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托邦”一词来源于 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

的《乌托邦》，作为托马斯·莫尔生造的词 ，“乌托邦”

一词最初指代基于社会主义理念建构起来的理想之

国度或群落。诚然，“乌托邦”这个词所对应的理念

源自西方，但我们认为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

展以及审美现代性叙事的主要动因。中国式的审美

乌托邦比之西方的乌托邦宏大叙事，它较少描绘未

来世界，而大多指向“过去”，我们称之为“乡愁乌

托邦”[1]。

在当代中国电影生产领域，无论是出品于1980年

代的《城南旧事》，还是近两年上映的《老炮儿》和《路

边野餐》，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它们均以独特的声像组

合方式（声像蒙太奇）建构出了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

乡愁乌托邦，把“乡愁”从个体化的自然情愫转化为意

蕴深远的社会情感结构，表现了普通中国人反抗命

运的方式，暗示人们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三种

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交叠共生的现实中的生存

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

声像蒙太奇是乡愁乌托邦的
一种审美形式

关于声像蒙太奇，目前中国学术界，电影批评大

多依据声像相对分离所建立的理论框架进行，虽然

没有人会否认声、像、电影三者的关系，但普遍有一

种把“声从属像”或者图像为中心作为理论逻辑起点

的倾向，也并没有专门针对声像话语的特点而使用

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学术界侧重作品内容批

评，而不关心艺术作品的形式，即“怎么拍”的问题，

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电影美学风格重视不足。从格式

塔和审美心理的角度而言，声响（以声音为媒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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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像（诉诸视觉）分别具有不同的物质属性和感

