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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電影創作述評

● 吳冠平

一　政黨邏輯與文藝創作

對「時代感」的強調可以算是中國

電影的一個傳統，特別是1949年之

後，最好的電影是「善於從全國性的

政治形勢的角度，去觀察和理解我們

的生活」1的電影。當然，在「與時俱

進」的今天你再也看不到「文藝是從屬

於政治的⋯⋯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

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這樣

直白的表述，但如何理解「時代感」的

內在邏輯，依然是認識二十一世紀中

國主流價值電影創作的關鍵。

中國電影中的「時代感」大致有三

層意思：一、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

地反映時代的社會生活和人的思想；

二、在時代的政治語境中理解和再現

國家歷史；三、電影作為大眾傳播媒

介在具體時代所承載的社會功能。

判斷「時代感」的理論基礎可以追

溯到毛澤東1937年寫的一本討論「認

識和實踐關係」的哲學著作——《實踐

論》。這部充滿思辨意味的著作給出

了認識事物的三個基本原則：一、認

識問題不能離開社會實踐，認識依賴

於生產和階級鬥爭；二、表面真實不

能反映事物的本質，必須經過思考作

用，才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

認識客觀事物；三、正確地認識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責任，歷史地落在無產

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站在無產階級

的立場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

方法，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理解中國

的歷史和現實，是《實踐論》確立的革

命政黨認識世界的方式。它為理解近

現代中國的社會形態提供了主導的哲

學思考方法。

1942年5月，毛澤東帶,這樣的

思想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文藝界整風

會議，並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

個後來被稱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重要文

獻，系統地闡述了一個革命政黨的領

袖對於文藝功能的認識，對文藝提出

了基於政黨立場的要求，並對站在其

他立場的藝術工作者提出了嚴厲的批

評：「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

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

對「時代感」的強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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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講話》是對《實踐論》的具體闡

