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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批评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致力于以形式与风格为主要对象的电影诗

学研究。他遍览世界各国电影作品，并对中国电影予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关注 ；与此同时，他又和

美学家诺埃尔 · 卡罗尔（Noël Carroll）一起对时下流行的“宏大理论”表现出尖锐的批判态度，

甚至一度与齐泽克（Slavoj Žižek）发生激烈的思想交锋。由此，波德维尔对中国电影诗学问题的

思考也成为我们反思其“后理论的电影理论重建”有效性与局限性的一面镜子。

后理论的电影理论重建 ：“鬼佬”（gweilo）的“中层（碎片）理论”

波德维尔将他的一整套电影诗学分析方法命名为“middle-level(or piecemeal) theories”, 即“中

“后理论”的洞见与局限
——以波德维尔中国电影诗学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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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层（碎片）理论”是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的理论追求。

波德维尔对中国电影诗学的研究可以作为透视其“中层理论”的一面镜子。他从中国香

港大众电影中提取出“动作美学”，并以此为“娱乐的艺术”正名；他还分析了侯孝贤

在克服电影制作的各种外部限制因素过程中，是如何将不得已采取的拍摄“技艺”转化

为“诗性”“抒情性”以及关注日常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美学上的优势”。不过，波德

维尔毕竟是以西方“鬼佬”视角来审视中国电影的，加上他与“宏大理论”的有意对抗，

导致他的中国电影诗学分析存在较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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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碎片）理论”。其中“中层理论”是波德维尔自己的发明，“碎片理论”则是卡罗尔的创造。“中

层理论”是波德维尔在反思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主体－位置”和“文化主义”为代表的“宏

大理论”的局限性、探索重建电影研究的“后理论”的过程中确立的电影研究方法论。在他看来，“主

体－位置理论与文化主义都建构成了宏大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各自建立在关于社会、历史、思想

与意义的本质的几个独立存在的前提之上。每一个前提都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思想传统。”基于

这些既有理论所形成的一些基本判断，成为电影分析的意义之源。其结果就是导致“宏大理论”

以先入为主之见抹杀了电影作品的鲜明个性。因此，波德维尔希望电影研究摈弃“宏大理论”对

研究视角和结论的预设，回归电影形式与风格的本体，回归创作和欣赏的经验。所谓“中间层面

的研究所确立的最主要的领域，是对电影制作者、文类和民族电影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一

研究强调的是“问题导向，而非理论驱动”，虽然立足于形式与风格，但并非仅限于“内部研究”，

而是“在电影美学、机制、受众反应之间跨越传统的界限”。①在波德维尔看来，卡罗尔的“碎片

理论”与自己的“中层理论”具有相似的理论取向。卡罗尔同样对“宏大理论”持否定态度，欢

呼“理论死了，理论万岁”，并认为“大理论对于真正的理论化是一种障碍”，主张用“小写的复

数的理论”（theories）取而代之。这种“小理论”有两个特征 ：“碎片式的”和“多样化的”。卡

罗尔自己更喜欢用“碎片式的理论化”来阐明他的主张，认为“这意味着要把大理论的某些主要

问题砸碎使之成为更易于把握的问题”②。

波德维尔“中层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导演拍摄技巧的分析的痴迷。无论是《好莱坞的叙

事之道 ：现代电影中的故事与风格》（The Way Hollywood Tell It:Story and Style in Modern Movies）

还是《世界电影史》（Film History ：An Introduction），波德维尔都不厌其烦地剖析影片镜头、剪辑、

调度、表演等技术细节，并从中把握世界各国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其中，波德维尔也多次聚焦

中国电影。波德维尔大约从 1973 或 1974 年开始接触香港电影 ；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美国感受

到了香港电影热潮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波德维尔频繁访问香港，成为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

并开始全面了解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③《香港电影的秘密 ：娱乐的艺术》（Planet Hong Kong ：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便是他这一阶段集中观看 370 多部各种类型的香港

电影之后的成果。20 世纪 90 年代末，波德维尔开始接触和关注以杨德昌、侯孝贤等为代表的具

有典型作者风格的中国台湾导演。在《聚光灯下 ：电影的场面调度》（Figures Traced in Light ： On 

Cinematic Staging）一书中，波德维尔设专章讨论了侯孝贤的调度艺术，将之与以路易斯·菲拉德

（Louis Feuillade）、沟口健二（Kenji Mizoguchi）、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等为