性存在形式，它们在同一时空融为一体构成了新的

独立的审美形式，这个“完形”独立于组成它的任何

部分，并作为整体优于部分而存在（被认知）；同时，

“完形”与组成它的局部之间，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

均具有形式对应关系，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并

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问题。本文主张把电影中声像

和视像的“完形”表述为“声像蒙太奇”。

对于当代中国电影而言，强调侧重于从“声像蒙

太奇”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首先在

于表明对“怎么拍”这个电影形式问题的重视，毕竟

相同的题材，以不同的形式去拍摄，其所反映的生活

和抒发的感情境界可能完全不同。其次，我们认为

“声像蒙太奇”是对题材进行深度艺术加工的方式，也

是题材与形式在动态的辩证矛盾中形成的一种知觉

完形。再次，也进一步说明，声像蒙太奇的实质是通

过特定的声像组合（对题材进行深度艺术加工的一种

方式），增强人物思想和情感的表现力，赋予作品独特

的形式及意义。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了本文论及的形

式并非体裁和结构等形式因素，也不是叙述、描写等

具体的形式手法，它是形塑题材的方式或者过程，也

是一种复杂的艺术形象统一体。据此，我们可以这样

认为，本文讨论的“乡愁乌托邦”的结构形式及其意义

这个论题，就可以转化为较为符号学层面的问题，即

如何对题材进行审美变形的问题。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当代中国电影的

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离性①，“题材”在本研究中是作

为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中介概念提出来的，它与内容

不同，是导演根据需要对素材进行初步选择的结果，

它从准内容成为内容的过程是声像蒙太奇等形式与

机制起作用的过程，而且，题材只有在与形式处于不

断的矛盾斗争中，才有可能转化为艺术作品的内容；

题材在未经艺术深加工之前，因其客观性很强，所以

是可以被复述的；题材以声像蒙太奇等形式去加以

塑造，产生独特的韵味和特殊的审美情态，艺术作品

得以诞生。对于当代中国电影而言，乡愁乌托邦的

理念或者情感结构在声像蒙太奇的艺术形式中得到

较好的呈现和表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中声音

性表达机制的强大力量，声像蒙太奇成为当代中国

电影美学风格的一种形式。

当代中国电影中
“声像蒙太奇”的形式分析

“声像蒙太奇”在电影生产中起非常积极和独特

的作用，具有非同寻常的美学意义，但如果仅仅是惯

常的声像组合形式的简单复制，那也只能因流于平

庸，而失去艺术性。举例而言，如果我们用一般的单

一的镜头语言来拍电影《城南旧事》，尽可能地保留

主人公小英子全部的生活叙事，那么，我们只能得到

一个关于老北京的故事：秀贞母女被火车轧死，新结

识的朋友“偷儿”被捕，宋妈失儿丧女，父亲去世，与

宋妈分别，等等，一个老北京在现代化初始阶段的现

象。这样的构架虽然也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兴奋，但

这种题材与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之情并没有

本质的区别，这种情感是原始的、单一的，并非一种

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结构。

但是，在吴贻弓执导的电影《城南旧事》中，沉重

压抑的故事题材经过歌曲《送别》的蒙太奇组合之

后，审美效应就完全不同了。导演吴贻弓用拍悠扬

的场景手法去拍心痛的别离，在关键的镜头晃过时

都将视觉形象与李叔同的歌曲《送别》组成不同的声

像蒙太奇，即把小英子在童年时期经历的不同的离

别叙事，均与李叔同的歌曲《送别》组成声像蒙太奇，

从而把现代化过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影像化和

风格化了，并且成为了一种经典。那么，这种以《送

别》为基调的审美形式，有没有某种社会意义？

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歌词古朴深沉，它的旋律

低徊悠扬并贯穿影片始终，凸显了中国传统的艺术

表达机制——“重章复沓”②。影片开头，抱笙和新笛

低徊幽咽的旋律定格在高古静穆的北京旧城楼的同

时，又随字幕的流动而婉转，颇具古典风韵和怀旧意

味，在审美心理层面与现代化冲突中的中国观众的

情感契合程度高，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兴奋；不过，

这种“兴奋”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审美意义，只是一

种带有日常性的感性知觉。电影开始于女主角小英

子的独白：“游子思念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以

及余霭而神圣的童年”，成年后的女主人公深挚的思

乡之情溢于言表，其实，这是她记忆中的童年，并非

她真正经历的那个童年；既然她真实的童年充满了

痛苦，可又为何在多年以后成为了“余霭而神圣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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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为唯有在岁月冲淡了苦痛之后，主人公才能

