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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姆（Maggie Humm）在《女性主

義和電影》一書中指出：「再沒有其他

文章，能像莫維（Laura Mulvey）的《視

覺享受和G事電影》那樣，激發和變革

了現代電影理論。」她接X寫道：「在

過去二十年中，許多電影理論不斷重

新審視或質疑莫維的觀點，或以之為

基礎提出自己的論點。」1莫維的文章

寫於1975年，而「觀看」（look）正是此

文的核心。莫維認為，在攝影棚時代

的好萊塢經典片中，女人被塑造成了

讓男性主體（通常就是男主角）觀看的

被動客體。這種效果的達成，部分在

於她的穿X、化妝和燈光效果，部分

則在於攝像機富於男性化的觀看方

式。攝像機之所以具有男性化的觀看

特點，是由於攝影角度與片中男性角

色的觀看相契合2。

莫維的文章自發表以來就相當受

爭議。由於它未能成功地解釋女性旁

觀的愉悅，而促發了多娜（Mary Ann

Doane）有關女性的旁觀身份和假面舞

會的探討，考維爾（Elizabeth Cowie）

對旁觀身份（並非取決於性別）的想

像模式的考察，和塞爾弗曼（K a j a

Silverman）從聽覺角度展開的研究3。

再次觀看：以中國的實例

重新思考電影中的性別

● 裴開瑞（Chris Berry）、法夸爾（Mary Farquhar）

塞爾弗曼還對有悖於莫維模式的影片

中的男性氣質進行探究4。另有評論

者指出，由於莫維在其心理分析中過

於X重性別問題，以致令他忽略了其

他身份認同的作用。例如，鮑波

（Jacqueline Bobo）認為它抹殺了種族界

限，戴爾（Richard Dyer）則在研究中X

意考察了性（sexuality）的問題5。最

後，羅德韋克（D. N. Rodowick）提出，

莫維模式沒有顧及（也就無法適用於）

歷史性的變動6。當然，對莫維文章

的批評不斷被提出，恰恰表明了該文

所持久擁有的中心地位。

對於中國電影中的性別的研究，

也時常顯示出和莫維模式的分歧。尤

其是就男性的觀賞愉悅而言，中國電影

中或許存在X把女性角色進行力必多

客體化（libidinal objectification）的現象，

但這並不具有主導性和支配性。比

如，裴開瑞在1985年關於共和國現實

主義電影的考察中指出，影片中觀看

的主體並非由欲望所驅使，而是由於

對知識的愛好，處於一個被增強的知

識（未必由「性別」而定）的地位7。馬

軍驤在其寫於1990年、分析影片《上海

姑娘》（1958年攝製）的文章中，也提供

莫維在其寫於1975年

的文章指出，在攝影

棚時代的好萊塢經典

片中，女人被塑造成

了讓男性主體觀看的

被動客體。這種效果

的達成，部分在於她

的穿m、化妝和燈光

效果，部分則在於攝

像機富於男性化的觀

看方式。攝像機之所

以具有男性化的觀看

特點，是由於攝影角

度與片中男性角色的

觀看相契合。



86 人文天地 了一個相似的模式8。馬聲稱其目的

是要證明與莫維模式的差異，而這便

是他選擇這樣一個罕例的原因：該片

充滿了力必多的凝視，儘管它為女性

角色們所拒絕和顛覆9。以角色而言，

中國電影中的女性也不是總被塑造成

被動客體。中國影片中的女主角通常

以積極活躍的主人公形象出現，從武

林高手到職業女性、工廠女工、女農

人、游擊隊員和共產黨幹部等等。

平心而論，莫維從未說過他的理

論能適用於好萊塢經典以外的電影，

因而1949年後的中國電影不符合其模

式，也許就不足為奇了。但話雖如

此，以中國電影為素材而提出的對其理

論的質疑，卻提醒人們有必要建構新的

理論來觀照電影中的性別和觀看。中國

