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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善子》是1963年初周恩來親自提議、精心部署並全程指揮拍攝的電影，

改編自同期演遍中國的朝鮮話劇與影片《紅色宣傳員》。電影的改編拍攝始終充滿

外交與內爭的共振與張力，阻障不斷，進退維谷。終因中、蘇、朝關係的變化，

國內文化大革命將至，攝製完成的影片未得通過，入庫封存。本文立足檔案、回

憶錄等多種來源文獻的辨析互補，揭示電影生產的政治意涵。在《李善子》攝製過

程的背後，凸顯出文革前夜周恩來與柯慶施、文藝界和上海電影人的關係，以及

文化交流名義下中朝之間彼此糾纏的複雜經驗。

關鍵詞：周恩來　柯慶施　「大寫十三年」　中朝關係　《李善子》

在中國電影史上，1965年攝製完成的《李善子》是眾多失聲的影片之一。

一部電影沒有在史上留名本不足為奇，哪怕它出自鄭君里和張瑞芳兩位名家

之手。然而，這部由周恩來親自提議、精心部署、全程指揮，耗時兩年零八

個月攝製完成的電影，卻進了中國電影資料館，至今未得見光，謎障重重。

迄今為止，未有關於《李善子》的專題論著問世，唯見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關於鄭君里的論文稍有提及1。這項研究旨在探討這位前私營電影

藝術家與社會主義文化的「共謀」關係，主要分析素材是其系列作品，將電影

文本作為一種文化呈現，揭示背後政治與藝術的權力交錯與博弈。基於問題

域、研究路徑以及史料源，《李善子》並不是畢文最主要的分析例證，就電影

本身而言，他只告訴我們，周恩來親倡的這部改編自朝鮮話劇、歌頌金日成的 

影片，毀於江青一句「看了滿身疼」的咒語，由此揭開鄭君里悲劇命運的序幕。

多舛之作：文革前夜 
周恩來與電影《李善子》

●張濟順

＊	本文寫作與修改得到鄭大里先生、沈志華教授、韓鋼教授的幫助，兩位匿名評審人的

指導，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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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學術論文 筆者閱檔偶得，發現《李善子》價值遠超出畢文的研究問題，值得探究之

處不只在電影本身，而在電影生產背後波譎雲詭、起伏跌宕的政治大劇。導

致《李善子》悲劇結果的，也遠不止江青的一句咒語。本文立足於檔案、回憶

錄等多種來源的文獻辨析互補，尤其注意不同材料記錄者的立場與語境，盡

力還原《李善子》政治運作的歷史場景。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詳考，揭示文化大

革命前夜的周恩來與柯慶施、文藝界和上海電影人的關係，以及文化交流名

義下中朝彼此呼應牽制、碰撞較量的複雜經驗，以期為文革前史提供一個 

多重維度的案例，也為近年中朝關係的開創性研究2，伸展一個文化交流的

視角。

一　始於京城的紅色旋風

1962年12月29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人藝）在首都劇場公演朝鮮話 

劇《紅色宣傳員》（以下簡稱《紅》）。該劇演出陣容強大，著名戲劇藝術家歐陽 

山尊執導，北京人藝名家齊集登場。千餘人參加的開幕儀式極為隆重，中方

有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副總理陳毅、陸定一等到場；朝方出席的是朝鮮文化

藝術代表團、駐華大使和夫人以及使館全體人員。翌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

鄧小平，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康生，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等接見朝 

鮮代表團並觀看演出。此後，各地競相排演《紅》劇，並作為「重點劇目」推出，

還被各個地方劇種移植，各路名家紛紛領銜主演，颳起了一股「朝劇」旋風。

全國各地一轟而上地演一齣戲，並四處移植，從1960年代起就成常態。

始於北京的《紅》劇演出熱潮中，「滬版」關注度異乎尋常，不但上海媒體競相

宣傳，1963年2月3日的《人民日報》還專門發布上海排練的消息，並稱著名電

影演員張瑞芳即將出任主角李善子；同年《上海戲劇》第4期幾乎是《紅》的專

刊，滬上文化官員和文藝界盛讚「滬版」《紅》劇，高度評價張瑞芳的表演3。

初看起來，滬版《紅》劇大獲成功，是得益於上海電影演員劇團（上影劇

團）演員張瑞芳的「紅色明星」效應。《紅》公演前一年，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

（海燕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上影〕下設兩個故事片廠之一）拍攝的由張瑞芳主

演的農村喜劇片《李雙雙》在全國公映，反響熱烈。然而，從「李雙雙」到「李

善子」完全出乎張瑞芳意料，後者不是上影劇團原定的演出劇目。

1962年秋，張瑞芳被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借調，參加著名劇作家、上影首

任廠長于伶的話劇新作《七月流火》的排練，擔綱女主角。該劇以中共地下黨

員、抗日英烈茅麗瑛為原型，描寫孤島時期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華素英， 

在組織婦女開展義賣募捐的活動中，慘遭汪偽特務暗殺的故事。《七月流火》

一經發表，十二個省市話劇院團同時排演。正在緊鑼密鼓的排演與電影籌劃

之際，1963年初突發變故。1月8日，周恩來電示張瑞芳撤出《七月流火》劇

組，馬上回上影劇團排演《紅》劇，扮演主角李善子，並要將《紅》劇改編成中

國的彩色影片。張瑞芳對此很不解，但沒等她提問，電話就「匆匆掛斷」4。

張瑞芳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影劇明星，她的另一個特殊身份是「三八式」的

中共黨員。1938年入黨後，組織關係直屬周恩來，建國後仍得周恩來夫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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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關心照顧。周也通過張了解掌握上影一線動向，並「非正式地」表達意見， 