在一种类似于“痛定思痛”的淡然的心境中反省中国

早期现代化的诸种问题，这种淡然的审美情态与电

影中声像蒙太奇的作用类似。也就是说，正因为《送

别》这首歌曲悠扬的艺术形式的冲淡作用，稀释了中

国现代化过程中现实生活中的苦痛，观众才得以摆

脱生活的沉重，升华到某种超现实的视点进行审美

观照。就题材情感而言，试想一个小女孩在很短的

时间内经历四次生离死别，她所承受的痛苦，即便是

成年人也未必能完全承受。然而，电影《城南旧事》

所营构的“声像蒙太奇”忽而现实、忽而过去；忽而

远、忽而近；忽而定格、忽而流动，将现实中痛苦的人

生经验转化为一唱三叹的形象，给人冲淡含蓄、沉着

委婉的感觉。

歌曲《送别》把深藏在“农耕时代与现代化初期

交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通过声像

的回旋传达给我们，产生“远出”的美学效果。在《城

南旧事》中，影像叙事与歌曲《送别》的声像蒙太奇有

七次之多，在影片中，这七个声像蒙太奇形式与意义

各不相同，在我看来，在学理上它的一个共同的形式

是，用离别、送别、告别等形式把与童年和曾经美好

的时光相分离的必然性鲜明地凸显出来，不再有可

以依靠的父辈、朋友、爱情，只有睁开大眼睛勇敢地

走向充满着未知的世界。我们认为，因为声像蒙太

奇手法的运用，电影《城南旧事》已经不再是一位游

子回忆自己童年的悲伤往事，以李叔同《送别》为基

础声音的声像蒙太奇，把现实世界的冷酷和无情以

及它威严的现代性原则都包容在一个美好天真的童

年的大背景上，成为一个随时可以退缩回去的情感

栖息之所，这种声像蒙太奇把童年和过去优美化，从

而升华到乌托邦的境界。《城南旧事》整部影片就是

导演吴贻弓精心营构的一个情感乌托邦——在哲学

意义上，是一个被童心照亮的地方，在那里，即便是

疯子和小偷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令人心怀敬意。

其实，在电影艺术中，以艺术形式对题材情感进

行冲淡化处理，其本质是艺术家对作品内容的一种

控制机制，或者说，是导演对现实材料的一种审美变

形机制。在《城南旧事》英子从医院出院的场景中，

当父亲的话引起小英子对妞儿和秀贞的回忆时，《送

别》的旋律响起——哀婉又淡然，仿佛是从小英子亮

晶晶的黑色眸子中流淌出来似的，此处巧妙地运用

声像蒙太奇这种艺术形式，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痛

苦情绪引进了审美的轨道。试想，如果导演不“节

制”的话，或许就会使观众对秀贞母女双双被火车轧

死这个题材感到毛骨悚然和难以接受，那么，可供人

审美“享受”的童年往事，就变成了使人无法遏制的

痛哭，艺术也就变成了“新闻”。随后，当小英子和偷

儿在荒园告别时，《送别》的旋律再次响起，小英子依

依不舍地回头与蹲在草丛中落寞的“偷儿”互相目

送，弦乐器加弱音器奏出颤抖般的音色渐行渐远，静

穆高尚的氛围弥漫了整个场景……可以说，“声像蒙

太奇”这种审美变形机制有效弱化了题材中“偷儿”

的身份，我们不但感受到了小英子所感到的无奈又

要分别的情感，还感受到了她感受不到的东西，这种

她感受不到的东西就是一种被升华后的情感，这是

美感最为强烈的时刻。在我们因心疼小主人公又要

经历离别的那一刻，引发我们严肃地思考和探求“农

耕时代与现代化初期交叠”时期个人的位置、人的命

运、人的价值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投射出

小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困惑，为什么自己的朋友是个

偷儿，又是个温暖而善良的好人？

在电影《城南旧事》中，经由《送别》的回旋程式

创造的声像蒙太奇的作用，生离死别的残酷性被进

一步优美化，唤起了人们的同情、怜悯、关怀和爱，使

得我们与主人公内心相通，在审美观照的瞬间，小主

人公的个体性悲情转化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结

构，同时，主人公个体性的思想情愫也得以转化为一

种集体性的文化乡愁，使个体之忧患与他人的命运

相关联，这种文化乡愁往往超脱于实体性的童年、故

乡和故人而存在，升华为对文化变迁或者社会冲突

中的“失败者”产生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显然，

这是一种比现实的利益和存在更为深刻的一种东

西，一种与现实社会价值观念和习俗不相吻合的新

的情感结构。在此，“乡愁乌托邦”一词也被证明具

有吸引人的现实主义色彩，不仅能对现实生活中的

矛盾和苦难给予想象性的解决，而且将庞杂的社会

历史记忆和情感话语统一其中，指称一个关于“未来

的较好时间”。我们认为，通过声像蒙太奇所产生的

新的审美观念，可以表述为“乡愁乌托邦”，这个概念

可以作为分析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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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如果说电影《城南旧事》题材情感的苦难性被舒