電影中的實例足以證明，只依靠一套單

一而普泛的理論來闡釋有關性別和權

力的G述的主動性和被動性，是不足夠

的。相反，我們需要以一個包括各種可

能成分及意義的理論框架來取而代之。

G事主動性和通向公共空間的途徑，既

不是與性相一致，而一旦採取女性的角

度，也不盡然是對父權制的挑戰。與此

相似，電影所表現出來的觀看的意義，

也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個單一而普

遍的模式——帶X情欲意味的男性目

光。反之，我們提出了一個意在從三

方面考察觀看的框架：其一，就他人

面前的表現而言的觀看；其二，就攝

像機、角色和觀眾投向另一個角色的

目光而言的觀看；其三，角色本身的

主體性凝視在剪切畫面和定位鏡頭的

電影語言中的表達。值得再提的是，

同樣沒有甚麼肯定而普遍的意思能被

賦予上述任何一個方面，它們的意義

總在發生X歷史性和社會性的變化。

以英語世界的女性主義角度來

看，中國電影Ý的女性既不總是被塑

造成被凝視的客體，也並非被排斥在

公共空間以外，這個事實初看起來是

很令人欣慰的。實際上，的確有人指

出，共和國時期的電影由女性執導是

相當普遍的bk。但戴錦華在題為〈隱身

的女性〉一文中抱怨，獨立自主的「女

性電影並沒出現。在她看來，大多數

共和國電影中的「解放女性」仍然帶X

父權制想像的印記，大多數女導演更

關心的是如何才能與男性看齊，而不

是挑戰父權制bl。

除了戴的研究，還有一批後毛時

代的學者認為共和國的婦女解放並不

像從前所認為的那樣叫人振奮，他們

指出女性利益的特殊性和自主性都因

為黨和革命的利益而被犧牲了bm。孟

悅強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把整

個國家理解為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下的

準無產階級，於是「革命」同時也意味

X「愛國」bn。而劉禾論述道：「在將女

性納入民族主義程序的民族解放話語

中，女性的解放不過是意味X機會

平等地參加公共勞動。」bo此外，巴勞

（Tani E. Barlow）揭示出「婦女」的建構

產生於建立「國家」的話語之中，這個

過程不僅表現在共和國時期，而且貫

穿於整個現代中國之中bp。

迪斯尼公司把花木蘭的故事拍成

電影，這部戲提醒了我們，未出嫁的女

兒們長期以來為中國人提供了種種關於

女性成為公共領域活躍人物的角色典

型bq。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講述一

個女孩在皇帝點兵之際替代老病的父

親從軍遠征。它有力地證明了，一旦男

性無力勝任其通常承擔的角色，女性

便可以因此而投身於公共領域。正如艾

德華（Louise Edwards）在關於女戰士的

討論中所指出的，儘管這個故事也許隱

含X某種性別角色的緊張，可是把它闡

釋成反抗父權制卻不恰當。因為木蘭代

父從軍是要幫助父親和皇帝，這在儒家

倫理道德觀念中是忠孝兩全之舉br。

雖然共和國時期的電

影由女性執導的情況

相當普遍，但戴錦華

認為獨立自主的女性

電影並沒出現在她看

來，大多數共和國電

影中的「解放女性」仍

然帶m父權制想像的

印記，大多數女導演

更關心的是如何才能

與男性看齊，而不是

挑戰父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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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將似乎得到解放的女性之典