上影領導要問計總理時，常常請張出馬。但是，周從未具體要求張演甚麼不演 

甚麼，這次如此不留餘地的「撤出」和「進入」的指示，她還是第一次聽到5。

幾乎同時，從上海市電影局到上海市委都得知了周恩來的指示，迅速將

話劇《紅》的演出陣容重新布局，由上海青年話劇團獨家排演變為其與上影劇

團的合作演出，主要角色全部由上影演員擔任。同名電影創作也緊鑼密鼓地

展開，1963年1月28日，周恩來與張瑞芳，時任海燕廠導演、演員趙丹談《紅》 

片。2月20日，本已編制完成的1963年度電影生產計劃作出調整，《紅》列入

是年海燕廠創作拍攝任務6。由總理親點，鄭君里執導出征，他的名聲與左

翼電影的黃金時代聯繫在一起，與江青私交甚篤，建國後是上影實力派導演

之一，執導過《林則徐》、《聶耳》兩部優秀的建國十周年「獻禮片」。

4月20日，在中宣部與全國文聯開會之際，為改編拍攝《紅》等影片，周

恩來召集會議，上海市電影局長張駿祥和鄭君里與會。25日，周在上海期間

觀看了話劇《紅》，演出前後兩次打電話給張瑞芳，仔細詢問電影籌拍情況，

鼓勵四十四歲的張打消年齡不適之慮，擔當起扮演二十歲的朝鮮姑娘李善子

的重任7。一部由總理親自掛帥點將的中國版朝鮮影片，揮鞭上馬。

在此之前，朝鮮拍攝的同名影片已在全國隆重上映，被列入開展「階級教

育」的影片之列，由各單位組織觀看8。話劇為票價與場地所限，自然競爭不

過「團體購票包場」的「指令性」電影。可見，朝鮮影片的「紅色旋風」已經吹遍

中國，此時再下大工本，投拍一部中國人演繹的同名彩色電影有何必要？是

中朝關係所需，還是國內政治局勢所致？作為一國總理，素來運籌帷幄、嚴

守「外事無小事」準則的周恩來，為何斷然做出這樣的決定？

二　「雙紅輝映」的弦外之音

根據中朝《文化交流協定》1962年的年度計劃，朝鮮話劇《紅》由北京人藝

排演；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由朝鮮民族藝術劇院翻譯上海越劇院演出本，

以傳統「唱劇」形式改編上演。《紅》劇在北京開幕演出前兩天，即1962年12月

27日，朝鮮唱劇《紅樓夢》在平壤大劇場首場演出，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

率領的中國文化藝術代表團應邀出席。《人民日報》在12月30日同時報導北京

與平壤兩個「紅」劇首演盛況9。「雙紅輝映」將中朝文化交流推向高潮，中朝

關係似進入又一高峰。然而在文化交流背後，雙方各有所求。

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日趨惡化。朝鮮成為中蘇都要極力拉攏的政治盟

友，金日成趁勢展開「等距離外交」，不斷從兩邊獲益。1961年7月，朝鮮與

中蘇兩國幾乎同時簽訂同盟條約，既為1958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離

朝鮮後導致的南北軍事力量失衡尋求到雙重保護傘，也推動已經獲得的巨大

外援進一步加碼升級。到1962年末兩個「紅」劇分別在北京和平壤上演之時，

朝鮮收穫的不僅是中國在最困難時期提供的成套項目，煤、糧食等緊缺物

資，而且得到覬覦已久的中國領土——長白山主峰和54.5%的天池。大批非

法湧入朝鮮的邊民也得到中方遷就與寬容，雖然給朝方帶來一定的社會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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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學術論文 力，但總體上緩解了戰後勞動力與人才緊缺的燃眉之急bk。如此豐厚的政

治、經濟、人力資源，特別是領土獲得，使金日成一度表現出對北京親近的

態度。在此背景下，中朝文化交流調門與規格也愈來愈高，「雙紅輝映」便是

生動寫照。

然而，在「雙紅」的熱烈場面背後，朝鮮別有一番心思。《紅樓夢》被朝鮮

傳統唱劇重新演繹，變成「朝鮮傳統藝術的新成就」bl，與到手的長白山主峰

白頭峰稱為「將軍峰」有相似的民族主義與象徵正統的寓意。《紅》則「原汁原

味」呈現給中國觀眾。朝方剛得知中方排演此劇的消息，立即把這齣戲全部參

考材料、主要角色的全部服裝都送到北京；正式上演前夕，朝鮮文化藝術代

表團和北京人藝座談了五個小時，大到原作精神的闡釋，小至服裝道具、一

招一式，都一一指導bm。朝方如此友善的意圖很清楚，在中國舞台上馳騁的

朝鮮「千里馬」不能走樣。

被譽為「我們時代的紀念碑作品」bn，《紅》塑造的是一個農業合作社的黨

宣傳員李善子，遵循金日成首相的「青山里教導」，以細緻耐心的思想工作和

率先垂範的力量，教育感化三個落後份子，帶動全體社員苦幹奮鬥，使連年

歉收的窮山溝變成富饒鄉村。該劇大力宣傳的「青山里教導」（或稱「青山里方

法」），是指1960年金到一個農業合作社青山里視察後，總結出的一套群眾路

線的工作方法，反對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的作風，大力提倡以說服教育的方

式改造落後份子，激勵廣大群眾，共同奮鬥。李善子的原型李信子，也是金

親自樹起的先進典型；故事凸顯「首相同志的教導像旭日的陽光照亮人心」和

「我們時代的千里馬進軍的面貌」bo。「原汁原味」的《紅》向中國輸出，但在感

謝「中國人民對朝鮮的『千里馬』運動的熱烈鼓舞和支持」的熱情言辭之下 bp，

朝鮮仍對中國保持戒心，並不放棄「等距離外交」的基本方針。

事實上，「千里馬運動」是照搬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產物，後果幾乎

也一樣。1956年，朝鮮提出「趕超日本」的經濟計劃，後在中國大躍進的鼓舞

下，提升到超歐（英、法與西德）趕美的發展目標，圖以「千里馬」的速度在

1960年代上半期「建成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快速合併，雖無「人民公社」之

名，實質卻與中國的「一大二公」並無差異bq。然而，從1960年代起，朝鮮盡

力撇清兩者關係。1960年6月金日成訪蘇時，蘇聯人出示毛澤東1956年指責

金是「東方納吉」的談話記錄，令其憤怒異常，歸途中告訴蘇聯駐朝大使普扎

諾夫（A. M. Puzanov），他對中國的很多做法都不贊成，比如人民公社br。其

後，朝鮮領導人不斷向蘇東各國重申：人民公社在朝鮮條件下是「不適合

的」，吸收蘇聯經驗的「勞動組合」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千里馬運動曾「試

用了」大躍進的方法來發展國民經濟，結果危害嚴重。朝鮮已感到中國人民公

社的負面影響，故採取「青山里方法」，徹底違背了中國的先前立場bs。

次年1月，金日成的態度又有些曖昧。當普扎諾夫向他報告中國在人民公

社問題上的政策有所調整時，金表示，「名稱或形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

容」bt。7月金日成先後訪問莫斯科和北京，簽訂兩個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的

演講裏，金隻字不提千里馬運動；在北京，中方頌揚「千里馬」時，必提「三面

紅旗」，金則予以默認，並大為稱讚：中國人民「正在英勇地克服自然災害」，

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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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朝鮮向中國的示好仍有限度。即便到1962年12月《紅》開幕演

出前夕，由於要求蘇聯提供導彈等武器的軍事談判無功而返，金日成極為不

滿，朝鮮勞動黨中央第五次全會聲稱，「不能相信蘇聯的任何承諾」cl，官方

輿論也愈來愈接近中國，但絕不放棄從蘇聯獲益的努力。然而此前一年，民

族主義傾向和個人崇拜已得到實質性的強化，「自力更生」在朝鮮國內的一切

領域內「非常流行」，包括意識形態與文化政策。金在高層提出「獨立繁榮」的

口號，既表示對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以後蘇美關係緩和、停止對朝軍援以及

反對個人崇拜的強烈不滿，確也「在一定程度上擔心經濟上完全依賴中國」cm。 

可以說，高調頌聖「青山里教導」的《紅》是金「獨立自主」和外交「主體性」的

一個微觀場景。

然而，《紅》畢竟是編織的革命神話，「青山里教導」並沒有那麼神通廣

大。千里馬運動帶來嚴重負面效應，經濟發展失衡，農業歉收、糧食緊缺的

狀況尤為突出。到1964年，糧食供應才達到低水平自給，全國仍實行定量供

應cn，至於工業、軍事所需的資金、技術、設備、武器等，缺口更大。離開

了中蘇任何一方援助，朝鮮的「獨立繁榮」便成泡影。肩負着進一步求援和彰

顯「主體性」外交的雙重使命，《紅》在中國激情登場。配之以朝鮮改裝的寶黛

愛情故事，「世世代代的傳統友誼」旋律之中，朝鮮的民族主義複調也並不那

麼低徊。

中國讓一齣朝劇紅遍全國，也並非只談友誼，不問其弦外之音。還在上

海開排《紅》劇之時，周恩來就通過張瑞芳轉達應注意之點co：

第一，朝鮮勞動黨的工作是深入人心的，黨的一切指示很快就能到達基

層組織；第二，由於戰爭破壞得十分厲害，農村中的地主均已逃亡，因

此朝鮮農村的階級鬥爭就與我國目前的狀況不一樣，比較緩和一些；第

三，朝鮮的民族精神、思想感情與我國不同，特別是朝鮮婦女，她們的

性格是剛柔結合的。

顯然，周已敏銳察覺劇中所表達的朝鮮民族精神和金日成的無比威力，並要

求中國演員努力去體會，以保持朝鮮特色。這種「忠實原作」的態度本無可厚

非，問題在於這一指示的大背景是，中國要拉住朝鮮作為與蘇聯對抗的盟友， 

對其有求必應。當蘇聯在二十二大以後表現出冷落朝鮮的傾向，中國就將此

視為難得的機會。除大規模經濟援助和領土讓步，毛澤東在1963年4至5月間

一再向朝方和金本人表示，「整個東北是朝鮮的大後方」，將來一旦戰爭爆

發，就交給金「統一指揮」cp。其後，周也重複這誘人之說。他在接見朝鮮科

學院代表團時談到：你們的歌舞「有主體精神，不洋氣」，「我們的歌舞就是民

族化不那麼強烈，有點雜亂無章」cq。

由此可見，在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領導權的大局中，《紅》可以作為一着文

化棋子，力挺千里馬運動與金日成個人崇拜，強化朝鮮的抗蘇決心。至於其

中的「弦外之音」，周恩來有意通過改編，另樹一個柔中有剛的「李善子」形

象，將「國際階級鬥爭」的警示貫穿其中，防止業已支出的昂貴援助付之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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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上述周恩來對上海排練《紅》劇的三點提示交織着更為迂迴複雜