缓的形式化机制冲淡，构造了一个痛苦又沉静的乡

愁乌托邦；那么 2015年上映的电影《老炮儿》中声像

蒙太奇机制产生作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形式情感与

题材情感的对抗中，在视像和声像相互对立的形式

张力中，一种具有崇高风格的乡愁乌托邦得以表现

出来。这种“对抗”在音乐的渲染下逐步被赋予了越

来越强烈的仪式化意味，最终超越了新旧江湖之间

的隔阂与冲突，形成了一个颓废又暴虐的乡愁乌托

邦。比如影片的开头就颇具对抗意味：在一个窃贼

行窃得手的时候，他身后的酒肆里传出的是《光辉岁

月》中最后的两句：“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

岁月。”《光辉岁月》的主题是“抗争与希望”，是香港

著名摇滚乐队Beyond的主唱黄家驹取材南非圣人曼

德拉的故事而创作的，旋律简单、曲风高昂、传唱度

极高。电影《老炮儿》一开场，就通过一个声像蒙太

奇隐晦而又深刻地为主人公的“执守”定下了基调

——一种“无望的希望”，将一个充满过气了的英雄

主义和浪漫激情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在美学上定

位准确。

在电影《老炮儿》中，“对抗式”声像蒙太奇在影

片中随处可见，它们互相独立又相互照应，始终在意

识形态层面保持与题材的内部逻辑相契合，甚至出

现了形式情感欲以对抗的姿态征服题材情感，人物

情感就愈加得到观众认可的情况。比如，《老炮儿》

第14分钟时，接着六爷在冰场埋头打转的画面，以及

他兜里收音机播放的评书《三国演义》，画面转入一

条逼仄的窄巷子，伴随几声叽叽喳喳的鸟叫，传来话

匣子哼唱的“我不敢抬头看你，奥……脸庞”，话匣子

身着白色的浴袍正在洗头，边挠头边哼唱，虽然只有

短短两句，却缱绻绮丽，似含有无限的深情，待从客

厅传来六爷的吉他伴奏时，女人的哼唱戛然而止，整

个蒙太奇效果疏野而又香艳。在1小时整，也有一段

相似的声像组合，同样是穿着白色浴袍的话匣子袅

袅婷婷地走过来，同样哼唱着《花房姑娘》中的那两

句：“我不敢抬头看你，奥……脸庞”，只是这次的歌

声是被六爷从窗口砸进来掉在地板上的纸卷所打

断，光着的小腿，美而且性感，趿着拖鞋的话匣子捡

起了纸卷，打开来发现真是房产证的时候，她微微怔

了一下，隐藏在湿漉漉的头发下面的一对迷人的酒

窝甜蜜地绽放了。其实，她的笑容应该不是因为房

产证本身，而是对珍藏在内心几十年的这个有担当

的男人形象的再次确认。从情感逻辑上说，老炮儿

六爷出于英雄主义心态，大约从来没有向话匣子表

白过爱意，有趣的是话匣子却一直喜欢他，从 16 岁

还是小姑娘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从电影类型的

角度来说，电影《老炮儿》的题材是沉重的，带有悲

剧性的色彩，而且话匣子与六爷的爱情也并不是故

事叙事的主线，但导演通过声像蒙太奇的处理，把

暴虐的茬架推到遥远的背景上，留给观众的只是男

主人公讲义气、有担当，颇具深情的梁山泊好汉式

形象。在当代社会生活里，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

大部分观众会和六爷的儿子小波一样觉得在现实

中没有可能性，但是经导演的蒙太奇剪辑，银幕上

的影像就表现出了正好与现实生活中人们习以为

常的看法不同的审美效果，观众开始思考动不动就

要“茬架”的六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的存

在的象征意义。

就“茬架”题材与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

效能而言，影片结尾那个长达 11分钟的声像蒙太奇

最能表现“茬架”被仪式化的过程，它通过引导观众

先听到什么，再看到什么，达到引起与题材完全相反

的另一种意义指向的目的。影片通过先引导观众听

六爷的脚踩在冰湖上发出的卡兹卡兹摩擦冰渣的声

音，他手执的长刀划过冰面发出的尖锐声，以及早年

追随六爷的弟兄们驱车赶到后发出的抱怨声，再把

镜头转向只身在冰湖中央蓄势待发的六爷，此时，他

因心脏虚弱，早已满头大汗，随后，在天旋地转间，伴

随六爷虚弱而又坚定地奔跑步伐的，是一段铿锵有

力的民乐大鼓，与已经极其虚弱的主人公举起长刀

颤颤巍巍“赴死”的场景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却又

相反相成形成了非常具有艺术魅力的声像蒙太奇。

在六爷壮烈倒地后，对于代表新旧两派的两代“好汉

们”最后到底有没有打起来，影片并没有交代，整部

影片最终以一段精彩的声像蒙太奇来呈现：监狱大

门洞开，六爷昔日的弟兄们仿佛得胜的英雄凯旋一

样面向观众阔步走来，此时，《花房姑娘》的歌声第三

次在影片中出现——“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是走

在老路上……”这一段虽然是影片的结尾，但更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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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真正的高潮——一种被形式节制过的高潮。在