釋，是為認識問題給出的具體方法。

它在對中國社會形態做出明確判斷的

同時，也為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提供了

藝術思考的方式，並且預言了違反這

一邏輯的嚴重後果。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成為執

政黨。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

分析，成為新政府工作最重要的依

據。建國伊始的1951年5月20日，《人

民日報》就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毛澤

東的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

討論〉。文章批評《武訓傳》是「狂熱地

宣傳封建文化」，美化地主階級的走

狗。隨後《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

也因為醜化工農幹部遭到批判。這場

疾風暴雨式的批判，特別是來自領袖

的批判，讓中國的電影工作者感到了

事態的嚴重性和生存的危機感。他們

開始意識到，社會形勢的變化給他們

創作帶來的急轉彎。在經過了1952年

的「思想改造運動」2之後，中國文藝

工作者的思想完全被統一到《實踐論》

和《講話》所形成的毛澤東文藝路線

上。「思想改造運動」產生了一種強大

的約束力，它使行為越界者必將招致

報復，而對這種利害後果的共識，強

化了執政者和創作者彼此行為的穩定

性，減少了雙方的衝突3。執政者和

創作者開始在一種潛在的生存遊戲中

尋找新的規則。

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報》轉

載了周揚1952年12月為蘇聯文學雜誌

《旗幟》所寫的文章〈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周揚

在文中熱情地向蘇聯兄弟發出了這樣

的資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在

已成為全世界一切進步作家的旗幟，

中國人民的文學正在這個旗幟之下前

進。」41953年9月，在中國文學藝術

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社會主

義現實主義」被確立為「我們文藝界創

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法最初

來自於蘇聯，它「作為蘇聯文學與蘇

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

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

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

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社會

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

民的任務結合起來」5。「社會主義現

實主義」作為一種文藝創作方法，它

非常技術化地把政黨邏輯置換為文藝

創作的方法。對此，中國學者吳迪有

過精闢的分析6：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創作方

法，而且是一套由政黨掌控的完整的

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以其特有的

立場、觀點、方法對作家進行全方位的

改造，並且成為高懸於作家頭頂上的

道德律令⋯⋯這一創作方法對生活的

取捨和定性是根據政黨的意志來決定

的⋯⋯具有強烈的政治功利主義特徵。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中國的文

藝工作者確立了生存規則的核心價

值。它所體現的原則成為此後五十多

年中國文藝創作包括電影創作最重要

的思想方法。它的重要性並不在於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名詞的字面

含義，而在於它把政黨抽象的思想邏

輯置換為藝術家專業具體的思維方

式，它規定了藝術思考的方法。這種

方法的核心原則便是：一、甚麼是真

實的社會矛盾？二、如何表現真實的

社會矛盾？三、如何塑造理想化的人

物？從某種意義上說，1949年之後的

1953年，「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被確立為

「文藝界創作和批評的

最高準則」，它規定了

藝術思考的方法。這

種方法的核心原則便

是：一、甚麼是真實

的社會矛盾？二、如

何表現真實的社會矛

盾？三、如何塑造理

想化的人物？從某種

意義上說，1949年之

後的中國主流價值電

影其實都是在回答這

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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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流價值電影其實都是在回答這

幾個問題。電影創作者通過對不同社

會語境中的政治邏輯的判斷來確定自

己思考的答案和表達的方式。

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通過性

格衝突反映社會矛盾，或者寫有缺點／

沒缺點的英雄人物，都是圍繞核心原

則形成的具體方法。何謂典型？性格

怎樣衝突？英雄缺點的分寸如何拿

捏？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除了要求

藝術家有相當好的藝術—政治平衡

感，更重要的是取決於政黨在當時社

會政治環境中的容忍程度。文藝的繁

榮似乎更應該感謝那些開明的政治人

物和他們難得的好心情。「唯美主義

和激進主義又必然引導我們放棄理

想，而代之以對政治奇K的孤注一擲

的希望。」7前文所述的關於「時代感」

的三個判斷，正是在這樣的政黨邏

輯中，被電影創作者當成了對不同尺

度的政策的理解和演繹。這或許可

以部分地解釋在中國電影史上，特別

是十七年電影史上（1949-1966）為甚麼

有些電影今天是「鮮花」，明天就變

成了「毒草」；為甚麼在文革時期——

中國政治鬥爭最翻雲覆雨的十年，

而中國電影卻缺席的原因8。頻繁的

政治運動，以及政治人物地位的變化

無常讓電影創作者失卻了藝術判斷的

標準。

很多人對中國「十七年電影」充滿

了複雜的感情。一方面認為它是政治

權力與文化藝術共謀，為了某種烏托

邦而壓抑個性，喪失人道主義關懷，

如波普爾（Karl Popper）所言是「集體主

義的自私」；而另一方面，「十七年電

影」又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應

該說，中國的「十七年電影」確實開創

並形成了一股新的藝術風氣。新題

材、新思想、新人物，充滿了強烈無

比的生命力。以政黨邏輯為主導的藝

術樣式和思維方法也逐漸成熟和完善

起來。然而也恰恰正是這些「十七年

電影」的經典，以精緻的藝術面貌，受

觀眾歡迎的社會效應，把政黨邏輯

加諸於藝術創作上的思維方法合法化

很多人對中國「十七年

電影」充滿了複雜的感

情。一方面認為它是

政治權力與文化藝術

共謀，另一方面，

「十七年電影」又留下

許多膾炙人口的作

品。「十七年電影」的

經典，以精緻的藝術

面貌，受觀眾歡迎的

社會效應，表現出以

政黨邏輯為主導的藝

術樣式和思維方法逐

漸成熟和完善，並形

成一股新的藝術風

氣。圖為《青春之歌》

（1959）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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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成為更加自由的創作思想的