的「弦外之音」，那就是強調中國階級鬥爭現狀與朝鮮很不一樣。其意揭示出

滬版《紅》劇和電影從一開始就遠不是一齣戲和一部電影的問題，也預示着日

後《李善子》的多舛命運。

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的嚴厲警告cr。此後，國內黨內的政治生活愈來愈緊張，歷來是政治風向標

的文藝界特別是電影界，又被推上風口浪尖。最先向「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發

起進攻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與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柯慶

施。1963年1月4日，柯在出席上海文藝界聯歡會時，大力提倡寫新中國成立

後十三年的新人新事，其後在公開或私下裏，多次表達「非『十三年』不看」的

絕對意見，「大寫十三年」的口號由此而震動了文藝界cs。此時正逢《七月流

火》上演前的緊張排演，柯親自召見張瑞芳，開門見山地要張退出，理由是

「這個本子有問題」。他說：即使茅麗瑛還是烈士，「也可能有問題，要好好查

一查」，並反責道：「為甚麼老要宣傳死人？」ct隨後，此劇與影片籌劃被叫

停，全國十幾個話劇院團的排演也隨之下馬。

柯慶施果斷砍掉《七月流火》，似乎與張瑞芳此前幾日接到的周恩來「撤出」 

與「進入」的電話指示同一口徑，那麼是否可以認為，周在促《紅》上馬的意圖

中，也包含對「大寫十三年」的認同？一個朝鮮現代故事又怎麼與中國「十三年」 

勾連？有一個細節頗值得注意。前述周給張的電話指示「匆匆掛斷」，既未解

釋理由，也未立即向朝鮮方面透露。然而上海領導人卻捷足先登，在獲知周想

法當晚，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就向到訪的朝鮮文化藝術代表團發布上海要排演 

《紅》劇並拍成彩色片的消息。事後周頗感意外地對張說：「怎麼，柯老已經向

他們講啦？」dk顯然，柯是《紅》片更積極的推手，提出動議的周反倒有些被

動。其實，被動的不僅在這一小小的時間差，也不只在這一部戲。

事情的始末最早或者可追溯到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在大批「反冒

進」、發動「大躍進」的主題下，柯慶施年前12月在上海市黨代會上的報告〈乘

風破浪，加速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受毛澤東的讚揚。會前毛親自審閱修改下

發與會者，會上直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

來？」周回答：「我寫不出來。」毛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

的。」dl如此一揚一貶，柯周二人頓形差距。毛尊稱小他九歲的柯為「柯老」，

上上下下照此稱呼，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柯被增補為中央政治

局委員。而周頻頻檢討也不得滿意，主動向政治局常委會提出「請考慮他繼續

擔任總理是否合適」的問題dm。這段痛苦的經歷給周與柯的關係投下陰影。周

雖為上級，對柯和上海的舉措及提法頗為小心，大多予以正面評價，即使有

不同看法，也婉轉表達。柯仍十分尊重總理，在上海工業建設和科技發展問

題上，也得周大力支持。但對知識份子基本估計與文藝政策「糾左」的問題

上，兩人分歧明顯。

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爭大幕拉開後，柯慶施對文藝創作的「錯誤傾向」格

外敏感，特別緊盯電影。1962年10月下旬，柯得知海燕廠正在創作關於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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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將吉鴻昌的劇本《吉鴻昌》，即向電影局領導指出：「吉鴻昌這個人，我是了

解他的，此人很難寫。」但聽其指示的電影局副局長未得要領，理解為：「柯

老說，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從長計議」，「要從全局來考慮，不能僅從個人的

興趣，否則會淹沒全盤的方向」dn。僅過兩個月，「全盤方向」的「大寫十三年」

號召就重磅推出，歷史題材不是「不能太多」，而是一概不准。在次年1月6日

發出「大寫十三年」號召的當日上午，柯找《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姚文元談話

劇《第二個春天》，挑明「大寫」的核心問題do：

現在你看看劇目，盡是演天上的、地下的，神仙鬼怪，還有就是寫死人

的。像《水橫枝》〔《七月流火》別名〕、《英雄譜》，有多少反映現實的呢？

《霓虹燈下的哨兵》我也準備去看，總比《水橫枝》這種死人的要好！如果

去批評《第二個春天》，就是讓那些東西去佔領陣地。

很顯然，「大寫十三年」緊扣八屆十中全會主旨，為批判「文藝黑線」打前站，

且深謀遠慮，指向「黨內的修正主義」dp。

《七月流火》與《紅》緣何命運如此不同，周恩來當然心知肚明，這就是「大

寫十三年」的正、反兩個抓手。對此，周的取態首先是贊成「以十三年為重

點」，指出「現在的作品還不多」，鼓勵大家「不要氣餒」dq。《紅》片之所以匆促

上馬，不但要用於出口朝鮮，也是應內需之求，正如周後來所說：「借人家的

來供給我們自己。」dr在領銜指導《紅》的同時，周力推話劇《霓虹燈下的哨

兵》、《第二個春天》，並計劃拍攝電影，多次親臨指導，還不忘提及「柯老和

江青同志也認為很好」ds。這兩部戲都是「十三年」的重大題材，合乎八屆十中

全會的主旋律。

儘管如此，周恩來對「大寫十三年」還是有保留，對所謂「寫死人」的問題

婉轉表達異議。1963年初，周表達對《吉鴻昌》的意見，大意是「中國各個時

期的名人多得很，搞傳記片應有所選擇」，「何況比吉鴻昌好的人很多」dt，暗

示不一定非要寫這個劇本。周也批評田漢寫《阮玲玉》，勸阻郭沫若寫《孔雀

膽》，「奉勸老作家，要敢於破除自己身上的鬼」，但基本態度是積極引導，非

一概貶斥：「我總的意見是要鼓勵，寫反映新時代的作品，決無貶老之意。」ek

4月19日，周恩來在中宣部召集的文藝工作會議和全國文聯三屆二次擴大

會聯合報告會上作題為〈做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的報告，直陳他的「一家之

言」：「力求少犯錯誤，但不可能不犯錯誤。說錯了盡可以批評，方叫百花百

家」，「革命的範圍是廣義的，從不反對到參加、堅持、徹底革命」，表達了對

知識份子相對包容的主張。他申明，你們「可以接受，不做傳達」，「如果有

用，經過你們的思考，作為你們的思想，向更廣的人講」el。

但無論如何，《紅》片的上馬迫在眉睫。1963年初，中蘇兩黨已近公開破

裂，兩國關係惡化不斷升級，中國周邊形勢也相當緊張，朝鮮在這場反蘇鬥

爭和中國國際危局中的權重愈來愈大。因此，《紅》不僅是周恩來思慮的事，

更進入毛澤東的視野。4月25日，正在上海的毛澤東上午召集周恩來、鄧小平

等開會，研究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覆信；晚上會見朝鮮《勞動新聞》代表

團，談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助，不應是誰控制誰，而「應該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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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學術論文 國際主義」em。當晚，周、鄧和康生觀看了《紅》劇。近子夜12點，張瑞芳接