观众本应该悲伤和心痛的情感发展到最强烈的时

候，崔健的摇滚歌声轰然响起，伴随崔健激情四射的

歌声，观众备感振奋，他们对六爷冰湖之战前倒地的

惋惜与悲痛之情旋即被掩盖其中，终于由情感的亢

奋进而在感情上与六爷式的悲剧英雄相认同。事实

上，这位与时代错位的“当代英雄”，他的爱情、他的

处事“规矩”，他的激情理想的乌托邦，还包括他对贪

官污吏的气愤，都因为某种时代落差而不合时宜，但

是，这种错位造成的悲壮，使六爷的形象有一种特有

的乡愁意味。

其实，无论是《城南旧事》中冲淡式声像蒙太奇，

还是《老炮儿》中的题材情感与形式情感之间的对抗

性声像蒙太奇，它们的基本特征都是情感结构的辩

证矛盾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当代美学的理论

论争，在内容与形式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关注文

本本身，又着眼于探究文本所从属的历史语境，呈现

出多重语境中的审美意义。

在《城南旧事》中，“像”是主叙事，重现实感，而

“声”则主抒情，重塑灵，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华美学的

“余韵”（虚空中的声音，或者时空断裂中的声音）③这

种美学风格的特征，两者融合形成的声像蒙太奇的

表现功能处于较为单一的意境营造的层面。《老炮

儿》之“像”在叙事之外，主要讲究悲情气势之灌注，

“声”则讲究声韵之婉转，声像组合关系虽较之传统

颇有突破，但声像蒙太奇的表现功能依旧处于较为

单一的意蕴表现层面。与这两部电影相比较，新生

代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虽然“向大师致敬”的痕迹

过于明显，但其在追求电影形式手段的创新，声像完

形及其内在的独立性与整体性的平衡性等方面均具

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它借助声像蒙太奇创造了一个

情感上和想象中的“过去”，凭借这样一种“过去”，影

片中的人物不仅找回了自我，还实现了现在与未来

的某种连结，其表现出来的声像蒙太奇结构关系较

《城南旧事》《老炮儿》有某种发展，在美学上具有更

为鲜明的当代性。

《路边野餐》“沿袭”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

艺爱情电影“无歌不成片”的传统，全程强势性“植

入”改革开放初期的台湾民歌和流行曲，并在与大陆

题材的电影镜头组成声像蒙太奇时，由于台湾文化

的特殊性，往往产生复杂的审美效应，有效地起到了

阻断现实时空的叙事效果，形成一种将过去、现在和

未来时空叠加起来的叙事空间。在电影中，主人公

陈升来回穿梭在这三个空间中寻找他子虚乌有的

“过去”。与影片中模糊的音响效果相似的，是影片

的叙事性偏弱。《路边野餐》的故事很简单，但导演

似乎故意模糊情节发展的主线，这种“模糊”是声像

蒙太奇艺术加工后的结果，是一种被艺术变形后产

生的混沌感，毕竟在混沌情境中，才更有可能制造

出一个并不存在的“过去”，并用它来“盛放”主人公

陈升入狱前的美好的情感记忆，供他去追忆、惭愧

以及弥补，达到与九年的坐牢时光和解的目的，最

终走出现实的混沌，走向未来。诗歌和歌曲是他这

一个心路历程的见证，也是他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个

体存在状态的表征。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路

边野餐》中的“像”主叙事、达意，重现实，而“声”则

主醉（混沌非现实性），重在对“像”之所叙之事的模

糊化。可以说，“声”之作用的凸显，表面看表现出

影片的形式因素占了上风，事实上，并非单纯显示

声像蒙太奇形式自身，而是为了达到在对抗中产生

情感逆转的目的。影片中，题材本身的情感是颓唐

的、混沌的，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遇到这样一

位中年男人，除了引起我们的同情之外，再也不会

有什么别的感受，但影片却以诗吟诵声和音乐声与

视象构成的蒙太奇征服、消弭了这种题材情感的日

常性，混沌与诗意的声音与电影叙事相结合创造出

了一个与题材本身完全不同的新的艺术世界，成

为一种可以供我们感动和思考的艺术，成为一个乌

托邦。

比如，发行于 1984年的流行歌曲《告别》在影片

中共出现三次，可以说，起于《告别》的这三段声像蒙

太奇是超越写实与抒情的一种象征型表现模式的呈

现。在象征型声像蒙太奇的表现模式中，青年导演

毕赣想要表现自己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思，因为他

不满于对客观现实的摹写和更为传统的借物抒情的

表现模式，他开始寻找一种能够与其相匹配的形象，

这个形象并不直接呈现意义，它只是影射、暗示某种

哲思或者情绪。也许毕赣注意到《告别》这首歌曲本

身复杂的“身世”，这就促使他确定《告别》作为象征

物贯穿影片始终——象征过去与现在的“纠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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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意义并不在于“纠葛”这个情绪形象本身，而在