代表的世界顶级电影大师相并列。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世界电影史》写作的需要，波德维

尔在全面了解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聚焦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创作。

不过，波德维尔并不懂中文。他理解中国电影主要有三条途径 ：凭借字幕，④阅读有关中国

电影研究的英语著作和新闻报道以及与华裔学者交流。由于波德维尔对香港电影史的了解大多

来自二手资料，他的《香港电影的秘密 ：娱乐的艺术》没有选择电影史研究范式，在史料爬梳

方面做得比较粗疏。同时，虽然波德维尔能够以“文化他者”的视角从中国香港电影中敏锐地

感受到中国功夫片武侠片有别于好莱坞动作片的“异国情调”，但他似乎也无意进入东方文化的

内核去体会其中的江湖风云和恩怨情仇。波德维尔所能做和所想做的，是凭借其对电影形式与

风格的极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理论穿透力来呈现中国电影的形式共性与风格差异。因此，波

德维尔的中国电影研究，既非中国电影史梳理，也非中国电影文化分析，而是中国电影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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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电影诗学”？用波德维尔自己的话说，“电影诗学就是研究艺术作品经由哪些原则塑造来

达到特定的效果。这种中层的研究路径容许我们把评论性的分析和阐释与一定程度的理论反思

融为一体，但仍接近于电影史和电影制作的实践。艺术性取决于技艺，而技艺却是影迷评论家

和学者们都忽略的”⑤。波德维尔的中国电影诗学研究也由此成为一个极好的分析个案，我们可

以借此探讨 ：一个素以追索电影艺术之形式普遍规律的学者是如何面对中国电影的“东方异国

情调”和“本土内在差异”的？他是如何克服对中国电影史材料占有之不足和对中国电影文化

理解之障碍来展开对中国电影分析的？他在将中国电影诗学嵌入世界电影版图的过程中又面临

着哪些研究上的瓶颈与困难？

同时，当波德维尔以一种深受西方电影理论熏陶、遍览世界各国影片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电

影时，他还对自己有一个非常自觉的“鬼佬”（gweilo）的身份定位。⑥波德维尔采取中国人对西

方人的略带贬义和调侃的俚语来指称自己，其实是一种“西方视角看中国电影”的身份自觉的

表现。也就是说，一方面，波德维尔对自己所进行的中国电影诗学分析中所可能包含的西方“有

色眼镜”、文化“区隔”以及意义“误读”的局限是有清醒认识的 ；另一方面，波德维尔也因此

采取了扬长避短的策略，采取“以西视中”“中西比较”的方法，从电影诗学的某种艺术的普遍

规律角度，来发现中国电影在形式与风格上的独特表现，并探究其产生的原因。

为“娱乐的艺术”正名 ：香港大众电影的“动作美学”
 

波德维尔对中国香港电影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香港电影的秘密 ：娱乐的艺术》以及《电影诗

学》（Poetics of Cinema）、《世界电影史》等书的相关章节中，关注更多的是从武侠片到功夫片到

动作片（包含警匪片、黑帮片等），并聚焦到李小龙、成龙以及胡金铨、吴宇森、徐克、王晶等产

生世界影响力的商业电影导演或演员身上。面对质量参差不齐、评价褒贬不一的香港电影，波德

维尔在《电影诗学》中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香港动作片能引发如此无拘无束的激情？这些电

影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们怎样利用电影这种媒介？在它们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技巧？刚看完最好

的香港动作片，你会情绪高昂。你会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仅凭电影如何营造出这样的感觉？”⑦

波德维尔将本书这一章的标题命名为“动作的美学 ：功夫、枪战与电影表现力”，显示波德维尔

在处理“电影诗学”和“类型电影”方面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波德维尔并没有简单套用动作片

的类型电影叙事成规，而是抓住这一类以强烈的身体动作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激烈的电影表现力为

其共性的美学形式与风格作为分析对象，明确聚焦“动作美学”而非“动作（片）类型”；但同时

又以“动作片”为主要载体，将与之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功夫片、武侠片、警匪片、侦探片、历险片、