到總理電話，聽到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主席也問你們的戲了，同去的人都說

好。當然他是不看話劇的。」en在日理萬機，部署中蘇論戰、對朝關係的大局

之時，「不看話劇」的毛澤東，還是對《紅》劇有「一問」，當然非同小可。本就

處在政治漩渦中的《紅》不再紙上談兵，而加緊拍攝步伐。

四　難以起步的開機

與「原汁原味」的話劇迅速登台不同，影片的改編自始就步履維艱。諸多

外交、政治因素無法迴避，加之文化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夏衍不贊成影片

上馬，認為朝方會有不同意見eo，電影主管部門支持乏力，一線進展緩慢。

直到1963年4月25日周恩來觀看《紅》劇的那天中午，他從張瑞芳那裏了解到， 

主創者很不樂觀。張擔心年齡太大，不適合銀幕形象；趙丹不想加入。兩人

都不肯同導演鄭君里去朝鮮，張解釋說：「不願意和他從搞劇本開始就泡在一

起。我們應當是在第二線，否則就沒有新鮮感，意見也就提不出來了。」ep張

的解釋與反映的情緒，無一不證實周的預計：如何把已經登上銀幕的朝鮮宣

傳員變成中國「李善子」——這部電影承載的使命本已很重，「大寫十三年」提

出後，上影人的困惑與茫然無措又增加了影片創作的難度。為了促使主創人

員盡快進入狀態，周決定先讓他們赴朝鮮學習。

9月，文化部組成鄭君里為團長，張瑞芳、編劇王煉等為團員的中國電影

赴朝學習訪問團。臨行前，鄧穎超代表周恩來接見了全體成員，特地為此行

定下「十六字」方針：「謙虛謹慎，認真學習，客隨主便，時間不拘。」朝方予

以高規格接待，金日成親自接見，學習團走訪了所有供外賓參觀的項目，與

朝片主演、功勳演員宋英愛及李信子交流座談eq。

學習團訪朝期間，正值中朝關係到達頂峰，從5月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

6月朝鮮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崔庸健長達十八天的訪華行程，到9月劉少奇訪

問平壤，朝鮮多次表態願意與中國一起反對蘇聯修正主義。不過，金仍留有

餘地，同意參加對修正主義論戰而不公開點名，拒絕了與中國發表聯合聲明

的提議er。

中朝文化交流也信號頻傳。金日成、崔庸健訪華時，在周恩來陪同下觀

看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回國後即令朝鮮國立話劇團排練此劇，10月23日

正式亮相平壤舞台；三天後，金率朝鮮主要黨政領導人觀看，演出前接見專

程到訪的中國話劇觀摩團；又過三天，金再次接見觀摩團，《紅》片學習團也

同時得到接見。11月14日，金觀看周贈送的中國越劇《紅樓夢》的舞台藝術 

片es。這一輪的「雙紅（虹）輝映」，對身臨其境的中國「李善子」既是鞭策，更

感壓力。

學習團回國後，國內政治山雨欲來。從12月至翌年6月，毛澤東先後作

出關於文藝的兩個批語，全盤否定建國以後的文藝工作et。電影又一次充當

靶子，8月，毛同意公開批判影片《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把這些修正主

義的材料公布於眾」，並指示，「可能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fk。兩個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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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前後，從來「不看話劇」的毛澤東破例，先後觀看《雷鋒》、《霓虹燈下的哨

兵》和《南海長城》fl。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毛澤東第一個批語，是在柯慶施抓「評彈新劇目」與

「紅色宣傳員故事員隊伍」的兩個經驗材料上寫下的。這兩個經驗受到毛肯

定，指示北京市委彭真和劉仁「可以一看」fm。接旨後，彭大驚失色：「主席覺

得北京這個文藝隊伍是相當的鴉鴉烏。」fn柯當然大受鼓舞，立即對上海文藝

界正式「亮劍」。1964年春節，柯又對文藝界講話，大談一年來「大寫十三年」

的成績，當眾指着于伶說：「你寫不了，就去幫助年青的。」fo

電影界又一次被定為「重災區」，以批判「夏（夏衍）、陳（陳荒煤，文化部

黨組成員、副部長）路線」開道。8月初，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報告指出，本市電

影系統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十分嚴重的地方」，電影局和所屬各單位中，

「沒有建立起黨的領導權」，幾個製片廠「基本上都操縱在『三十年代』人物手

中」。報告經市委批准，宣傳部立即向電影局及其所屬單位派出工作組，開展

「以文化革命為中心」的「五反補課」，進行「奪權鬥爭」fp。

即使張瑞芳等人到朝鮮的學習訪問並不是走馬觀花，但比回到上影之後

的「真槍實彈」，畢竟要輕鬆得多。《紅》劇的改編本已非常艱鉅，周遭的環境

更是極大地干擾了影片創作，全組人員以極度緊張甚至懼怕的心理去投入「五

反補課」，鄭君里被列入上影重點批判對象之一。在8月9日電影局黨委擴大

會上，參加者對「夏、陳路線」紛紛揭發、表態。張瑞芳自我反省：「自己也不

穩，『李雙雙』後想演茅麗瑛〔即《七月流火》〕。市委提出演『紅』後還不通。」

鄭君里的心理負擔則更重，檢討自己「從工作起就在他們領導下，基本上是批

現〔實〕主義，崇尚洋名古，本質上是城市革命小資產階級」fq。

相互激盪、邃急遞進的國內外政治風浪，給《紅》片以巨大衝擊，拍攝計劃

一再延宕，原定1963年完成的計劃，到11月列入次年任務，並從文化部的「重

點片」名單上消失。此間，上海市電影局一直處於「待消息」狀態fr，對此持異

議的夏衍更是緘口不言。11月1日，陳荒煤告知上影「準備萬一要修改，非等總

理點頭才能算，所以要有後備」。12月5日，海燕廠向市電影局報告，《紅》片

還在「研究籌備之中」；翌年4月，才「準備開拍」，5、6月間，總算開機fs。

五　騎虎難下的出征

1964年9月7日，影片已更名為《李善子》，攝製組由鄭君里帶隊，帶着樣

片送北京審看，並準備赴朝實地拍攝部分鏡頭，向總理交卷。攝製組到京後

的三天裏，周恩來每天親臨指導，除了樣片本身，文藝界整風是他強烈的關

注點，第一次談話的主題便是「文化革命」。事先，周要文化部送來北京電影

製片廠（北影）整風簡報和夏衍、陳荒煤的檢查，其中有北影揭發的材料。周

首先問：「北影那樣的情況，上海是否有」，說「那些材料是觸目驚心的」，導

演崔巍所搞的「創作集體是變相的『包產到戶』」；又從《北國江南》、《早春二月》

聯繫到如何對待歷史和歷史上的人物，指出這兩部影片的作者陽翰笙和柔石

「都是屬於思想立場沒有改變的」，「烈士〔柔石〕寫的東西，不一定都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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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學術論文 的」；「對古典文學、西洋文學甚至魯迅、郭老的作品都得重新寫序言」ft。這