于附着其上的思想——表现普通人如何治疗人生的

创伤以及对抗生活的无意义。陈升的同事老医生为

了与过去彻底告别，请陈升把《告别》这盘磁带和花

衬衫带给旧情人，这一情节与穿着老医生给旧情人

的花衬衫的陈升在荡麦把《告别》这盘磁带送给长得

像前妻的女子这个情节之间形成一种隐喻关系——

与过去和解，走向新的人生。

其实，主人公真实的过去是一段与世隔绝的空

白，因为他坐了 9 年牢，也就是说，荡麦时空其实是

一段与他坐牢的时光平行的虚拟时空，是导演精心

创造出来的一个乡愁乌托邦，具有一种被混沌洗礼

过后的纯净的美。在那里，陈升遇到了成年后的卫

卫，这或将暗示着他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最主要的

是，在这段虚构的过去的时光里，陈升终于有机会

将儿歌《小茉莉》（“小茉莉请不要把我忘记”）唱给

长得像他逝去的妻子的女人，得以弥补自己的情感

缺失。在影片中，虽然陈升的歌唱本身并没有多少

美感可言，却使他不光彩的过去刻上了时代的印

记，引领观众穿越混沌，产生情感认同，感动于他拥

有一种在“废墟”中重建希望，以及与过去和解的

勇气。

根据以上我们对三部电影的形式分析，虽然不

能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但是，如果作为个案，

这三部电影的声像蒙太奇具有某种学理上的特殊性

的话，我们则可以作出初步推论：在当代中国电影

中，声像蒙太奇因为声音机制的特殊性，成为乡愁乌

托邦的一种艺术表现的载体。

乡愁乌托邦因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美学传

统的“余韵”（虚空中的声音）类型审美表达机制，因

而它的形式首先是一种文化传统，它在艺术历史发

展中形成，同时也在逐步成为一种惯性力量，对于

当代艺术而言，为了把握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就

需要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同时，当代中国电影的美

学风格的分析也说明乡愁乌托邦的形式是当代文

化中叠合着的意识形态的投影，折射出导演、观众、

批评家独特的情感结构和体验方式。当然，以上分

析更证明，如果没有形式化或者说审美变形这一深

度的艺术加工，当代中国电影特殊的审美意义也就

无从产生。

乡愁乌托邦的美学意义

以上我们讨论了在当代中国电影中“乡愁乌托

邦”形式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蕴藏在其

中的多重悲剧意蕴，而且“悲剧的意义因文化的不同

而不同，只有在特殊的文化之中才有普遍性”④。在

西方美学史上，19世纪以前，悲剧理念往往与崇高关

联，而且精英主义的美学一般以为普通人达不到悲

剧英雄的高度，只有王公贵族才配成为悲剧英雄。

事实上，正如普通人也有恋母情结一样，匹夫俗子同

样也可成为俄狄浦斯式的，甚至普罗米修斯式的悲

剧英雄，故而普通人跟国王同样都是悲剧描写的天

然对象[2]。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角度看，我们认为

电影《城南旧事》主要引发观众的怜悯之情，以便于

表达与美好童年（这里象征非理性化社会）告别的忧

伤；电影《老炮儿》则主要激发观众一种振奋的情绪，

这是一种不甘被历史抛弃的悲壮，也有一种固守过

去的情怀的顽强；而《路边野餐》则通过引发人们一

种恐惧的情绪，表现出普通人反抗庸常生命的一种

方式。

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悲剧作为一种审美

形态的性质，主要体现在悲剧是英雄人物的个人的

行为造成的，他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而造成无法

弥补的后果，因而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的情

绪，悲剧性冲突使这些情绪得到净化。我们认为：古

希腊大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俄狄浦斯王》固然

可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而讲述一个 1930年代

老北京普通小女孩童年经历的电影《城南旧事》同样

也在很大程度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将当

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平凡人生活中的悲剧成为艺

术中直接表现的对象。电影中，秀贞母女双双被火

车轧死以及偷儿被抓的悲惨遭遇是小英子意想不到

的，更引起观众对小主人公悲悯之情的是，她的善良

正是造成这样结果的直接原因。当观众感觉小英子

仿佛被命运捉弄时，正是声像蒙太奇的调节机制阻

碍观众的心痛情绪继续蔓延，在导演的精心处理中，

每次待到题材情感达到高潮的时候，就恰到好处地

配以与题材不同情感方向的歌曲《送别》，或是单独

的旋律，或有唱词形成新的蒙太奇效果，这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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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束缚”了观众情感的流向，也提醒观众意识到

自己是在看电影，从而能够通过影像的棱镜去观察

社会和社会中的自己，清醒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思

考其中的意义。

《城南旧事》呈现的“乡愁乌托邦”的美学意义，

并不仅仅在于表现主人公小英子童年的遭际，更在

于它通过声像蒙太奇的冲淡式机制起作用，代表当

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反抗命运的一种方式——

淡化。正如小说《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说的：“让

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电影通过

艺术化、优美化的形式与机制冲淡现实生活中的压

迫和绝望，洗涤悲惨的过往记忆。相应地，《城南旧

事》乡愁的悲剧意蕴也因为“冲淡”或虚化得以显现，

影片构筑的“乡愁乌托邦”也就具有了比普通的个人

情感世界更内在、更深刻的普遍性，具体的个人离愁

别绪提升为一种抽象的文化乡愁，观众情绪也从单

一的、原始的、非理性的怜悯的情绪，转变为一种理

性的审美情感——沉静而悲痛，这种“混合式情感”