型歌頌為「國家好女兒」的記述，顯然

也將整個國家視為一種以儒式家庭為

範型建立的父權制統治體系。對此的

一個反應，則是突顯並詮釋那些極為

罕見的、擺脫了國家和父權制霸權的

女性電影，比如戴錦華對黃蜀芹導演

的《人．鬼．情》（1987年攝製）所作的

研究就是一例。其他評論者同樣研究

了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所謂「女

性電影」bs。另一個必要的回應，亦即

我們將要在此談及的有關謝芳和鞏俐

的話題，則是考察「女兒神話」的G述模

式如何被反覆運用於各種有關漢語建

構以及觀看的不同形態之中。我們希望

通過這樣的方式，以實例來證明我們

這種更宏觀的、用以探討性別的框架，

如何能解釋見於中國電影中的模式。

就角色而言，謝芳可以直接地同

花木蘭相比擬。但是，不同於木蘭為

了國家——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中此乃

其父及家族之延伸——而戰，謝芳扮

演的是通過為共產黨和革命而戰來保

¦國家的女性，即使因此而捨棄家庭

也在所不惜。謝芳有一點與1949年後

的其他明星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她從

未演過任何一個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

座談會上的講話》中X意提出的具有

工、農、兵身份的女英雄bt。她演的

角色都是來自革命前的時代的學生、

進步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她們克服了

沒落無望的階級背景，逐漸轉變成革

命者。

在後革命時代，電影的首要目的

被公認為是教化。莎列曼（Susan Rubin

Suleiman）在有關教化小說的研究中提

出「學徒」的身份結構，角色們在此起

了為觀眾樹立榜樣的作用ck。這種作

為觀眾及其他角色的身份楷模的學徒

觀念，在《舞台姐妹》一片中有清晰的

演示。謝芳扮演童養媳春花，在逃婚

途中避難於一個浪Ó江湖的戲班子。

她和戲班師傅的女兒月紅日漸親密，

於是這對舞台姐妹開始搭檔演出，長

大後便闖蕩上海，一舉成名。然而，

當春花在一個身為黨員的女新聞記者

的影響下逐漸傾向於左翼政治思想

時，她的姐姐月紅卻在富貴的誘惑下

委身於她的上海經理。革命勝利後，

月紅意識到自己走錯了路，幡然悔

悟，姐妹倆破鏡重圓。在影片的最後

一個場景中，春花伸開雙臂擁抱X月

紅，說道：「讓我們好好改造自己，永

遠要唱革命的戲。」cl

《舞台姐妹》有一個不常見的特

點，便是片中的黨代表形象是由女性扮

演。中國革命電影Ý由女性扮演學徒

的角色比比皆是，但引導她們的黨代

表則往往是男性。在《青春之歌》和《早

春二月》中，謝芳的角色皆被男主角的

行為所感染和激發，而在前一片中她

還從一個男性導師轉向了另一個。女主

角林道靜，眼看X繼母要打她的主意

（買賣婚姻）來挽救破產後的家庭，因

而逃出家門，決意自盡，恰被北大學生

余永澤所救，他得知了前因後果便將

她比作易卜生（Henrik Ibsen）筆下的娜

拉。他們結了婚，後來卻又分手，因

為他漸漸暴露出了支持國民政府的不

抗日主張，而她則站在共產黨鼓吹積極

抗戰的一邊。最後，她在盧嘉川的引導

下開始為黨工作cm。她就在這樣從一

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的轉變過程中，成

為了如戴錦華所說的「黨的好女兒」cn。

孟悅參照了電影原著小說，也強調中

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將整個國家視

為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準無產階級，

因而林道靜逐漸醒覺的階級意識，就

像木蘭為父親所作的獻身那樣，既是

愛國主義的又是民族主義的co。

謝芳與木蘭相似的現象，除了角

色之外，還有「觀看」，即她如何在人

後革命時代電影的首

要目的公認是教化。

莎列曼在有關教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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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身份結構，角

色們的作用在於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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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人文天地 前出現。正如木蘭女扮男裝後進入公