樣直接指名，表明周對批「夏、陳路線」與「三十年代」文藝已無轉圜餘地，

夏、陳得知後，「受到非常沉重的打擊」gk。

接着，由「文化革命」的主題引向影片拍攝，周恩來道出中國《李善子》最

大的政治意圖：「雖不能違反朝鮮的具體情況，也要適當的暗示一下。朝鮮原

劇本，強調教育感化多了一些。」第二天看樣片後，在座眾人也感到「善子『忍

受』多了」gl。這是周思慮已久的最大難點，儘管自始就有提示，但此時他不

得不直接闡明其中之意gm：

《紅色宣傳員》所反映的內部矛盾和我們現實生活有距離，⋯⋯單從

北朝鮮方面看，應當深入階級矛盾。〔但〕有南朝鮮存在，南北朝鮮對

立，敵人破壞，搞顛覆，民族矛盾複雜。所以，儘管我們在反帝反修問

題上一致，而強調某一方面就與我們有所不同。

其次兩國的工作重點也不同，朝鮮強調青山里精神，着重做人的工

作，因朝鮮人民組織紀律性很強，一個命令立即下達，行政命令多了，就 

需要強調說服教育。而我們貫徹中央命令很慢，有選擇⋯⋯我們不強調

行政命令，而是發動群眾，扎根串連，上下結合，我們強調鬥爭，強調改 

造。如今將他們的劇本介紹到中國來，也不應以我們的要求去批判人家。

概括其要，讓朝鮮人接受充滿階級鬥爭氣息的《李善子》，還真是困難。周頗

感棘手，進退兩難。他坦言：「我對這個戲有包袱，拍這個戲是我提的，柯慶

施同志支持的，現在柯老病了，我責任更大。」gn他又對鄭君里、張瑞芳等人

說：「又要朝鮮通過，又要全國人民接受，累了你們了」，「演好了的條件不充

分，演壞了的條件倒更具備」。他甚至說：「我過分熱心了，踢出去成了騎虎， 

將來成功了是你們的，錯誤是我的，你們要將老虎捉到手，方能放下來。」go

拍攝中的《李善子》當然沒有退路。周恩來煞費苦心，力破難題，為攝製

組指示方向，重點是如何突出階級鬥爭。他提出：「階級鬥爭的痕迹從原劇 

本中尋找還是可以透露出來的」，劇中三個轉變人物「都有他自己的缺點和階

級烙印」，修改時「要點清楚，他們的轉變是善子的行為啟發了他們的階級覺

悟」gp。為使朝鮮人接受富於「鬥爭性」的李善子，周建議從金日成著作找依

據：「如官弼轉變一場，善子痛斥官弼之後，望着官弼遠去的背影自語：『我

對他的態度是不是太生硬了？不，總有一天他會明白的！』如果改為『⋯⋯

不，應當對他這樣，首相說在原則面前不能讓步！』你們可以查一查金日成同

志的選集，類似這樣的話一定還有，這樣既可以使朝鮮同志同意，也被中國

觀眾接受。」果然，編劇導演在《金日成選集》找到類似表達：「每個黨員都要

謙虛，而在原則問題上，任何時候都不能妥協。」此外，在演員的攝影角度、

化妝、布景設計等細微處，都根據周的提議重新調整gq。

除考慮朝方的接受度，周恩來不避談另一面創作意圖。他以古巴為例，

說這部影片如果拍得好，「對朝鮮同志也是一個教育」：「〔我〕對卡斯特羅說，

蘇聯對古巴有許多援助，但古巴不能因此在原則問題上不明確表示態度。古

巴站在反美帝的前哨，別人幫助古巴是應該的，不能使人覺得古巴在政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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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也存在模糊」，以此示意朝鮮不能因得到援助而倒向蘇聯。周對攝製組赴

朝工作提出「政治第一，學習第一，尊重第一」，希望當年「一定完成任務」gr。

帶着總理的重託，《李善子》攝製組一行二十人於9月11日到達平壤。金

日成責成文化副相李昌善親自監督攝製工作，要求朝鮮電影廠全力支持。金

正日透露：「爸爸曾告訴金昌滿〔時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國家

副首相〕叔叔說，周恩來同志很喜歡這個劇本（指《紅色宣傳員》），朝鮮片的

翻譯複製和發行工作，中國片的拍攝工作都是他（指周總理）過問，中國同志

會比我們想得更周到，因此不許下邊同志在拍攝中對中國同志亂提意見，要

全力協助中國同志完成任務。」gs

得到「最高指示」後，朝方上下一路綠燈。攝製組更加小心翼翼，相機行

事。原計劃在朝拍攝三十個鏡頭，因朝方表露嫌少之意，臨時增加到七十個， 

避免給對方有「不重視之感」；刪去了「頂水」的鏡頭，因朝方認為是「舊的落後

的勞動方式，可以不強調」；還特意選擇一個「整齊、美觀、有極富民族風格

建築」的舊式村莊，打消「暴露了落後面」的顧慮。工作快結束時，李昌善等人

對中國製作予以肯定：「這部影片是中朝兩國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

的共同勝利」，「我們的〈紅色宣傳員〉，蘇聯說是壞片子，可是你們這麼重

視，用彩色片拍，這說明兩個國家對這部片子的看法，兩種性質」gt。

赴朝拍攝順利而歸，周恩來又一次聽取攝製組關於《李善子》修改方案並

予以鼓勵。他希望來年春節可以上映，屆時將邀請朝鮮電影代表團參加首映。 

然而，總理的殷殷期望又一次落空。

六　無以言明的流產

攝製組回到上影喘息未定，就投入第二階段的文藝整風運動和其後的四

清運動。《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批判效應持續發酵，一大批影片進入待

批之列。趙丹是第一個在電影局黨委擴大會上公開作檢查的大名人hk，隨

後，鄭君里、張瑞芳也無一倖免。不管《李善子》拍攝任務多繁重，全組還是

要編成一個「四清」學習組，主創人員還需參加名目繁多的各類揭批hl。

1964年12月，《李善子》終於拍攝完成，鄭君里與張瑞芳忐忑不安地赴京

聽候總理最後拍板。未料整個送審過程歷時兩月有餘，從「小改」到「大改」，

直至迷失方向。

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的大忙時刻，周恩來在12月22日開幕式做三小

時的政府工作報告，當晚就看《李善子》，邊看邊議。「兩會」結束前夕，總理

辦公室通知參會的上海五位知名導演和劇作家留下「會診」。1965年1月8日，

周第二次看片，當場做出「小改」指示，放棄此前趕在春節上映的意見，說「大

改不可能，盡量搞好一點」，「應打破框框⋯⋯將思想性藝術性結合得更好」。

張瑞芳毫不掩飾焦慮：「心情上怕大改，兩國情況原就有不同，農村四清的地

點多了，雙方差距更大，觀眾更不易接受了，不如早點演完吧！」hm

圍繞「小改」的精神，奉命留京的五位大藝術家動足腦筋，盡力修修補補。 

只有黃佐臨道破「小改」之憂，說：「一口氣看了，很喜歡」，與看朝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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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學術論文 完全不同，因此，「還不能領會總理的意見，說『小改改』」。如果以「思想性」