禁錮。那些過去的經典內化為一種傳

統的頑固的創作法，被尊為藝術創作

的規律。

二　八十年代三種新的
電影創作模式

70、80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的提法漸漸淡出中國的歷史舞台。

新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新的社會形態和

社會關係。中國思想界開始反思1949年

之後的信仰和價值，並開始討論中國

社會現代性的問題。有學者就認為，

西方文化由於從希臘開始便具有追求

純理論的人格，因此其思維方式與政

治權力的關係是鬆弛的，甚至是對立

的，政教分離就意味,信仰與權力的

對立。中世紀雖然是基督教文化的專

斷，但是宗教信仰與世俗權力之間一

直是對立的。馬丁．路德（M a r t i n

Luther）的宗教改革就是反對信仰的權

力化。信仰一旦權力化，就不再是信

仰了，而淪為政治工具。而權力崇拜

是中國文化最突出的特徵。中國人的

真理也是權力化的，每提出一種真理

的後面都有政治權力的支撐。

置身於這樣的文化反思中，面對

新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思潮，中國電影

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有悖於「政黨邏

輯」的創作方法。這些新方法試圖尋

找擺脫政黨邏輯的表達方式。這些新

方法大致有三種模式：

1、謝晉電影模式。這個模式最

重要的特徵，就是把「社會主義現實

主義」中社會矛盾衝突的邏輯轉換為

家庭倫理道德的關係。在這一關係

中，矛盾的解決依靠中國傳統的家庭

倫理和道德律令。「人情、人性、人

道主義，『文學是人學』⋯⋯恰恰是文

藝最重要的東西，是文藝規律中很重

要的部分，違背了這個規律，是不可

能創作出感人的作品來的。」9謝晉電

影模式試圖用柔軟的人性替換堅硬的

政治教條，在「左」的思潮尚未肅清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對「政黨電影」

所宣導的藝術創作方法產生了強大的

衝擊力。但謝晉電影的「人情、人

性、人道主義」故事大多是過去時態

的。從1978年的《啊！搖籃》到1990年

的《清涼寺的鐘聲》，謝晉一直在政治

權力給定的真理性上做文章，而從不

對當下現實的真理性發表他的看法。

因此，有學者就認為，謝晉的電影是

在尋找和創造一種信仰體系，一種對

現實統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信仰，一

種用以支配人們在中國社會特定的

「命令—服從」關係中的行動原則bk。

謝晉電影找到了生存遊戲的另一種規

則，它從不侵犯當下主流意識形態所

維護的利益，而以隱蔽的方式與執政

者建立起聯盟。這種方式是安全、感

人的。

謝晉電影模式最重要

的特徵，就是把「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中社

會矛盾衝突的邏輯轉

換為家庭倫理道德的

關係，試圖用柔軟的

人性替換堅硬的政治

教條。但謝晉電影從

不侵犯當下主流意識

形態所維護的利益，

影片的「人情、人性、

人道主義」故事大多

是過去時態的。圖為

謝晉在1965年導演的

《舞台姐妹》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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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謝晉電影模式為