共生活，謝芳的角色同樣如此，她們

越是靠向黨，衣X打扮就越顯得中性

化。例如在《舞台姐妹》中，春花不屑

於穿戴珠寶首飾、毛皮大衣和緊身的

絲綢衣裳——照莫維的說法，正是這

一切使得月紅成為男性眼中令人X迷

的對象——而偏愛較為端莊、顏色深

沉、樸素的裝束。不僅如此，到片尾

她還身穿一件軍裝制服。然而，儘管

謝芳的裝束隨X她參與公共生活而越

來越趨向無性化，我們還是會看到暗

潛的女性魅力的展現cp。首先，由於

故事涉及前革命時代和角色的階級背

景，她在一些場境中是可以穿X奢華

昂貴的綾羅首飾（這在1949年後便完全

匿Ó），以及緊身服裝；其次，片中出

現的軍裝，比起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樣

式更為考究和合身cq。

至於說到攝像機的觀看和角色自

身的主體性凝視，莫維所言的男性目

光表現出的力必多結構和拍攝反拍鏡

頭的結構，在影片中倒也並非完全缺

席。不過，儘管在某些情況Ý謝芳角

色或許仍能展現其魅力，但這都不算

是甚麼關鍵性的手法。說得更確切些，

由於片中的G述目的傾向於對她的外

表進行解魅，攝像機和觀眾對她的觀

看自然就被運用，但其後這一觀看就

因為教化的需要而被引向別處，以激

勵觀者自我犧牲而非放縱愛欲。關鍵

性的手法則在於那種滿懷敬意的觀

看，通常來自稍低處，極像是一個端坐

在課桌前的學生抬頭望X老師；隨之

而來的是角色的目光，或者低頭沉思

默想，或者越過攝像機鏡頭及觀眾而

離開銀幕，彷彿憧憬X革命的未來cr。

舉例說來，在《青春之歌》中，當

余永澤朗誦詩歌、談論易卜生和提出

要反抗封建主義，並以此向林道靜示

愛時，她無比傾慕地仰望X他。有時

候，力必多作用的發揮通過將之組合

成一種拍攝反拍鏡頭的結構而得以強

化。其他的時候拍攝的角度是要讓觀

眾抬頭看X她仰望他時眼睛睜得大大

的神情，藉以使觀眾投入她的感受和

態度。在拍攝號召積極抗日的學生示

威領袖時，也是採用低角度拍攝的，

林道靜看X他們時那深受感動的表

情，同樣是從低往高地拍攝。盧嘉川

是學生領袖之一。當他被捕後絕食表

示抗議時，鏡頭始終是被從下往上地

拍攝。反之，在後面的場景中，他的

朋友戴愉被捕後答應做叛徒，沮喪地

坐了下來，此刻攝像機保持X角度由

上向下傾斜的位置，這就讓觀眾從仰

視他變成了俯視。在緊接X的場景

中，林道靜得知盧被捕後，打開了他

留給她的提包，發現Ý邊全是共產黨

的傳單，她感動得激情難抑，禁不住

站了起來。這時候攝像機向上傾斜，

觀眾發現自己正仰望X她。此時此

刻，林也想念X盧。他出現在畫面的

右上方，向下注視X她，激勵X她。

她沒有迎接他的目光，但深受感染，

向X銀幕外凝望⋯⋯。

當角色們這樣望向遠方時，通常

沒有反拍鏡頭告訴觀眾他們正在看甚

麼，這就暗示X有某種東西超越於確

切的表現。然而在倒數第二個場景中，

當林最終意識到她想加入中國共產黨

並表示要為黨獻身時，攝像機便從下

方仰拍她向銀幕外凝望的情景。攝像

機剪切出一個左上角有鐮刀和斧頭的

黨旗特寫畫面，隨後轉回林那Ý，將她

的臉龐與迎風招展的紅旗意象融為一

體。那種在商業愛情片的結局中代表

情侶結合的拍攝手法，在這個畫面中

被用來表現她和黨的結合——一場由

抗日的愛國意志所促成的婚禮。

鞏俐在多部影片Ý飾演了各色各

樣角色，其中包括在《紅高粱》、《菊

在《青春之歌》中，當

女主角林道靜最終意

識到她想加入共產

黨，為黨獻身時，攝

像機便從下方仰拍她

向銀幕外凝望的情

景，再將她的臉龐與

迎風招展的黨旗意象

融為一體。那種在商

業愛情片中代表情侶

結合的拍攝手法，在

這個畫面中被用來表

現她和黨的結合——

一場由抗日的愛國意

志促成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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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秋菊打官司》和《活X》中飾演的

