批判性地反思革命，他選擇了另

一個主題，「想想那時，看看現在，一股強烈的責任感驅使我要把當年那些難

忘的歷史事件和情景展現在當代青年人的面前，讓那些英雄和先烈們的精神

經常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發揮教育、鼓舞的作用。這就是我為甚麼要把這篇小

說搬上銀幕的思想動機」em。就此而言，《心靈深處》更類似於1980年代初拍攝

的一些反映改革開放初期社會議題的電影，例如《赤橙黃綠青藍紫》（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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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咱們的牛百歲》（1983）、《血，總是熱的》（1983），試圖呼應當時在全國開展的 

「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重提犧牲奉獻，為新時期的青年人樹立人生榜樣。

常彥的本意雖然是希望通過影片對年青人發揮教育、鼓舞的作用，但是

電影中無時不刻地展現了革命落幕時代革命英雄面臨的尷尬狀態，比如倖存

者的定位脫離了傳統的「為有犧牲多壯志」的高亢的英雄主題，從「人」的層面

理解革命戰爭；還比如電影展現了革命情感動員的局限性，一方面革命回歸

體制化（甚至是官僚化），另一方面個人情感拒絕被政治收編；再比如知識份

子走出了「被改造對象」的傳統政治定位，拒絕改造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上

講，《心靈深處》嘗試用一種新的方式去描寫抗美援朝中的生與死、戰與和，

在革命告別「進行時」、進入「過去時」的歷史節點，重新審視革命的意義與遺

產。電影編導的初衷是要弘揚革命精神，但是這個弘揚的過程瞻前顧後，甚

至進退失據，這一切恰恰是1980年代政治文化轉型的絕佳體現。《心靈深處》

或自覺或不自覺地掀開了革命創傷的蓋子，然後又輕輕地蓋上。更加徹底地

反思革命的任務，將要等到1980年代後期，由「第五代」導演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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