的美学意义在于把我们从悲剧的心痛中引向对当下

生活的质疑，获得更加深刻的对于社会语境交叠视

野中的普通人位置的感悟和认识，从而使我们能够

以更加敏感的审美态度体验多重语境中的情感结

构，同时，对现代性持以更加谨慎的态度⑤，以更加亲

切的爱意和怜悯之情淡化命运的苦痛，在悲剧性现

象的残酷中自我肯定，坚强到足以把苦难当作欢乐

来接受，勇敢而坚定地面对沉重的现实生活！

对于当代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而言，乡愁乌托

邦的悲剧意蕴，不仅有《城南旧事》的乡愁乌托邦所

代表的这种“冲淡”式反抗命运的方式，也有《老炮

儿》创构的“乡愁乌托邦”所代表的一种“对抗”式反

抗命运的方式。在悲剧中，新规则与旧守则、现实与

理想、否定与肯定、“不”与“是”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对

抗，始终存在一道鸿沟，而这种“鸿沟”在电影《老炮

儿》中被六爷用生命消弭掉了。在《老炮儿》高潮部

分的“冰湖决战”中，六爷为了维护“旧规则”和自己

的尊严而决定献出生命，他的沉静与影片中强有力

的音效在对立、冲突中建立起新的艺术秩序和令人

振奋的艺术境界，形成具有极其强烈悲剧效果的声

像蒙太奇。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一种悲剧性的情

感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北京老胡同中的普通人六

爷的形象与当代悲剧英雄人物形象合而为一，他那

种舍生赴死，挺身而出维护“老规矩”的派头，坚定不

移地走自己路的英雄气概震撼了观众，他的悲剧性

人格赋予观众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以及社会

关系更直接的感受，观众也通过对六爷的悲剧毁灭，

进一步认知了自我。

如果说《城南旧事》的“乡愁乌托邦”通过冲淡机

制得以形成，产生的美学意义更偏向于亚里士多德

所言及的“悲剧引起怜悯而使人得到净化”，《老炮

儿》的“乡愁乌托邦”的美学意义则通过主人公“对抗

现实，执守过去”得以表现，更类似于黑格尔悲剧论

认为的“悲剧表现两种对立的‘伦理力量’的冲突和

调和”，那么，《路边野餐》的声像蒙太奇起作用的机

制，则表明导演毕赣的悲剧观念似乎更接近尼采对

悲剧的论说：“凭借音乐的帮助，戏剧便在我们眼前

展开，宛如我们目睹机杼上下闪动，织出锦帛，于是

戏剧作为整体达到了一种效果，一种在一切日神艺

术效果彼岸的效果。在悲剧的总效果中，酒神因素

重新占据优势；悲剧以一种在日神艺术领域里闻所

未闻的音调结束。日神幻景因此露出真相，证明它

在悲剧演出时一直遮掩着真正的酒神效果……悲剧

中日神因素和酒神因素的复杂关系可以用两位神灵

的兄弟联盟来象征：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

终说起酒神的语言来。这样一来，悲剧以及一般来

说艺术的最高目的就达到了。”[3]这是一种既安宁祥

和又夹杂着痛苦、狂喜的迷狂，由于声像蒙太奇的叠

合性形象，我们对当代社会的复杂和多义性获得了

某种更充分的感受，普通人艰难生活中的韧性和人

性之光，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几乎僵硬了的欲望和

希望。

概而言之，《城南旧事》《老炮儿》《路边野餐》这

三部影片创构的乡愁乌托邦，分别表达了一种痛苦

而沉静、振奋而颓废 、混沌而纯净的美，表征了普通

人反抗命运的不同方式，更通过塑造不同的悲剧人

格，通过从多个侧面呈现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使我

们得以超越个体的自然和原始的情感，得到一种高

峰体验，能够经由怜悯、振奋和恐惧，进而与悲剧英

雄相认同，实现自我的人格升华。我们认为，中国当

代电影中乡愁乌托邦的艺术形式各不相同，但都在

声像蒙太奇机制的运行中发生作用，并在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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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共同探寻当代中国普通人在多