母親角色。但她的明星形象與謝芳的

一樣，並不具太多的母性cs。例如在

《紅高粱》中，G述者稱她為「我奶

奶」，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人物卻是一

個離「奶奶」形象很遠的年輕新娘。確

切說來，她的形象也許是由那些享譽

世界的角色，即她在張藝謀的歷史三

部曲《紅高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

高掛》中扮演的人物所構成的。我們將

在這些影片中，通過角色和觀看的各

種感受來探討她的形象。

就角色而言，鞏俐的角色重複X

某些貫穿這三部影片的修辭特徵。在

每部片子Ý，她都飾演在中國革命之

前被迫嫁給年老而暴虐的丈夫或被納

為妾的年輕女子。比如，在她嶄露頭

角的、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中，窮

困的父親逼她做了買賣婚姻的犧牲

品，並隱瞞了她未來丈夫的情況。但她

反抗自己的命運，回到娘家鬧個天翻

地覆，還當X父親的面叫喊「你不是我

爹」，揚言要斷絕父女關係。從G述上

來看，這是同木蘭傳說的結構截然相

反的表現：她並非主動幫助父親，而

是被迫外出；也不同於木蘭的甘冒生

命危險和源自服從父權制的譜系，她

拒絕命運的安排並反抗家庭。

說實話，這背叛本身毫無新意可

言，時至二十世紀晚期，鞏俐在此體

現的修辭特徵早已經陳舊不堪。這個

反抗家庭包辦婚姻的女人，已經成了自

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為進行國家現代

化而致力消除其傳統因素的一種普遍

象徵，於是我們看到在《青春之歌》、

《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等影片中，

謝芳始終都在反抗或逃離包辦婚姻。

然而，在鞏俐和謝芳的角色之間

存在X一些重要差別。謝芳的角色被

塑造成處於性和報效國家之間的衝

突。性同時表現為誘惑和威脅，最終

卻是個人主義和自私的；而報效國家

則是一種公共性的努力，關乎參與集

體事業。於是觀眾就被那種強調移情

作用多於力必多客體化的觀看結構帶

入了這種變動之中。馬軍驤在分析影

片《上海姑娘》的觀看中指出了諸如此

類的昇華結構ct。儘管他注意到了影

片結構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

述的有關昇華的結構之間有所差別，

但在這兩者之中都存在X對力必多與

投身公共服務（這在謝芳那Ý就表現為

革命的形式）這兩者的對立。

相對於謝芳的例子，鞏俐的角色

結構是這樣的：不受等級秩序拘束的

情欲和集體事業可以並行不悖，而阻

礙它們的是封建家長制統治——即她

的父親或丈夫。她在每部影片中都能

覓得一個年輕男子為性伴侶，幫助她

擺脫這些家長的控制dk。在1988年攝

製、1989年公映的《紅高粱》Ý，她成

功地找到了這樣一個男人，他們在影

片開頭打發了她討厭的丈夫之後，到

片尾時就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可到了

《菊豆》（1990年攝製）和《大紅燈籠高高

掛》（1991年攝製）中，她就越來越難以

尋得這等人物，因而繼續身陷桎梏。

此外，謝芳愛國主義的叛逆行為

顯然立足於革命，而鞏俐反抗的對象

就不那麼明確了。其原因是，張藝謀

將她置於一個高度風格化和虛構的世

界之中，這就表明了這些影片是寓言

性質，而非反映現實的。接下來，這

一問題相當複雜，我們下文將再討

論。

考慮到鞏俐的角色並未將她在性

方面的欲望描述為必然是負面的東西，

我們也就不會對其角色和明星形象的

特徵之一——即她不僅被塑造成欲望

的對象而且還是個挑動者——感到驚

訝。她大概是1949年後首位被塑造成

情欲挑動者的中國女明星。這種特質

鞏俐在《紅高粱》中扮

演的角色是買賣婚姻

的犧牲品，但她拒絕

命運的安排並反抗家

庭。這背叛本身毫無

新意可言，這個反抗

家庭包辦婚姻的女

人，已經成了自二十

世紀初以來中國為進

行國家現代化而致力

消除其傳統因素的一

種普遍象徵。謝芳在

《青春之歌》、《舞台

姐妹》等影片中，始

終都在反抗或逃離包

辦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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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Ý「我奶奶」的最初那些場景