來衡量，影片確實「高度不夠」，但這「不是小改就可以解決的」，「要改就大

改」hn。黃的擔憂很快被證實。1月11日周恩來第一次召集談話，就預警：

「片子不給人家不行，萬一非大改不可，也得投點資」，但「到朝鮮補戲，是不

能再去了」。新任文化部副部長劉白羽當場插問，「是否可以中改」，此問又被

接踵而至的現實困難淹沒ho。此後至2月底，周又召集了三次談話，並緊急部

署了一系列修補措施。

鄭君里、張瑞芳在民族飯店住下，隨聽隨改。1月12日，劉白羽牽頭的

六人小組共同研究影片問題及修改方向，三天後拿出方案交總理審閱。北京

人藝《紅》劇原班人馬，僅用一周時間復排專場演出，周恩來親臨觀看，要求

北京人藝提出《李善子》意見，閱後批給鄭、張，囑「好好研究」；周還指示，

調來鄭的《聶耳》和近作《枯木逢春》，親自看片，「從中找問題」。與此同時，

由文化部電影局召開座談會，徵求相關外事部門的意見；影片還送請中央、

華東局與上海市委一大批領導審看hp。

經過一個半月的「三堂會審」，對《李善子》的修改方向仍是眾說紛紜。「階

級性」、「政治性」的聚焦愈來愈來明晰，藝術與操作的落點則愈發模糊。外事

部門的意見倒切中要害：「改也難。」國務院外辦主任廖承志以質疑的方式投

了否決票：「這部《李善子》在朝鮮能不能放，不敢說，是不是有醜化他們的地

方？」副主任李一氓緊接着補充：「過分強調階級矛盾，朝鮮也不能接受的。」

外交部亞洲司兩位幹部說出危機所在：「人家已經拍了，我們再拍，拍得比人

家好，不好，比人家差，也不好。」但是「金首相和總理如此重視，重拍一些

在所不惜，否則效果不好，有負兩國領導人的盛意」hq。

這確實是《李善子》的癥結所在，看來「大改」勢在必行。不過，從「小改」

一路走來，審看過影片的高層領導基本上都不發聲。按周恩來示意，鄭君里

去找江青，受到當頭一棒的否定：「你不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導的，不吸

引我，看了滿身疼。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就完了！」hr江青的評

語是致命的，然周並不感到太意外。一個月前，江青就音樂舞蹈史詩《東方

紅》拍成電影，表示過消極與擔憂，還借題發揮批評電影界hs。江青的態度並

沒有阻止《東方紅》前進的步伐，卻給《李善子》雪上加霜。

2月28日，周恩來最後一次召集談話，核心的話題是為何和如何「大改」，

指出「影片如果不演，會引起朝方很多問題」。為達成在朝上映的目的，周調低 

了《李善子》的「弦外之音」，指示「不要把階級鬥爭硬加上去」，表現落後人物

身上階級烙印的情節「都去掉」，「強調民族矛盾，戰爭的傷痕」；並要求重返朝 

劇的「原汁原味」，表現「千里馬氣勢」；注意用金日成的話，「任何話都要用他

們的語言說出來，不要傷其自尊，當然為民族革命運動，自尊也未可厚非」ht。

與歷次充滿期待的熱情勉勵不同，周恩來這次談話語重心更重。鄭君

里、張瑞芳二人都感到總理前所未有的凝重與嚴厲，鄭受到的批評更尖銳，

原來引以為豪的代表作，被說成是妨礙進步的「舊框框」：「君里！可以多想一

想，我們談得不多，很難打中要害，我看你有封建殘餘的愛好和資產階級的

東西，還有南國社的一套，並有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周又一次從《早春二月》

聯繫「三十年代」，言語較前激烈得多：「連對魯迅都應當有所批判，在他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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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都是有傷感情緒的人，如胡風、馮雪峰、柔石等等，那個時代是如此，但

魯迅好在對舊世界不妥協，他的雜文很鋒利，是他的一條紅線。」回到《李善

子》的「大改」，周確定，「達標」的原則是「將主題思想、時代精神、典型人

物，通過電影藝術表現出來，使中朝兩國觀眾喜歡」；要「實事求是，不一定

非超過他們不可」，「完全像朝鮮不可能」。近期的目標是3月拿出初稿，「實在

不行再重寫」，「重拍需要多久就多久」。鄭、張二人當即表示：「只要方案定

了，一定多快多省地完成，決不鑽空子。」至於更換演員等具體問題，周恩來

要他們直接找文化部劉白羽與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ik。

面對如此沉重而急迫的囑託，《李善子》只能做最後一搏。鄭君里與張瑞

芳雖然不能確切得知朝鮮動向，但從總理那裏充分體會到他們已面臨危局。

尤其是周非常明確地告之，電影界當前要務是「思想整風」，做到「思想豐收，

生產可以暫時歉收」。取而代之的方法，一是重點轉向紀錄性藝術片；二是

「整理一下『大躍進』的片子，重新發行」。《李善子》當然不能「歉收」，而要如

總理所言，「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結合社會主義教育改戲，有問題就交代，

輕裝上陣」il。離京前，周特別囑咐他們，找正在廣州的柯慶施徵求意見。

從3月18日到20日，已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柯慶施接連四次接見鄭君里與

張瑞芳。第一次談話還未切入正題，柯先衝着兩人發火：「我總想拉你們一

把，可是你們不向我交心，而向夏衍交心。」鄭緊忙匯報說，「剛向攝製組作

過檢查，在京時江青同志也給予了嚴厲的批評」。接下去的三次談話，直接涉

及片子的意見並不多，柯講的核心內容是「站隊問題」：「陳荒煤我前年和他談

過，開誠布公的談，以為他不會跟着他們〔指夏衍〕跑，和他談時也很震動，

而回去以後又是那個樣子。⋯⋯你們告訴我上海一個空氣，北京一個空氣，

我知道沒有根本改變你們思想，而是提醒你們少受影響。」柯甚至敲響警鐘，

基調與江青完全合拍：「這次不能不好好算算，否則怎麼辦呢？我要和你們算

算賬，否則今後不好搞。」至於《李善子》怎麼改，他的意見近乎「槍斃」：「片

子遲拍出來還是有作用，做思想工作十年也不晚。」對眼下任務，他與周恩來

的意見完全一致：四清運動「思想上豐收一定要抓到，生產上已經晚了。可以

將大躍進時拍的片子放映，修改補拍一番還可以做到雙豐收」im。

北京、廣州之行，可說是《李善子》的「滑鐵盧」。從上海市電影局到海燕

廠，再到整個攝製組，上下全然不知所措，一線情況尤為混亂。4月20日，由

「四清」工作隊召集一次攝製組支部擴大會，根據「背靠背」的原則，將鄭君里

與張瑞芳二人排除在會外。會上對張火力集中，認為她「有雜念」，「演李善子

根本不合適」。雖經工作隊解釋，會後仍有議論：「反正提也沒有用，這是總

理的決定。」in關於更換演員的問題，到5月底，文化部與市委一致認為：「從

政治上考慮，張瑞芳以不換為宜」；其他主要角色，「可作部分調整，也可不調

整」io。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親臨一線督促劇本修改，並到攝製組講話，提振

信心，但收效甚微。到6月22日，鄭君里奉文化部經張春橋圈閱的指示，帶

着修改的一二三稿，去北京研究後，再行修改ip。

《李善子》的命運，最終拍板的還是周恩來。在8月11日文化部召開的電

影工作會議上，周以全部擔責與道歉，吞下《李善子》這個苦果。他作了中肯

的自我批評，大意是：拍攝《李善子》的決定是十足的主觀主義，教訓是「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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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學術論文 不清楚，不要過分熱心」，當時文化部傾向不贊成是對的，不能說文化部的領 

導甚麼都錯了，主要責任在我。雖然主觀願望很好，但話劇改成電影，問題很 

多，「沒有柯老的事情，他已經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了」。特別讓在座的張瑞芳

感到坐不住的，是總理衝着她說：「瑞芳，對不住了，耽誤你兩年八個月。」iq

會後，周恩來指示，要《李善子》攝製組寫一個材料，「說明哪些方面不如

人家」。經多次討論，由張瑞芳、鄭君里寫出一份不知所云的格式化檢討報

告，只有一條沒有含糊：全組「一致同意下馬」ir。9月8日，上海市委宣傳部

向市委及文化部報告，《李善子》攝製組已解散，張、鄭即日去安徽定遠縣參

加四清運動is。

七　無疾而終？

張瑞芳四十年後回憶《李善子》的遭遇，以「無疾而終」概括結局it。的

確，影片製作人實在難以理解總理親自拍板上馬、傾注大量心血的電影緣何

如此命運，也不知他們究竟錯在哪裏。回看《李善子》事件的始末，儘管還有

許多重要細節有待於進一步考證與探究，「有疾而終」卻可肯定。

中外文化交往常常是雙邊或多邊關係的晴雨表，1960年代前期中朝關係

尤其如此。朝鮮原作《紅》高奏的中朝友誼「主旋律」，始終夾帶着朝鮮「主體

性」外交與民族主義的複調，在中蘇兩邊左右逢源，時揚時抑地不時冒出。 

為爭得反蘇鬥爭的盟友，中國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向朝鮮提供援助，才換來

1961至1963年朝鮮一度「倒向中國」的明確表示。在國際大局中洞察秋毫的周

恩來對朝鮮的真意一清二楚，當然不能讓巨大的代價付之東流。通過文化交

流向朝鮮暗示此意，是他選擇的方式之一。一面引進朝鮮原作到處展演並大

力褒揚，一面推出中國改編的影片，把「階級鬥爭」的複調融進其中，借其文

化之「矛」攻其政治之「盾」，是周提出改拍電影的初衷，也是賦予《李善子》的

使命。不然，將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第二個春天》等改拍成電影，用於

國內階級鬥爭教育豈不更直接、更適時？

然而，1964年10月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下台後，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為首的蘇共放棄和平共處政策，強調反帝鬥爭，加大革命