战争片、科幻片等类型电影一并纳入关注范围。由此，将“动作美学”提升成为香港的电影诗学

问题，既与大众电影的类型成规保持着密切关系，又能借此探讨导演和演员施展艺术才华的创造

性领域。

波德维尔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其一，香港电影特别重视身体动作的奇观化呈现。这些动作包括“危险动作”“异乎寻常的

肢体动作”和“光采夺目的风格化打斗”。⑧波德维尔以成龙电影为例，认为香港电影往往在好莱

坞电影广泛采用特技手段的地方由演员真人表演，并用摄影机记录下演员用血肉之躯炮制亡命险

情的场面。在“异乎寻常的肢体动作”方面，香港电影里不仅有大量粗俗、不堪入目的肢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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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香港大众电影里的粗俗手法，可谓走到完全失控的地步。典型的港片会出现吐痰、呕

吐与挖鼻孔，甚至拿厕所与口腔大造文章”，甚至经常出现“超越了好莱坞所能容忍的尺度，如

虐打、肢解、剖腹、挖眼及喷血等镜头”。⑨香港电影还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创造性发挥，开

创出“功夫片”“武侠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和东方文化的类型电影。它们致力于呈现“光采夺

目的风格化打斗”（flamboyantly stylized combat），强调一招一式的风格化和精致化，着力展现中

国功夫的“动作奇观”⑩。

其二，在中国香港电影中，“惊人的身体动作只是起点，导演还得通过电影手法，即摄影机运动、

剪辑、影像构图、色彩及声音等技巧，来增强动作感染力”⑪。这一整套的电影拍摄手法既与对

身体动作的奇观化展示相适应，也明确以追求“动作清晰度的最大化”为目标。⑫从摄影机运动

的角度来说，香港导演已经在“营造这种不断运动的散漫感觉”的拍摄方式上驾轻就熟。基于身

体运动的摄影机运动共同构成了香港电影动作片动作场景的根本特点。香港导演还创造了一整

套服务于“动作的最大清晰化”的“运动的机制”，这套机制不是用摄影机的运动来抑制甚至替

代身体的运动，而是使两者相得益彰。从剪接的角度来看，“构成剪辑”（the constructive editing）

被波德维尔认为是“香港动作片的核心”，是“香港动作片全面掌握国际电影技法的其中一个标 

志”。⑬这种只让观众看到武术动作的一部分，再通过频繁的场面调度、拍摄和剪辑处理，有意让

观众无法感知动作全貌的效果 , 被波德维尔称为“一瞥美学”（the aesthetic of the glimpse）。

其三，波德维尔还发现在香港电影的动作呈现方式中出现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停、打、

停（pause/burst/pause）的布局”。也就是说，香港电影中功夫片的武打动作往往不是连续不断的。

在真实的打斗中，所有的动作都是连续性的 ；但在电影的影像呈现中，导演会有意识地插入“跳

将开来”“重振旗鼓”“凝视聚焦”等“停顿”，由此形成“急攻与骤停互相交替”的特点。⑭所有

这些“停、打、停”的节奏感均来自中国武术所讲究的攻守动静之间的平衡，以及中国戏曲表演

中的“摆一个凝固的姿势”的“亮相”（liang hsiang，bright appearance）传统。与这种特殊的叙

事节奏相配合，香港电影对动作的表现力甚至经常采取“慢动作”（slow motion）和“变焦镜头”（zoom 

shot，又译为“松镜”）这类在好莱坞电影的动作表现技巧中较少使用的方式。

其四，香港电影的动作奇观不只是“悦目”，更是“赏心”，即“以深深地唤起观影者的感知

和情感为目标”⑮。波德维尔将之命名为“动作动情”（motion emotion），认为大众电影美学的基

本特点就是“建基于大众化品位，讲求直接过瘾，但不求巧妙含蓄”。迎合这种大众口味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电影中的“动作”一定是以追求明晰、夸张、极致为特征的。无论是身体动作、

还是摄影机运动，所呈现的“动作”需要直接成为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的外化。正如成龙在表演