中：通過以主觀視角拍攝她向外偷窺轎

夫大汗淋漓的裸背，表達了她對其中

一個赤膊轎夫的欲望。這些影片放映

期間，許多中國評論者所撰寫的有關評

論，都指出這種對情欲力量的展現是

女性的性解放，汪悅進就是其中之一。

汪悅進就這些場景所暗示的東西進行

了細緻的文本分析，他強調，鞏俐正

是這充滿欲望的觀看的佔有者dl。

因此，我們現在應該轉到觀看的

問題上來。就汪悅進的觀點而言，由於

在男權文化中，讓女性成為欲望之凝

視的佔有者實在匪夷所思，這當然不

合乎莫維的模式。從觀看的表現來

說，毋庸置疑，與謝芳相反，鞏俐的

身體更多地為服裝所突顯，且因電影

觀看中的男性接力而成為情欲化的身

體。至於攝像機如何觀看她和她自己

的神情，早就存在X一個相當有規模和

頗具聲勢的論爭。我們已經提及那些

中國評論者（多為男性）的觀點，他們

在80年代後期曾將她的情欲力量作為

女性情欲解放的象徵而大加褒揚。那

種觀點被丘靜美作了令人信服的批駁，

她認為這一時期出自男性導演的這種

（及與此類似的）表現手法，其實是男性

性幻想的一部分，他們幻想的是在性

方面熱情而主動的性伴侶。她將《紅高

粱》視為這樣一組文本的一部分，在此

類文本中可以發現，這種女性伴侶對

於恢復男性力量——它本身則是一種

蘊含X國家的、而非純粹個體的象徵

意義的願望——而言是必不可少的dm。

汪悅進和丘靜美是結合X1980年

代後期中國的內部狀況來讀解張藝謀

電影中鞏俐的形象。然而，近來有更

多評論者將其與影片在國際上的成功

及流通相聯繫，從而批評她的形象是

對新殖民主義的屈從和歸順。在這樣

的視野中，鞏俐就不單是男性情欲的

幻想式人物，而且被中國男導演打造

成富於異國情調的取悅者，引發X西

方男性觀眾本已倦怠疲沓的欣賞趣

味。在此，人們指責張藝謀單純模仿

好萊塢電影的女性表現形式，幾乎把

他指控為將鞏俐推向西方世界的淫

媒。這Ý有大量關於此種批評的漢語

實例，其中名氣最響的大約就是王一

川和張頤武dn。

一本新近出版的探討凝視的書do，

刊載了一篇根據這種闡釋並以英文寫

成的文章。它對於鞏俐形象的解釋，

僅僅是運用了莫維的概念，再加上薩

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而

已。此文以及其他一些同類文章意在

將西方理論對號入座地套用於中國電

影，儘管這種（以及其他這樣的）文章看

起來也挺有意思。它們的局限進一步

表明我們亟需重新審視電影中的性別

並建構新理論來對之觀照，而這正是

我們在此努力的方向。它們未能觀察

到張藝謀電影中的鞏俐形象其實是

象徵X國家、起X移情作用的女性，

這樣的角色發揮X引領觀眾情感的作

用。例如，在批評《大紅燈籠高高掛》

的有關凝視的英文評論中，作者未能

注意到鞏俐的角色是該片的主人公。

雖然，她在片中無疑被描述為隱身主

人的性欲對象，但她也正是那個將觀

眾引入庭院並把那些詭異的習俗介紹

給他們的人。這便是她的表現有別於

莫維模式的主要證據之一。

作者同樣未能論及周蕾在其著作

《原初的激情》中關於鞏俐的主體性

觀看的重要分析。周引述了法夸爾的

分析，指出鞏俐不僅僅是被觀看，她

也在回頭看。他們用《菊豆》中的某個

鏡頭來論證這一點，周稱其為對莫維

所理解的好萊塢經典片的窺陰結構的

拙劣模仿。當菊豆回頭看時，她這眼

鞏俐大概是1949年後

首位被塑造成情欲挑

動者的中國女明星。

《紅高粱》通過以主觀

視角拍攝她向外偷窺

轎夫大汗淋漓的裸

背，表達了她對其中

一個赤膊轎夫的欲

望。汪悅進等人指出