90年代後的「政黨電影」改造提供了最

佳方案。從1990年的《焦裕祿》開始，

出現了一系列的「好人好事」電影，

「這些電影並不直接宣傳政府的政

策、方針，也盡量避免政治傾向直接

『出場』，而是通過對克己、奉獻、集

體本位和鞠躬盡瘁的倫理精神的強調

來為觀眾進行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

『社會化』詢喚，從而強化國家意識形

態的凝聚力和合法性」bl。

2、文化電影模式。這ñ的「文

化」是個不準確的限定詞。我只是要

用它來歸納那些政治權力思維之外

的，強調創作者個性的電影價值。實

際上，文化電影模式包含了兩種不同

風格的創作。一種是部分第四代導演

80年代的創作。這些作品的情感表達

直接來源於第四代導演對於文革的內

心體驗。他們用新的電影風格努力建

造一個與現實社會不同的理想國。在

那ñ有傷心的往事，而更多的則是相

互舔舐傷口的關懷與溫暖。充溢在這

些作品中的愛意與人性是世俗化的。

但第四代導演紅旗下成長的經歷，又

決定了這種情感的世俗化和電影手段

的創新，不可能走向徹底的個人化。

並且，絕大多數第四代導演的創作是

在國營製片廠體制下完成的。他們實

踐中的老師都是「十七年」的老導演，

耳濡目染的「十七年電影」的創作方法

是第四代導演群體最主要的創作方

法。80年代的國營電影廠還是個事業

性機構，它的生產和創作都有嚴格的

計劃安排和審查控制。電影不被當作

是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意產品，而是配

合政策的宣傳品。因此，第四代電影

僅是「開了扇窗戶」的文化電影，不可

能從根本上揚棄政黨邏輯加在創作思

維上的影響。第四代電影的文化突破

更像是一股政治異己力量的爆發，它

不見容於舊的政黨思維，但卻無法擺

脫與當權思想的絲絲縷縷的聯繫。從

第四代導演90年代至今的創作中，我

們能夠愈來愈清晰地看出其保守性。

這種保守性的根源就在於，第四代是

舊製片廠體制造就的一代，他們的世

界觀與政黨邏輯有,相當的異質同構

性。

第二種是部分第五代導演80年代

的創作。已經有無數文章討論過第五

代電影的歷史和現實意義，這ñ不再

費筆墨複述。我想說的是，第五代的

成就除了在銀幕造型和文化意義上的

貢獻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五代電影

用影像空間的邏輯替代了現實社會的

邏輯。他們千方百計用各種奇技淫巧

塑造,另一種現實和歷史。在銀幕的

二維世界中，那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時

空，但你卻無法找到一個準確的現實

對應物。在他們看來，這才是藝術創

造的獨特性所在，是政治權力話語不

能左右的創作。用這樣的策略，他們

的電影有效地規避了政黨邏輯的控

制，成為國際性的電影作品。對於習

慣了在現實社會層面上尋找對應物的

中國觀眾來說，這也不啻是一種挑

釁。不只是張藝謀和陳凱歌的電影，

張建亞的幾部喜劇作品，李少紅的社

會問題電影，何平的西部電影，以及

田壯壯早期的少數民族電影，你都可

以從中找到發明創造歷史和現實的痕

K。第五代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為中

國電影創造了一個藝術家的世界，在

這個世界中，歷史成為一種現實的寓

言，而現實僅僅是歷史的一個註腳。

90年代中後期以來，第五代導演發明

創造能力逐漸減弱。一方面，國營製

片廠的計劃性和審查制慢慢消解了大

多數第五代導演追求藝術獨特性的力

第五代導演的成就除

了在銀幕造型和文化

意義上的貢獻之外，

更重要的是，第五代

電影用影像空間的邏

輯替代了現實社會的

邏輯。在他們看來，

這才是藝術創造的獨

特性所在，是政治權

力話語不能左右的創

作。他們的電影有效

地規避了政黨邏輯的

控制，成為國際性的

電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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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歲數的第五代導演開始意識到生存