打斗场景时，经常在挨打时表现出极度夸张的痛苦表情 ；而在进攻时又立刻换上仇恨愤怒的神情。

另一种是“追求最宽大的情感波幅”，无论是情节还是情绪，在香港电影中经常出现大悲大喜，“供

人娱乐的东西，旨在表现高兴时要最高兴的，伤心时要最伤心的”。情节和情绪的转换也如过山

车般跌宕起伏，“角色在临近结尾时运数跌至谷底，然后急转弯变大团圆结局”。⑯

波德维尔抓住香港大众电影中的“动作”因素，在对香港的功夫片、武侠片、警匪片等类型

电影的“动作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新认识“大众电影的娱乐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一方面，

波德维尔主张应该为“大众电影”的娱乐性正名。在波德维尔看来，香港电影给人的第一印象确

实是“娱乐至死”，即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是“迈向癫狂的电影”。⑰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

电影俗不可耐。波德维尔不惜用两个“最”来盛赞香港电影。“港片堪称 70 年代以来全球最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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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与想象力的大众电影。”“那些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饱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

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重大的贡献。最佳的港片，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更满载可喜的艺术技巧。”

波德维尔将之称为“工业化的电影制作有其创意一面”。作为面向大众市场的香港电影，自然会

将类型电影作为首选，对公式、套路、成规的采用是最能保证其商业价值的策略。但是中国香港

的导演能够将类型电影的这些公式、套路和成规运用得炉火纯青。波德维尔将之概括为“他们有

精妙的结构（如前后呼应的主题、对位并行的故事），有实用的风格美（如大胆的剪接、动感的构图），

有强烈的表现力（通过色调的控制及令人兴奋的动感），有诉诸普遍的情绪与经验（如寂寞、不公义、

渴求爱情、为死者复仇等），也有原创性（如不断把传统手法进行转化的导演，包括风格各异的

胡金铨、吴宇森、徐克及王家卫）。个中多数优点，都与电影的大众性相关，影片一旦具备了这

些优点，大抵便能吸引广大观众”。他认为香港的导演具有鲜明的“工匠精神”——他将之称为

“艺匠”（the artisan）。其根本特征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卓越本领，如“在明确规范内运用想象力”

的“雕琢”（Polishing the jade）、“默默改良传统手法，丰富艺术形式、提高观众感受力”。⑱

将限制转化为美学优势 ：侯孝贤电影的“抒情的现实主义”

波德维尔注意到香港大众电影对电影观众欣赏品位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台湾电影的冲击，如分

析侯孝贤的电影时就特别指出香港大众电影是导致中国台湾电影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衰落的重

要原因。但波德维尔并没有简单采取“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在充分

重视“艺术掺杂商业之后，必然有所牺牲”的前提下，认为“大众电影之中，也有专为娱乐大众

而制作、个人色彩强烈的作品 ……‘艺术电影’也同样是一盘生意”。⑲比如说，波德维尔在分

析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时直接用“前卫大众电影”来命名。在他看来，香港的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

需要从大众电影市场中挤出来，因此就必须得学会向大众示好、与娱乐妥协。一旦拥有了基本的

票房保障，艺术电影创新实验或者个性风格的因素便有了体现的可能。因此，波德维尔对李小龙、

成龙、胡金铨、徐克、吴宇森等的大众电影和侯孝贤、杨德昌、王家卫、关锦鹏等的艺术电影予

以了同等的关注度。如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中，波德维尔分析了王家卫电影“拼接式结构”“循

环的惯例”“对于时间主题的执著”“几乎所有角色，都浪漫得无药可救”等特点 ；⑳而在《电影艺术》

中，波德维尔通过对王家卫《重庆森林》的个案分析，选取了来自先锋实验电影的话语系统，如

“生命网络”剧情、“平行对照”以及“邀请观众寻求其他的联结”的“迷人实验”和“经典形式

之外的迷人实验”。㉑

波德维尔在《电影诗学》中指出，香港导演罗文必须在低廉的制作预算的前提下来炮制惊悚

场面，因此，罗文只能采取小规模的特技手段，并且冒着让演员受伤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目标。波

德维尔将之概括为“将制作环境的机会和局限都转化为美学的优势”㉒。在《聚光灯下 ：电影的场

面调度》一书中，波德维尔选取了几位世界著名的有鲜明艺术风格的导演来探讨场面调度相关的

问题，如用“讲故事”（storytelling）来讨论路易斯·菲拉德（Louis Feuillade）、用“调制”（modulation）

来分析沟口健二（Kenji Mizoguchi）、用“忧郁”（melancholy）来描述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而当来分析侯孝贤时，波德维尔选择了“限制”（constraints）一词。可见，在波德