輸出和對外援助的力度。朝鮮「與中國站在一起共同反帝反修」的調子逐漸降

低，「等距離外交」再度恢復。到1965年2月，蘇聯總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 

訪朝後，重開對朝的軍事援助，對朝輿論與文化施策也跟着變調，《真理報》

（Pravda）多次高揚蘇朝之間「鮮血凝成的友誼」，少提援助，突出宣傳「朝鮮人

民的好兒子」金日成領導下「獨立自主」取得的巨大成就；莫斯科多處上映朝鮮

電影jk。而此時的《李善子》，即使沒有經受國內的「滑鐵盧」，朝鮮人也不再

可能接受外來教育他們的中國「紅色宣傳員」。在兩難處境中，周恩來用檢討

和承擔責任的方式對《李善子》做終結交代，既是他一貫顧全大局的胸懷與擔

當，也別無選擇。

從匆匆催生到最終流產，柯慶施在《李善子》幕後扮演的角色甚至不亞於

周恩來。這是一場周與柯直接的交鋒與合作，「主」、「從」交織，其中纏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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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已存在的微妙關係，把《李善子》深深捲入政治漩渦中。尤其令人深思的

是，即使階級鬥爭逐步升級，毛澤東對文藝界發動大批判，但是改編自朝鮮

話劇的《李善子》，其主題非但與此不背離，相反正合時。正如周所說：「李善

子是做人的工作，抓活的思想，這和我們『四個第一』是一樣的」；柯也持同一

看法：「戲的好處，作思想工作，主席講了，部隊也作了，故多些李善子就好

了。」jl不止於此，《李善子》肩負的更崇高的使命，是頌揚金日成思想的無窮

威力，與「學習雷鋒」和大學毛主席著作的熱潮非常合拍。就此而言，周與柯

高度一致。

除了《李善子》的合作，最典型是前面提到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1964年5月「上海之春」音樂會的大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是由陳

毅建議、仿照朝鮮大歌舞的形式、柯慶施病中關注的作品。7月12日，周恩來

在外交部長陳毅陪同下出訪緬甸後回到上海，經其推薦觀看了這部大歌舞，

感到「很動心」jm，在周統籌擘劃下，以此為藍本，向國慶十五周年獻禮的《東

方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上演，盛況空前。10月6日毛澤東出席觀看，周

親自去接正在北京養病的柯慶施，一起前往參加盛典jn。周是這部史詩名副

其實的「總導演」，他親自確定主題「要突出表現毛澤東思想」；堅持不採納「增

加表現南昌起義場面」的意見，說：「應該突出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秋收起義」，

最後只同意在朗誦詞中寫一句「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了第一聲春雷」jo。當

《東方紅》搬上銀幕時，周特意糾正「上海趕不上北京」的議論，說：「我們要飲

水思源，不能忘記朝鮮、上海的大歌舞是先導。」jp

由上海始發的《東方紅》大獲成功，與周恩來、柯慶施聯手推出的《李善

子》黯然退場，反差巨大。除了「涉外」因素，其中的癥結在於，周對眼前「文

化革命」向「文化大革命」的「高歌猛進」，估計還是不足。從「大寫十三年」到

「大批三十年代」不過是起個頭，批「夏、陳路線」也只是導火索，最終引爆

的，則是持續十年之久的大浩劫。

八　結語

行文至此，「未見光就死」的《李善子》應該可以「復活」了。在「十七年」

（1949-1966）電影史上，的確還沒有一部像《李善子》這樣，維繫着如此多重複

雜而微妙的政治與權力因素，有着如此難言之隱的影片生產。這齣政治大劇

的主角，無疑是周恩來。關於周在發動文革中所起的作用，學界有兩種截然

不同的評價，一是「違心論」，一是「忠君論」。前者將周的「負面言行」解釋為

委屈求全；後者則認為周對毛澤東「愚忠」，「助紂為虐」。倘若進入人物活動

的特定歷史情境，恐怕未必只能做出非白即黑的二元解釋，而會發現更為複

雜的面相。在波譎雲詭的政治生態裏，周既有發自理想信念的扈從，也有出

於本意的違忤，兩者的張力構成一種拉拽的壓力，痛苦掙扎的內心溢滿其間。

本文對這部缺乏「非拍不可」理由的多舛之作的梳理，既不是周恩來「違心

論」的又一份辯護，更不是順守自保「忠君論」的又一個註腳，而是一部充滿矛

盾與張力的紀事本末，為理解走向文革的周恩來提供一則「曲衷論」的故事。

c181-202002019.indd   139c181-202002019.indd   139 7/10/2020   下午3:347/10/2020   下午3:34



140		學術論文 註釋
1	 Paul	G.	Pickowicz,	“Zheng	Junli,	Complicity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ocialist	China,	1949-1976”,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8	(2006):	1066-67.

2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增訂

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是一部中朝關係研究的開拓之作。

3	 參見〈上海青年話劇團同上海電影演員劇團積極排練朝鮮話劇《紅色宣傳員》　珠	

江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在深圳公演話劇〉，《人民日報》，1963年2月3日，第2版；	

姚文元：〈光輝的「靈魂工程師」——推薦《紅色宣傳員》〉；章力揮：〈千里馬時代的

紀念碑作品——話劇《紅色宣傳員》學習札記〉；記者：〈眾口盛讚宣傳員——上海	

文藝界座談話劇《紅色宣傳員》〉；歐陽文彬：〈樸實純淨，感人至深——談張瑞芳在

《紅色宣傳員》中的表演〉，《上海戲劇》，1963年第4期，頁7-12、13-16、17-18。

478ctdkenepeqit　張瑞芳口述，金以楓執筆：《歲月有情——張瑞芳回憶錄》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338-39；343-51；350；340；339；349；

344-46；353-54；355。

5	 張瑞芳：《歲月有情》，頁339。「三八式」幹部原指「七七事變」後至1938年

底八路軍獲得番號前，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共的愛國人士，以區別於此前的紅軍幹

部；後泛指抗戰初期加入中共並為其服務者。

6	 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上海電影拍攝和題材規劃的補充材料〉（1963年2月	

20日），上海市檔案館（以下簡稱「上檔」），A22-1-616。

9	 〈朝鮮名劇《紅色宣傳員》在京上演　董必武副主席，陳毅、陸定一副總理，韓

益洙大使和韓鎮燮團長等參加開幕演出儀式，並登台同演員相見〉、〈中朝兩國文

化交流工作活躍在舞台上　平壤上演唱劇《紅樓夢》〉，《人民日報》，1962年12月	

30日，第2版、第4版。

bkbqbrcper　參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頁540-43、494-540；438-55；472-	

73；552-53；561。

bl	 朝鮮文化相朴雄傑在唱劇《紅樓夢》開幕式上的講話，參見〈中朝兩國文化	

交流工作活躍在舞台上〉，第4版。

bm	 周建英：〈朝鮮「千里馬」在中國舞台上馳騁——話劇《紅色宣傳員》排演散

記〉，《人民日報》，1962年12月30日，第4版。

bn	 張亨俊著，韓昌熙譯：〈我們時代的紀念碑作品——關於話劇《紅色宣傳

員》〉，《世界文學》，1962年第12期，頁39-44。

bo	 趙白嶺：〈為了忠實地反映黨的政策〉，《人民日報》，1963年5月26日，第	

5版。

bp	 朝鮮文化藝術代表團團長韓鎮燮在北京《紅色宣傳員》開幕演出儀式上的	

講話，參見〈朝鮮名劇《紅色宣傳員》在京上演〉，第2版。

bs	 普扎諾夫工作日誌：〈朴金喆與A.	M.普扎諾夫的談話〉（1960年8月25日），

蘇聯駐朝大使館，第135號；匈牙利大使普拉特致匈牙利外交部報告：〈中朝關係

出現惡化迹象〉（1961年3月16日），載《關於中朝關係蘇聯與東歐檔案中譯文》，

華東師範大學當代文獻史料中心藏，未刊。以下簡稱「檔案譯文」。

bt	 〈中朝關係出現惡化迹象〉。

ck	 民主德國外交部的報告：〈關於朝鮮的政治和對外政策〉（1961年8月11日），	

檔案譯文；〈中華人民永遠緊密團結患難與共攜手並進　彭真市長在首都各界人

民歡迎朝鮮黨政代表團和慶祝中朝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大會上的講話〉、〈朝中友好