這種對情欲力量的展

現是女性的性解放。

丘靜美則認為這一時

期出自男性導演的這

種表現手法，其實是

男性性幻想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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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並非在肯定男性的充滿欲望的觀

看，而恰恰是對它的反抗，且將注意力

引向了她被年老而有性虐狂的丈夫摧

殘蹂躪過的身體dp。於是我們在此擁

有了另一個結構，這使得我們由單純

地把女性角色客體化，轉變為因她的

痛苦而與之建立起某種同情的聯繫。

然而，如果照我們先前所認為的

那樣，張藝謀電影中高度風格化和虛

構的世界呼喚X一種寓言式的、或者

隱喻性的讀解，這就產生了一個重要

問題：誰是菊豆回眸時眼神所要抗議

和反擊的對象？通過討論張藝謀電影

的國際流通性，周蕾將它理解為隱

喻X對西方加諸東方的商品化目光的

反擊，因而也就是對新殖民主義的抵

抗dq。對這樣一種蔑視性的眼神作如

此闡釋，當然是極富創意和令人有所

啟發；可它未能說明，為何《紅高粱》

之後張藝謀的電影幾乎都被置於西方

的商品化注視之下？這種忽略，實際

上也是某種建構性的缺席，它在中國

大陸近來所有對這些影片的評論中皆

可見，同時也形成了對於這幾部電影

中的寓意的別樣理解。或許有些人覺

得這一點實在是太顯而易見了，以至

不必言明。然而，這些影片中的封建

家長形象理應被寓言式地理解為共產

黨的權利結構本身。這種讀解看起來

還是合理的，因為這些影片從《紅高

粱》中對挑戰權力結構的樂觀態度，一

變而為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所拍攝

的《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深沉

的絕望。正是這種極為可能的讀解方

式，導致後兩部影片在中國被禁，直

到《秋菊打官司》出場以後才有所鬆

動。不過，由於檢查制度的關係，這

種看似明確的讀解在今天的共和國是

不便訴諸文字的。於是，通過提供一

種無視這一讀解以及鞏俐在攝像機前

蔑視的回眸的話語，大陸的「後殖民主

義」批評也參與了鞏固X今天的共和國

的對於1989年事件的刻意遺忘之中。

不過，這也就再度開放了有關的

論述：就國家而言，鞏俐象徵X甚

麼？她的觀看，無論從甚麼意義上

說，是否就像看上去的那樣充滿欲

望？在對於張藝謀的「後殖民主義」批

評及周蕾對此的回應中，她都象徵

X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受難和掙扎。

而回到反抗共產黨統治的寓言的闡釋

範圍內，「鞏俐—中國」同樣象徵X

國家。不過，她所象徵的是一個被認

定為與其統治者相對抗、並且處在

1980年代的知識精英想像之中的民眾

的國家。無論選擇哪種寓言式的解

讀，這都已超越了莫維關於性別和觀

看的力必多模式。因為在這兩者中

間，鞏俐的神情，在所有這些說法的

意義上，都不像她被一眼看到時那樣

的充滿欲望。相反，就像謝芳一樣，

她的神情變成了一種反抗性的神情，

和引發觀眾共鳴的一條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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