维尔看来，无论是中国香港的导演还是中国台湾的导演，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面临着比西方电

影导演更多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进行调整、妥协和变通，但正是在对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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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过程中，中国导演实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化创造。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客观因素的限制

与艺术创作的自由之间其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侯孝贤选择的道路无疑既非标榜艺术自由而曲高

和寡，也非放弃自我而迎合市场，而是试图在客

观限制与艺术自由之间寻求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即“将限制转化为美学的优势”。正如侯孝贤自

己所说的，“拍戏没那么僵化，你僵化就是傻瓜。

限制不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是要在限制里找出自

由”㉓。在此，“规则”“障碍”“规定的空间”“封

闭的环境”是与“限制”并置的影响侯孝贤电影

拍摄的客观因素，但侯孝贤并没有简单将之“现实化”，也就是说具体去分析究竟是哪些“规则”

产生了哪些限制、“封闭的环境”究竟怎样影响了拍摄，相反，侯孝贤更多将这些限制转化为了创

作的可能性，甚至成为探索“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的前提和条件。

波德维尔对中国台湾电影的关注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事情。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

家非常小的公司“国际电影圈”收购了侯孝贤的几部早期最优秀的作品。波德维尔在这里观看了

两部侯孝贤的电影。1999 年，波德维尔应邀参加了台北电影节，并与侯孝贤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此后，波德维尔更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广泛收集了一百多部中国台湾电影。2005 年，在《聚光灯下 ：

电影的场面调度》中的“侯，或限制”这一章中，波德维尔通过分析侯孝贤是如何克服（甚至自

己营造）各种“限制”，从而形成侯孝贤别具特色的电影艺术风格的，通过对侯孝贤如何“在台

湾背景中探索调度策略”这一个案的研究，波德维尔所要探讨的是“相似的风格特征是如何定义

亚洲电影特征的”㉔。

波德维尔分析侯孝贤电影诗学的策略是从“由外而内”的，即首先研究影响侯孝贤电影制作

的各种限制性因素，进而探讨侯孝贤采取了哪些“技艺”或“手法”克服了这些限制，进而创造

出属于侯孝贤自己的形式与风格的。从创作背景来看，侯孝贤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进入电影界，

并在 1981 年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直到 2015 年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的电影一

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极具辨识性的独特风格。不过，让侯孝贤形成并彰显自己的电影艺术风格的

原因，并非这段时间中国台湾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创作环境的自由宽松以及拍摄经费的充足保

证等。恰恰相反，侯孝贤出道之初，中国台湾电影业正在“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虽然仍然繁荣，

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电影的异军突起，大批武侠片、古装片涌进了

中国台湾电影市场，导致了台湾本地电影的票房逐年下滑。电影股票低、预算经费少以及由此导

致的拍摄周期短等问题，更是直接影响到了拍摄成本控制。不仅如此，为了对抗香港电影日渐加

深的影响，台湾当局在扶持当地电影创作的政策导向上更多地强调市场因素的作用，鼓励独立制

片公司进入市场。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导演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上述诸种局

限的克服上面。

波德维尔从“技艺”“手法”的角度分析了侯孝贤在场面调度方面所做出的各种努力。首先，

因为经费缺乏，侯孝贤不可能投入巨资搭建外景或者异地取景。㉕因此，无论是外景还是内景，

都需要当地拍摄（实景）。对现代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拍摄成为侯孝贤早期和中期电影的标识性

资料图片　侯孝贤



80     总第三六二期

风格。其次，同样也出于经费考虑，侯孝贤必须要考虑尽可能少地浪费胶片、减少剪辑，甚至需

要尽可能少地在摄影棚拍摄。如此，侯孝贤只能尽可能地采取长焦镜头远距摄影。在尽可能少地

保持镜头不动的长镜头状态下，通过对人物的场面调度来实现剧情的推动。波德维尔分别从“利

用缺点”（因为长焦镜头的特点是浅景深，因此，侯孝贤有意识地采取对画面焦点的渐变处理的

方式，希望在镜头中包含大量的信息）、“隐藏与寻找”（“经常用长焦镜头进行外景拍摄培养了他

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并使他善于隐藏或者揭示镜头中的某些信息”）和“躲猫猫式的影像”（充分

