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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重设阵地 

 

 

《电影作者》杂志特别编辑“阿巴斯纪念专辑”，纪念这位刚刚逝世的伟大

心灵。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1940.6.22-2016.7.4）不仅

是“伊朗电影新浪潮”（Iranian New Wave）的灵魂人物，也是电影“新浪潮”

（New Wave）精神的承继人物。同时，作为诗人、艺术家、摄影师的阿巴斯，如

同波斯先知在伊朗高原的精神游牧，给予现代波斯文明以闪亮的注脚。 

本辑得到了数位师长、朋友的专稿鼎力支持。《电影作者》作为一本民刊，

撰稿人既获不到版税，又不能作为“中国学术论文”的发布依据，“爱／要有爱”

（philia），撰稿人的爱贡献出牺牲（sacrament）来纪念这位波斯先知。 

我们特别邀请陆兴华教授撰写了纪念阿巴斯的长文《在电影中存在与思想：

再与阿巴斯散一次步》，此文更似一篇写给“导演们”的批判檄文，“没东西可

拍了，那就除掉导演和观众，让业余爱好者来做大。”评论家安尼则展开了一段

伊斯兰化的伊朗溯游至波斯文明传统的游牧式阅读（nomadic reading）《阿巴斯，

在有限的事物中洞穿永恒》。 

“阿巴斯光影”栏目编选吴文光、李巨川、宋哲分别记叙于 1999、2010、

2017 年的三则短篇，这一时序中存储着观影人与制作人的读写状态，一个瞬息

就够承载起我们公共的读写经历了。 

我编辑了一份简单的阿巴斯导演电影作品编年，没有列入他编剧、制片的电

影作品，也没有列入他在诗歌、摄影、当代艺术创作领域的作品。 

本辑设置“战斗电影”专题，转载了《新美术》杂志 2016 年 10 月刊（设有

“战斗电影”专题）中阿兰·巴迪欧、陆兴华、芬雷的三篇长文，在此特别感谢

10 月刊的编辑芬雷所给予的稿源支持。 

本辑设置“贫乏电影”专栏，登载诗人和电影作者丛峰的《贫乏电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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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我们纪念阿巴斯，在我们已然被景观化的“生命经验”的空洞编码中吟颂

生命，以粗粝的贫乏来制作溢出，溢出一具人格躯体的内在自我的“曳光弹”来。

生命的写反对电影，反对那些光滑的编制我们存在与思想的景观体制，我们来贫

乏地写，来制作新世界的平面，“用写作的细菌去感染所有需要考察的事物”。 

本辑设置“通讯”专栏，登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黎飞的英文投稿，评述

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的一些影片。 

编辑中，我统一了阿巴斯电影作品的名称。譬如，陆兴华教授用的《生活，

没有更多…》和安尼的《生生不息》，我统一为《生生长流》。这既有习惯，也有

我个人的读写经验——2001 年开始我在上海慈溪路盗版碟市场上淘洗过几年。 

 

 

“战斗电影”的史略似乎回应着今天中国独立电影的现场情景：无论是革命

涌流还是情境生产，1960 年代的法国“文化战场”都拥有充分激烈的战斗性事

件。与 2017 年法国政局的戏剧情境形成对比的是，“革命”以新形态正发生在

欧陆中心体制的衰颓时刻。而需要召唤革命的“中国独立电影”，丰腴的制作中

缺失着正义的哲学。“中国独立电影”这一指称的语用延展（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民间化、“人民化”、数量规模等而扩充、延变了它与“第六代”的源头关系）

更多指向了政治及社会运动，它成为街垒战斗的媒介阵地的隐喻。它承负着它承

负不起的政治任务及道德——问题是，它根本不需要承负什么，承负成为它堕落

为工具的“非正义”。它放逐了它自身在政治构成中的伦理范畴和文化正义的哲

学思辨。随着国家装置构成元素的“电影法”的极权化管治，“中国独立电影”

迅速地崩析隐遁。“电影产业”、“青年电影”、“艺术电影”这些语用丰富的

组装词汇成为“革命涌流”的文化工业的替代词。解释装置中从来不缺“占领阵

地”、“曲线生存”、“借壳上市”这种道德正义感强烈的工业化景观的“独立

电影精神”的幽灵，以及借此刻意制作出来的道德与政治的符码产品，以及媒介

传播的“精神”资源。历史地检索一下——这个制高点是我自设的——“中国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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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电影”1990 年代发轫时期，实质是工业化景观的国家主义对抗及一套文化体