與妥協的重要性，他們用聲譽和政府

交換工作的機會，用藝術性和商業性

隱蔽地維護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利益。

因此，他們也就無法徹底割斷與政黨

電影的血脈關係。

3、市民電影模式。市民電影大

致開始於80年代中期，中國以城市為

開端的經濟改革也在這個時候悄然興

起。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甚至放

下鋤頭，走進鄉鎮企業當了工人。

「城市」作為現代、效率和財富的象徵

性空間出現在中國的銀幕上。80年

代之前，特別是「十七年」的中國電影

多是在革命的歷史話語（時間維度）中

展開�事，到了80年代中期後，城市

空間賦予了電影新的思考角度，人的

生存狀態開始有了一種空間意義上的

解讀。這種解讀既有精英式的反省，

比如《給咖啡加點糖》（1987）；也對有

普通百姓生活的當下體驗。在我看

來，後者更能體現市民電影的氣質。

市民電影模式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陳佩

斯主演的「二子系列」影片和根據王朔

小說改編的幾部電影（《大喘氣》

[1988]、《輪迴》[1988]、《一半是火

焰，一半是海水》[1989]）。這兩類電

影雖然旨趣不同，但它們的�事同樣

都是建立在個體欲望與城市空間的

關係之上，追求世俗的普通民眾的趣

味和情感，迴避崇高，迎合大眾，有

時甚至顯得有些趣味低下。這一模式

逐漸發展為一種以喜劇為主要類型的

電影，當然其中也包括諸如警匪片、

動作片等其他類型。到了90年代中後

期，馮小剛導演接續了這一模式的香

火。從19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03年

的《手機》，馮氏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景

觀日新月異，與之相對應的普通人的

當下追求也在不斷改變。從意識層面

上來看，馮小剛的電影愈來愈走向中

產階級的價值觀。從另一個角度來

說，這種階層意識的分化不正是中國

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嗎？把

陳佩斯的「二子系列」和馮小剛的「賀歲

電影」放在一起，他們本身就構成了一

部生動的中國城市化發展史。

但在80年代中後期，市民電影由

於其本身質素和意識趨向的問題遭到

了中國電影理論界的猛烈批判。在這

些批判中，既有對藝術創作的批評，

也夾雜,來自政府的主張清除精神污

染的聲音。這些從專業到道德上的批

判，阻礙了本應蓬勃發展的市民電影

的成熟，抑制了民間活力所能帶給電

影的娛樂性和時代感。

應該說，上述三種模式在一定程

度為中國電影創造了不同於「政黨電

影」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在第五代電

影和市民電影中所體現出的空間化的

�事邏輯，改變了政黨電影概念化的

時間性�事。但在經過了80年代末的

政治風波之後，所有這些模式可能完

善的努力都停止了，毛澤東「亡黨亡

國」的訓誡猶在耳邊上，電影文化回

到了非常保守的年代，犬儒主義盛

行。「政黨電影」重新成為中國的主流

電影。

三　九十年代的「主旋律」

90年代中國出現了被稱為「地下

電影」的獨立製片電影，或者可以叫

做新的現實主義電影。這類電影以近

似敵對的情緒排斥政黨邏輯對電影

創作的影響。他們的電影不受國營製

片廠體制的束縛，新題材、新思想、

新人物與中國主流電影中的截然相

80年代之前的中國電

影多是在革命的歷史

話語中展開v事，到

了80年代中期後，城

市空間賦予了電影新

的思考角度，人的生

存狀態開始有了一種

空間意義上的解讀。

這種解讀既有精英式

的反省，也對有普通

百姓生活的當下體驗。

這種市民電影的v事

是建立在個體欲望與

城市空間的關係之

上，追求世俗的普通

民眾的趣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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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寫實風格更加主觀化。他們以自

己的方式呈現現實生活的矛盾，塑造

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這些「英雄」多

是些平凡甚至邊緣的人物。但就藝術

思維來說，我認為沒有第五代早期作

品來得更有創意，更有破壞力。或者

說，新的現實主義作品的破壞力更多

的來自於「砸爛舊世界」的姿態，而不

在於顛覆舊世界的邏輯。因此，這類

電影大多被政府當局所禁止，沒有對

公眾和中國電影的整體格局產生影

響力。

1996年「長沙會議」之後，政府開

始實施以「9550工程」為重點的中國電

影救市工程。「主旋律」這個詞成為中

國電影界的新寵。在我看來，「主旋

律」這個富有時代感的語詞不過是新

時代政黨邏輯為電影創作穿上的一件

新衣服。它迴避了政治詞彙直接出現

在藝術表述中，比如，「不少人認為

『主旋律』就是重大革命歷史或重大現

實題材。其實『主旋律』的概念應該很

寬泛，凡是表現人世間的真善美，不

管是反映甚麼年代的事情，只要是灌

注了現代人的意識、現代人的真實情

感，弘揚人間的真善美和中華民族的

傳統美德，都是『主旋律』」bm，並且在

其中還加入了更加專業的內容：「在

創作觀念上，樹立了類型片意識、市

場意識，甚至包括對好萊塢模式的認

可。」bn但在這些看似包容豁達的闡釋

中，卻隱藏,一個重要的事實：在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胡同中愈走

愈窄的創作者，需要政黨給予一種新

規定，才能開始他們新的藝術思考。

因此才有了「真善美」、「現代人的意

識」、「現代人的真實情感」、「傳統美

德」、「類型片意識」等等。我並不質疑

「真善美」、「現代意識」、「真實情感」

這些語詞本身所具備的動人力量。我

所遺憾的是，為甚麼這些電影創作元

素只有成為政黨邏輯的要素之後才能

成為藝術家創作的思想？從前文所述

的歷史經驗看，一旦藝術思維被納入

到政黨邏輯之後，它必然首先是屬於

政黨的，然後才是屬於藝術的。「災難

片」作為類型片在中國的尷尬處境，非

常明白地說明了這一點bo。

中國電影界有很多人願意拿中國

的「主旋律」來比附好萊塢電影的「美

國精神」。拋開編導演等技術層面的

差距不談，我以為，這些熱情善良的

人又下意識地滑進了「政黨電影」的邏

輯，忽略了今天中國主流價值電影的

本質是「政黨電影」，它代表的只是一

部分人的思想和追求，它的任務「是

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是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