利用固定机位和长焦镜头所带来的对视线的遮挡，从而将人物的动作降低到最少，引导观众关注

周围环境中的细节。波德维尔认为，侯孝贤“意识到这种松散的、沉思的叙事方式能够提供更多

视觉表现的可能性，而且会成为强有力的，细致入微的风格化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论述。㉖再

加上“台湾新电影推动使用更写实的故事和非职业演员，很快，这些视觉可能性便与之融合。侯

孝贤的新调色板容许他找到种种新的方式来进行场面调度、场景拍摄”㉗。波德维尔发现侯孝贤

善于利用自然光线来创造视觉效果。这显然也是因为经费短缺、拍摄条件有限，但侯孝贤却将之

发展为自己的艺术风格。

在对经费短缺和拍摄环境恶劣等限制性因素的逐一克服中，侯孝贤形成了描写日常生活的、

关注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波德维尔发现，侯孝贤的电影具有鲜明的“去戏剧化”

的特点，即使是在矛盾冲突发生的时候，侯孝贤都倾向于“抵制高潮的出现”，并通过“他标志

性的长焦镜头使镜头变得冷静客观”。㉘波德维尔用“抒情的现实主义”“成熟的现实主义”来对

侯孝贤的电影风格进行命名，正如长期与侯孝贤合作的作家朱天文所说的，“侯孝贤基本是个抒

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于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吸引侯孝

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书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

有兴趣”㉙。侯孝贤的电影为什么总是这么独特？大概正在于这种尽管用了一些“现实主义”手

法——诸如保持客观冷静和远距离的“长镜头”、大量琐碎日常甚至就是非职业演员表演的“环

境和氛围”以及对各种特效和戏剧性奇观的有意抵制等，㉚但是却偏偏在这些现实主义的细节和

场景中刻意弱化了“叙事性”而增强了“抒情性”和“诗性”——这便是侯孝贤更关心的“生

命中许多吉光片羽”，而侯孝贤的做法是“只是更注重写实的意义，用客观的眼睛去拍摄强烈的

情感”。还说“我的电影和音乐是并行的，音乐有着对主题的冲动，我的画面是饱满的”㉛。所

谓“抒情的现实主义”大概可以作如是观。

形式与风格的牢笼 ：“中层理论”的视域局限

任何方法论在显示一种深刻洞见的同时，也意味着必然包含某种盲视。“鬼佬”视角固然使

得波德维尔在审视中国电影时拥有作为“文化他者”天然的“外位性”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他

与中国电影赖以生长的土壤的“文化隔膜”；“中层（碎片）理论”的方法固然使得波德维尔能够

借助形式与风格的细微体察来穿透导演与观众、技术与类型的迷雾，但也容易使他沉迷于微观细

节。尤其是当波德维尔试图触及具有总体性的“电影理论”和“电影史”问题时，他的这套“中

层（碎片）理论”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我们需要对波德维尔对中国电影诗学分析的局限性

有一个清晰判断。

在电影理论方面，波德维尔发现了香港大众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之间既具有惊人的相似



争　　鸣   二 O 一九年  第十二期

81Dec.   2019

性，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并且能够从对比的

角度来展开对香港大众电影独特性的发现，但

是所有这些，并没能真正促成波德维尔在大众

电影美学方面形成较大的理论创新，充其量只

是在既有的大众电影美学的框架下，对香港大

众电影独特因素的发现。比如说，在对中国香

港大众电影美学的分析中，波德维尔是以西方

电影及其相应的电影理论思潮作为自己的知识

背景的。这使得他的分析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世

界眼光”，能够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发现中国电

影的差异化的表现形式。当波德维尔指出香港

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时，他的前提是“大

众电影之中，好莱坞是最刻意讲求细节真实，写情含蓄，剧情又要使人信服”㉜。不过，波德维

尔并没有从中国文化中找到香港大众电影“癫狂”的根源，只是看到了在动作节奏的表现方面

与中国功夫和中国戏曲的关联。因此，他更多地将香港大众电影对动作表现力的美学追求归结

为对爱森斯坦“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大多数的香港导演并

不了解苏联蒙太奇运动，但是，当他们致力于使用动作表现及剪辑引发观众动感时，却重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电影工作者的观念”㉝。而当波德维尔分析侯孝贤的场面调度方面的精心设计时，