合作互助條約是亞洲和平的有力保證　金日成首相在首都各界人民歡迎朝鮮黨政

代表團和慶祝中朝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1年7月

13日，第2版。

cl	 德國駐朝大使施耐德溫德致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報告：〈中共對朝鮮勞動黨政

策的影響〉（1963年4月8日），德國聯邦檔案，檔案譯文。

cm	 芬得勒致匈牙利外交部報告：〈朝鮮的經濟發展與朝中關係〉（1962年8月）；

捷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補充材料：〈關於蘇聯、朝鮮、越南國內局勢、相互關

係及其對華關係的報告〉（1962年4月24日），捷共中央委員會檔案，檔案譯文。

c181-202002019.indd   140c181-202002019.indd   140 7/10/2020   下午3:347/10/2020   下午3:34



	文革前周恩來	 141	

	與《李善子》
cnjk　轉引自沈志華：《最後的「天朝」》，頁486；567-68。

co	 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文藝情況匯報：紅色宣傳員排練情況〉（1963年2月	

1日），上檔，A22-1-611。

cq	 〈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科學院代表團時的講話〉（1963年6月28日），《外事工

作通訊》，1963年第10期，頁21-22。

cr	 毛澤東：〈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2年9月26日），

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1996），頁196-97。

cs	 〈柯慶施同志同文藝界人士共迎新春　勉勵文藝界幫助人民樹立社會主義

思想〉，《文匯報》（上海），1963年1月6日，第1版；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

樓——六十年代前期的「大批判」》（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57。

dl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2013），頁281-8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39。

dm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1998），頁1396。

dndt　蔡賁、徐桑楚：〈關於電影《吉鴻昌》創作和處理經過的報告〉（1965年4月

21日），上檔，A22-1-870。

do	 姚文元整理並呈市委宣傳部長陳其五：〈柯慶施同志關於《第二個春天》的談

話〉（1963年1月7日），上檔，A22-1-616。

dpemfl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152；210-12；285。

dq	 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的幾個問題〉（1963年4月19日），載趙春生主編：

《周恩來文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75-76。

dreogshmhnhohphqhtikil　〈中央領導同志及有關單位對影片《李善子》的意見〉（根

據鄭君里遺存的油印本整理，印發單位不詳），載李鎮主編：《鄭君里全集》，第

七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頁417；417；438-39；411-12；412-

13；418；439、415；433、435；430-31；430-32；429、431。

dsek　〈周總理在火車上對《第二個春天》編劇、導演的談話〉（1963年1月31日），

上檔，A22-1-836。

el	 〈總理報告記錄〉（1963年4月19日），載《張駿祥工作筆記》（1963年2月12

日至1964年），華東師範大學當代文獻史料中心藏，未刊，頁42。

es	 〈金日成首相觀看《霓虹燈下的哨兵》，接見了中國話劇觀摩團全體成員〉，《人

民日報》，1963年10月28日，第1版；〈金日成首相觀看我藝術片《紅樓夢》　平	

壤上演我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受到熱烈歡迎〉，《人民日報》，1963年11月	

15日，第3版。

et	 〈關於文藝工作的批語〉（1963年12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十冊，頁436-37；〈對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批語〉

（1964年6月2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91-93。

fk	 〈對公開放映並組織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報告的批語〉（1964年	

8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135。

fm	 〈關於文藝工作的批語〉，頁436-37。

fn	 轉引自王永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來龍去脈〉，《百年潮》，2014年

第3期，頁45。

fo	 〈柯老講話〉（1964年春節，具體日期不詳），載《張駿祥工作筆記》（1963年	

2月12日至1964年），頁168。

fp	 市委宣傳部呈上海市委：〈關於深入在電影系統深入開展五反補課，加強黨的

領導權的請示報告〉（1964年8月1日），上檔，A22-1-839。

fq	 〈市電影局黨委擴大會〉（1964年8月12日），載《張駿祥工作筆記》（1964年

8至9月），頁55。

fr	 〈市電影局黨委會〉（1963年2月15日），載《張駿祥工作筆記》（1963年2月

12日至1964年），頁11。

c181-202002019.indd   141c181-202002019.indd   141 7/10/2020   下午3:347/10/2020   下午3:34



142		學術論文
fs	 〈陳荒煤在局、廠領導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3年11月1日）；海燕廠呈市

電影局：〈十一月份創作生產情況報告〉（1963年12月5日）；市電影局：〈1964年

第一季度工作簡報〉（1964年4月15日），上檔，B177-1-21；B177-1-27；B177-

1-279。

ft	 〈《李善子》攝製組黨支部王志初致海燕廠黨委書記韓英傑〉（1964年9月10日），	

上檔，A22-1-836。

gk	 陳堅、陳奇佳：《夏衍傳》，下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頁291。

glgmgogpgqgr　張瑞芳整理：〈周總理對《李善子》樣片及攝製工作的指示〉（1964年	

11月14日），上檔，A22-1-836。

gn	 市電影局黨委呈市委宣傳部：〈周總理、陳部長等對《李善子》樣片的意見，

1964年9月8日晚〉（1964年9月17日），上檔，A22-1-836。柯慶施因患肺癌，

於1964年4月2日在上海華東醫院接受手術，術後一直休養至1965年3月。

gt	 〈《李善子》攝製組赴朝拍攝外景工作總結〉（原件未註明日期），上檔，A22-1-

836。

hk	 市委宣傳部電影局工作組致張春橋：〈關於整風運動的初步意見〉（1964年12月	

22日），上檔，B177-1-206。

hl	 〈海燕廠「四清」運動學習編組名單：《李善子》組〉（1965年5月18日），上檔，	

B177-1-207。

hr	 王煉：〈鄭君里遺作：《李善子》〉，《大眾電影》，1996年第9期，頁40；張瑞

芳：《歲月有情》，頁355。

hs	 集體寫作，馬路執筆：〈周總理與電影《東方紅》〉，載陳荒煤、陳播主編：《周

恩來與電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386。

im	 柯慶施在廣州接見張瑞芳、鄭君里的講話記錄：〈柯老第一次召集談話〉

（1965年3月18日上午）；〈柯老第四次約談〉（1965年3月20日上午），上檔，

A22-1-869。

in	 《李善子》攝製組葛炎致工作隊，海燕廠黨委轉呈市委宣傳部楊永直部長：	

〈攝製組黨支部對演員問題的反映〉（1965年4月20日），上檔，A22-1-870。

io	 市委宣傳部呈張春橋並市委：〈關於《李善子》影片更換演員問題的請示〉

（1965年5月28日），上檔，A22-1-870。

ip	 鄭君里給海燕廠黨委韓（英傑）書記轉局黨委、市委宣傳部的信：〈關於《李	

善子》送審問題〉（張春橋圈閱，1965年6月22日），上檔，A22-1-870。

iq	 〈總理在人大會堂的講話〉（大意，1965年8月11日）；張瑞芳：《歲月有情》，

頁365。

ir	 海燕廠《李善子》支部呈海燕廠黨委並轉呈市委宣傳部：〈關於電影《李善子》

的報告〉（1965年8月31日），上檔，A22-1-870。

is	 楊永直致石西民、劉白羽：〈關於電影《李善子》問題〉（1965年9月8日），	

上檔，A22-1-870。

jl	 參見〈中央領導同志及有關單位對影片《李善子》的意見〉，頁431；〈柯老第

四次約談〉。「四個第一」是指林彪在1960年9月全軍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提

出：在解放軍政治思想工作中要遵循「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

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原則。

jm	 轉引自《周恩來傳》，第四冊，頁1780。

jn	 柯六六：〈周恩來與我的爸爸柯慶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３期，頁11。

jo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1997），頁668。

jp	 周恩來：〈關於電影《東方紅》拍攝的幾點意見〉（1965年1月8日），載《周恩

來文化文選》，頁303。

張濟順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c181-202002019.indd   142c181-202002019.indd   142 7/10/2020   下午3:347/10/2020   下午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