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它

不是大眾的電影，更不是廣大人民的

消費品。一位教育家的觀點很有意

思。他說，甚麼是國家？當老師的，

往講台上一站，下邊的學生就是你的

國家。他的話ñ有一份責任感。借用

他的邏輯，對於電影創作者來說，國

家是甚麼？國家就是掏錢買票走進電

影院的每一位觀眾，電影應該體現出

他們的意識和追求。我想，「國家精

神」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是成立

的。普通人的價值才是好萊塢電影的

「美國精神」的基礎。

「國家理論」和「政黨統治術」是複

雜的理論問題，不在本文論述的範圍

內。我想要指出的是，今天中國許多

電影管理者和電影創作者頭腦中的

「政黨電影」邏輯，導致了中國主流電

影落後於時代，脫離普通民眾情感的

不堪後果。在這ñ，我並不是要否定

政黨的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我要否定

1996年「長沙會議」之

後，政府開始實施以

「9550工程」為重點的

中國電影救市工程，

「主旋律」一詞成為中

國電影界的新寵。在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的小胡同中愈走愈窄

的創作者，需要政黨

給予一種新規定，才

能開始他們新的藝術

思考。我並不質疑

「真善美」、「現代人的

真實情感」、「傳統美

德」等語詞本身所具

備的動人力量，我所

遺憾的是，為甚麼這

些電影創作元素只有

成為政黨邏輯的要素

之後才能成為藝術家

創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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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態度和藝術思考的方法。中國電