他也是在与他国电影艺术导演的比较中来完成的。在波德维尔看来，侯孝贤“重新开始用那种

小动作来进行遮挡和展露，但是和菲拉德比起来侯孝贤的摄像机离得更远。和沟口健二不一样，

他使用长焦镜头和渐变色。和安哲罗普洛斯不一样，他让我们进入电影的编剧和情节。在那些

看上去好像客观记录人物动作的画面当中他展现出了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电影是一种经过精

炼优化的情节剧，就跟沟口健二的电影一样，片中的情感并没有被擦除，而是精炼出来了”㉞。

而当波德维尔探究以侯孝贤为代表的中国台湾电影导演风格形成的原因时，也同样只能简单将

其归结为外部因素（西方电影）的影响。在他看来，“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

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运用闪回、幻想段落、非戏剧化情境——所有这些都得益于 1960

年代的欧洲艺术电影”㉟。由此可见，在形式和风格层面上的细致比较，只是呈现了中国电影诗

学有别于西方好莱坞电影和西方艺术电影的各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只是碎片式的，而不是根本

性的和体系性的。

在电影史方面，波德维尔的这部《世界电影史》尽管已经写成了多达 788 页（中译本达到了

975 页）的鸿篇巨制，但是从任何一个局部来看，这本书的介绍都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当然不能

苛求波德维尔在一本书中将世界电影的方方面面全部涵盖，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电影诗学的学

者如何书写电影史”这个角度来审视波德维尔书写中国电影史的显著特点。

首先，波德维尔对中国电影历史的描述框架是纯客观的，即严格按照区域和历史分期来展

开。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将中国电影分在四章中以专节的形式来介

绍。具体包括第 11 章中的“中国 ：受困于左右之争的电影制作”、第 18 章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及第 26 章中的“中国大陆 ：第五代及后来者”和“东亚新电影”（介绍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

电影）。

资料图片　大卫·波德维尔 



82     总第三六二期

其次，在对中国电影史的历史叙述中，波德维尔基本采取的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历史文化背

景 + 电影生产机制 + 经典艺术风格”的电影史叙述体例。比如说在介绍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电

影时，特别讲到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中国电影公司被裹挟在政治的旋流中“受困于左右

之争”所形成的电影创作上的分化，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影业努力仿效西方的样板，最终

却被政治环境摧毁”㊱。“电影与政治”关系的视角也成为波德维尔描述中国电影的主要视角。这

一点在波德维尔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电影发展时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让广大农民能够

看上电影，机动的电影放映队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电影传播方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与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视相结合，形成了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电影的总体性特征。这种描述方式一直延

续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身上，显示了波德维尔在叙述中国电影史时所受到的

西方电影研究“有色眼镜”的深刻影响。

最后，与上述比较鲜明的“刻板印象”相比，在叙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电影发展时，波

德维尔的视角明显变化了很多，不仅不吝惜笔墨地对香港大众电影的各种类型电影做了介绍，还

讨论到了香港回归对香港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对中国台湾电影的叙述中，波德维尔注意到

了当地政治局势和香港大众电影的双重影响，重点介绍了“台湾新浪潮”及其后新一代中国台湾

导演的变化。

不难发现，波德维尔的中国电影史和中国电影诗学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张力 ：波德维尔

将他对中国电影形式与风格的诸多创新性的观点，塞进一个中规中矩毫无创见的电影史描述框

架之中。波德维尔的中国电影诗学分析，一方面非常自觉其作为“鬼佬”的相对于中国而言的 

“文化他者”的主体身份，另一方面也试图扬自己“形式与风格”分析之长，来弥补自己“理

论与历史”分析之短。因此，波德维尔聚焦于中国香港电影的类型风格和形式技巧时显得从容

自信、游刃有余 ；分析起侯孝贤电影的场面调度技巧时也细致入微、洋洋洒洒。但是当他面对

他所不熟悉的 20 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风云变幻及其对中国电影带来的复杂影响时，就