重语境交叠的社会现实中的位置，表现对普通人的

价值和命运的关切，其美学意义首先在于它代表了

普通人对抗命运的方式，用现实的失败表达对重建

理想的希冀，用对命运的否定性“反抗”表达对希望

的肯定性“渴求”，即通过说“不”来说出“是”，从而产

生崇高感，实现对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新的认识和

理解，成就并领会自我，这个过程是审美超越的过

程，也是作为一种情感结构的乡愁乌托邦在观众心

中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其次，“乡愁乌托邦”的形成

机制也印证了中国式审美乌托邦依旧是一种基于传

统乡愁理念和“余韵”这种审美表达机制的乌托邦，因

而它对未来的表征是潜在的和模糊的，是一种与其他

意义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但是，对未来的表征始终存

在，因此，当代批评和当代美学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

意义。再次，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大多以声像蒙太奇

为其主要的形式表达机制。最后，从哲学和美学层面

而言，不论何种形式的乡愁乌托邦都“规定着当代人

生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4]，是当代社会和文化建设

发展的一种创新力量，这种力量把观影者从悲剧的痛

苦中引向现实生活，从中获得勇气、希望和理想。我

们希望，这一研究将有助于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激发起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自觉，推动悲剧人文主义在当代

中国美学与艺术批评中重新获得活力。

注释：

① 在日常的表述中，我们习惯将一部电影的内容和

形式分开讨论，把故事指认为电影的叙事部分，把声

画组合、影像风格等看作电影的形式部分，但在理论

问题的探讨中，我们依然要回归黑格尔，黑格尔认

为：“内容之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

式在内”，即内容是具有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具有内

容的形式，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二者永

远不可分离。可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② 自《诗经》开始，中国就有采用便于记忆，利于传

唱的“重章复沓”的艺术形式寄托对过去美好时光怀

想之情的传统，可以说，正因为“重章复沓”的艺术表

达形式具有增强诗歌抒情效果和艺术感染力的功

能，才促使《诗经》在周代社会的流行普及。

③ 余韵是笔者用来概括当代中国艺术的美学风格

的概念，可参见王杰：《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

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 威廉斯并不否认中国有悲剧，尽管他认为与悲剧

理论相比更重要的是具体的悲剧实践。以及悲剧的

意义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只有在特殊的文化之中

才有普遍性。具体分析可参见雷蒙·威廉斯，丁尔苏

译《现代悲剧》，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⑤ 伊格尔顿认为尼采是反启蒙运动的伟大悲剧哲

学家，“对他而言，悲剧是对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批

判”。具体分析可参见特里·伊格尔顿，方杰译：《甜

蜜的暴力 : 悲剧的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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