影界至今還沒有拿出勇氣來，真正反

思和檢討從《實踐論》到《講話》，再到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主旋律」所形

成的「政黨電影」的創作思維和管理方

法。更令人遺憾的是，許多當年文化

電影的主將，許多更年輕的電影創作

者又心安理得地走上了前輩們的老

路。

四　結 語

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說過一句話：「藝術家

的內心有另一個政府」（大意）。我

想，他的「另一個政府」應該是藝術家

的觀察與思考，這個世界有自己的規

則和方法。

對於電影來說，「時代感」來自於

電影創作者的「另一個政府」，來自於

對今天普通民眾生活感受的細微體

察，來自於自由的民間活力，因為

「真正的思想，也許要說是真正在生

活和社會中支配人們對世界進行解釋

和理解的那些常識，它並不全在精英

和經典中」bp。

2003年，中國大陸一共生產了

140部電影，大約有二十多部進入了

影院（院線）。就是說，一個極其熱愛

中國電影的觀眾，一年也只能看到

大約七分之一的國產電影。實際上，

一個普通觀眾一年能看兩三部國產電

影就不錯了。由於工作單位的緣故，

我大概能看到六十多部。其他電影研

究者看的估計不到我的一半，電影從

業人員看的還少些，不超過十部。這

樣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年。2004年

中國電影的產量是212部。我能看到

的估計也就六七十部了，其他人能看

到的也不會比去年多多少，而電影產

量卻增長了將近五成。中國真正靠放

映電影維持生存的影院現有九百多

家，而這些影院能夠保證不虧損的

（年票房收入在二百萬人民幣以上）大

約只有三百多家。

今天，很多人熱衷於討論電影產

業問題，特別是政府部門的電影官員

和他們的智囊。他們認為中國電影的

主要問題出在經濟體制上，只有進行

市場化的產業制度改革，才能改變中

國國產影片市場的低迷狀態。我對這

個熱門話題的研究一直抱,審慎的態

度。且不說中國是否具備良性清潔的

文化市場環境和相對完善的政策法

規，是否形成合乎規範的會計制度和

保險制度，單就電影這個以內容和創

意為核心的產業來說，假如不把電影

看成是真正意義上的產品，變成大眾

需要的消費品，那麼這種僅限於經濟

層面上的改革將無法真正達到釋放創

意活力的產業目的，也就無法構成作

為產業來討論的必要條件，最終的結

果只能是再一次地讓善良的願望化為

泡影。

我們今天真正需要反省的是，中

國電影的創意邏輯到底是甚麼？

誠如先哲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

洞見或透識隱藏於深處的棘手問題是

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

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

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

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

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

考。⋯⋯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

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

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

很多人認為中國電影

的主要問題出在經濟

體制上，只有進行市

場化的產業制度改

革，才能改變中國國

產影片市場的低迷狀

態。但假如不把電影

看成是真正意義上的

產品，變成大眾需要

的消費品，那麼這種

經濟層面上的改革將

無法達到釋放創意活

力的產業目的，最終

的結果只能是再一次

地讓善良的願望化為

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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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參閱黃鋼：〈論目前電影劇本創

作中的主要問題〉，載羅藝軍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

頁320。

2 思想改造是改造舊中國建設新

中國的根本問題之一。1951年10月，

毛澤東在人民政協一屆全委會三次

會議中，把這種思想改造首先是各

種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列為全國人

民當前的三大中心任務之一，可見

這種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性。這一

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起先是從北

京、天津的高等學校教師在中央人

民政府教育部的領導下，開展了以

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有系統的

思想為開端的。接%，北京的中小

學教師也在文教局領導下進行了思

想改造的學習，北京的文藝界與科

學工作者也都在有關部門的領導下

開始了文藝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學習

運動。華東文化教育界為%響應毛

澤東這一號召，於12月間成立了華

東毛澤東思想學習委員會，以統一

領導全區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該

學委會成立後，立刻進行了各項準

備工作，1952年春就開始了高等學

校的思想改造運動，接%又開始了

文藝界整風和新聞界整風的學習，

中小學教職員也逐步開始了思想改

造的學習運動。除華北、華東地區

外，其他各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先

後開展了（《新名詞詞典》〔上海：春

明出版社，1953〕，頁3070）。一定

的階級產生一定反映本階級利益的

思想。例如：資產階級思想、小資

產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思想等。只

有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最能反

映客觀真理。凡是其他階級出身，

願意追求真理的人，都應當放棄自

己階級的立場、偏見，站在工人階

級的立場，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

站在工人階級立場排除非工人階級

思想，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

做思想改造（陳北鷗編著：《人民學

習辭典》〔上海：廣益書局，1953〕，

頁224）。

3 見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

史中的生存遊戲》（北京：中國工人

出版社，2003），頁239-40。

4 周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載謝冕、洪

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頁67。

5 引自《蘇聯文學藝術問題》（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25。

6 吳迪：〈腳手架後面的真實：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電影藝術》，

2005年第1期。

7 波普爾（Karl Popper）著，陸衡

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頁314-15。

8 以政黨邏輯為創作思想，往往

會因為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朝令

夕改的政治教條而失去創作的方向

與標準。

9 謝晉：〈找尋失去的藝術規律——

拍攝《啊！搖籃》的一些體會〉，載謝

晉：《我對導演藝術的追求》（北京：

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頁62。

bk 汪暉：〈政治與道德及其置換的

秘密——謝晉電影分析〉，載丁亞平

主編：《百年中國電影理論文選》，

下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3），頁354。

bl 尹鴻：〈世紀之交：九十年代中

國電影備忘〉，轉引自《百年中國電

影理論文選》，下冊，頁663。

bm 王庚年：〈把握時機　振奮精

神　再創佳績　迎接新世紀〉，《當

代電影》，1999年第1期，頁7。

bn 王庚年：〈雨頻發春色，風暖樹

自蔭〉，《當代電影》，2001年第1期，

頁5。

bo 關於這一點，請參閱郝建等：

〈類型電影四人談〉，《電影藝術》，

2003年第5期，頁8。

bp 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

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1），頁13。

吳冠平　1994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

院文學系電影史與電影理論專業；現

為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電影藝術》雜誌副主編。編有《二十

世紀的電影》、《藝術電影速查手冊》

等，並著有論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