明显简单粗疏、语焉不详。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波德维尔“中层理论”面临的方法论局限 ：仅

仅从“技艺”的角度来剖析“形式与风格”，无疑只是将“中层”进一步降格为“底层”，过于

微观而失之琐碎。

严格来讲，“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之争，其实只是英美世界文学艺术研究内部的研究

取向之争。长期以来，英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都是英美新批评，推崇的批评观念就是文本细读

和文学审美价值的自足性，而以伯明翰学派和詹明信、伊格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取向在

英美学界攻城略地之时，遭遇到来自新批评传统的顽强抵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么，如何才

能既克服“宏大理论”的艺术性空疏，又能够避免“中层理论”的思想性不足？我们是否有可

能找到综合波德维尔、卡罗尔和齐泽克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在此，詹明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

学术立场是值得借鉴的。詹明信作为一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有着非常自觉的对资本

主义文化的总体性思考 ；同时，他又始终将批判的锋芒聚焦于文学、电影和各种当代艺术领域

进行诗学和意义的双重阐释。在《语言的牢笼》中，詹明信明确指出，面对 20 世纪以来的语言

转向，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内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推动的研究范式变革，“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

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的这项任务。

我个人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

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㊲。具体到波德维



争　　鸣   二 O 一九年  第十二期

83Dec.   2019

注释 ：

① 大卫·鲍德韦尔 ：《当代电影研究与宏大理论的嬗变》，

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 ：《后理论 ：重建电影研

究》，麦永雄等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第 38、40 页。

② 诺埃尔·卡罗尔 ：《电影理论的前景 ：个人的蠡测》，大

卫 ·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 ：《后理论 ：重建电影研究》，

第 58、82 页。

③ 有报道称，波德维尔一直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

只在 2003 年缺席过一次。

④ 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中，波德维尔所理解的王家卫《重

庆森林》中 633 婉拒阿菲一起去加州的邀请时说的“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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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633 的中文台词是“我没所谓，去又得唔去又得”。（大

卫·波德维尔 ：《香港电影的秘密》，何慧玲译，海口 ：海

南出版社，2003 年，第 337 页。）

⑤㉗ 戴维·波德维尔 ：《影迷与学者 ：扞格不入？》，张颖

译，《世界电影》2012 年第 2 期。

⑥ 所谓“鬼佬”（gweilo），其实是广东话的俚语，是广东

人用来指称西方人的粗话。它的用法是否带有贬义，还颇

有争议。“鬼佬”的另一用法是用来指浅肤色的欧洲血统

的人，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⑦⑫⑮⑰㉒ 大卫·波德维尔 ：《电影诗学》，张锦译，桂

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40 页，第 446 页，

第 454 页，第 451 页，第 445 页。

⑧⑨⑪⑭⑯⑱⑲⑳㉜ 大卫·波德威尔 ：《香港电影的秘密》，

第 262 页， 第 17、246 页， 第 266 页， 第 268—269 页，

第 21 页，第 12、14、27、25 页，第 16 页，第 329—338 页，

第 31 页。

⑩ “动作奇观”一词来自周宪，“亦即种种惊险刺激的人

体动作所构成的场面和过程。……在不少主流影片中，

动作的夸张性和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情节的需要和人物性

格塑造的需要，进而使得动作本身成为电影表现的主要

目标”。（周宪 ：《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文艺研究》

2005 第 3 期。）

⑬ 大卫·波德威尔 ：《香港电影的秘密》，第 258、262 页。

所谓“构成剪辑”指不同于一般剪辑所遵循的“总分总”

（总体－部分－总体）原则，香港电影中动作的完整性是

通过“分分分”的组合在观众头脑中完形而成的。比如说，

前一个分镜头显示警察开枪，后一个分镜头则出现一个

匪徒应声倒地。完全不用第三个警察和匪徒同时出现的

画面，观众便自然能够理解。因为没有主景镜头的插入，

整个画面便显得眼花缭乱、动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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㉔㉞ David Bordwell, Figures Traced in Light:on Cinematic 

Staging,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9, 10,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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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中层理论”来说，比较好的策略应该重建“上层”与“中层”的关联，即强化“意义和

价值”与“形式与风格”之间的同构性，从“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两方面

推进电影理论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