制的追认，它依然在工业化体制中。在“第六代”创造出国家主义神话并各居其

位之后，2013 年（宋庄影展的战斗性事件）以来上市的电影“独立精神”类型，

如公然借用独立精神和先锋文艺、良心制作等等诸如此类广告语的道德营销策划，

是商业体制的窃夺行为的展示。“中国独立电影”残剩体制的 后一道血色的生

命经验被它自身的伦理失范所弑杀了。 

与阿巴斯所在伊朗的宗教民族国家文化装置的严峻（文明传统、宗教神学与

政治的宗教化）形势下依旧涌流着“伊朗电影新浪潮”这一生产性比较起来，

“中国独立电影”的政治道德装置的生命力已然衰竭。我们已经可以显见地观看

到这一政治道德装置的正义失范。“中国独立电影”中拥塞着大量革命未遂的

“底层”材料与“底层”人物，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所掩埋掉的那些平民材

料一样，它们死无安葬之所。革命首先要对这些专业的导演们下手。 

另一个旧命题是，一些电影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那种“后殖民”式的生产到

底该如何表征我们本身紧张得找不到刻度的“政治正确”。或者说，人种志与文

化地形在我们的电影生态中依然表征出显性的非正义，也把西方中心主义莫须有

地请入到批判中，它既欲求召唤出地形制作，又制作出这一文化地形的非正义。

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过时的说辞，它是我们电影正义失范的痼疾之一。 

我们陷入了政治泥潭，问题之一是：不能清醒地辨识出神话生产的位置：电

影是要制作出精英文化的“导演”中心制，还是要制作出人民性的“业务爱好者”

来？问题之二是：人们如何区分电影的政治范畴，绝大部分人关于电影的定义依

然停留在胶片意识形态的影院中，而流动起来的数码流、那些流体力学式的 10

秒微视频、共时—交互式的直播，这些“人民性”的影像，如何定位它？ 

如果我们从观看上重置（reset）电影的政治空间——“避无可避之处，这

就是可见事物的状态”，于贝尔曼这话延用于我们的媒介面前，电影是计算的平

面，是无法规避的日常生活的主题，流量数据、“挤眼”（格尔兹）都是今天的电

影，都是在投射机制中真实地叙述着的技术器官的诗学与政治学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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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衍，工业化景观及其文化注脚所力图定位和维系的“中国独立电影”

可以宣告退出它们的战斗了。新的阵地早已设置，只要我们重置“中国独立电影”

的认知范式，我们就正义地还魂于我们的修辞学政体了。 

我们需要刻度。阿巴斯是一种刻度形式，但他的不可复制性，正是我们所溯

求的历史的定位——不可重复的生命—电影事件。《特写》所哲学地制造出的“业

余爱好者”情境，是我们可以拿现实来充抵小说的转喻，fiction and non-

fiction，可以转换到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情境的装置中来：我们如何政治地虚

构出我们的主体性，我们又如何诗意地纪实我们政治权力的虚构。 

阿巴斯之后亚洲电影的一个刻度——这里的亚洲只是地理范畴，而不是伊朗

性、波斯性、东方性这样的文化构型——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他召唤出了东南亚丛林中的鬼魂，让它们正义地“避无可避”地显形于电影这一

正义的哲学中。阿比查邦的电影哲学——持谨慎意见的批评者认为，他编织了精

确的策略，但这又何妨？——消弭着电影的逻各斯中心地形，重塑着电影的政治。

阿比查邦的刻度是需要我们回应且有提示性的，我们需要重构／重置中国独立电

影的基源性平面，如此才可还与这一组装词汇以内生机制和内在性。 

好吧，我们来重设阵地，制作战斗。 

 

毛晨雨，2017.4.2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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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纪念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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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存在和思想 

——再与阿巴斯散一次步 

 

陆兴华	

	

	

序 

	

	 	 	 	 《与阿巴斯散一次步》原是关于阿巴斯的一部纪录片的题目，用到这篇纪念

文章，意在定位我们中国观众与阿巴斯之间的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在两个世纪之

间，带着共同的电影之爱，我们与他散了一次步。今天纪念他的 好的方式，也

许就是请大家与他再散一次步：一切尽不在言中，却都在路上。路上。年青时给

拉康提包的法国作家索勒斯说，与拉康走五分钟路，发生的内容够拍一部故事片！

路上！	

从追随普鲁斯特、沃尔夫到法国电影新浪潮，再紧跟这种亚洲第三世界电影

新浪潮，中国的电影业余爱好者们共同完成了一次心理-集体跨个人化，离开自

己的栖息地，去跟阿巴斯散了一次步，像在他的电影中总是发生的那样，不是相

忘于江湖，而是相忘于路上。凭着对电影的一路执着的爱，我们相互比赛谁更爱，

集体地“化蝶”于我们所爱的那种电影道路之上！我们爱阿巴斯所爱，无怨无悔。	

中国的电影业余爱好者们需要将自己的那一份电影之爱嫁接到对电影精神

的真正坚持者身上，在国内找不到，于是就找到伊朗去了！我们对于普鲁斯特的

“文学机器”和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机器”的向往，一直无法落实在中国第五、

第六代导演身上，一次次被甩， 后却这样意外地能够化蝶在伊朗的阿巴斯身上，

不难解释，终究也很幸运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爱好者们就这样

与阿巴斯认真散了一次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本人学到了阿巴斯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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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半虚构的方法，可来考证陆游的这一句。这是写他在今天的绍兴安昌镇附

近的一个叫做“山西”的村子里的散步遭遇。刚巧，儿时好朋友的外婆家就在那

里，我常跟他去揩油。回想当时的经历，真的与阿巴斯进一个村庄时的感觉差不

多：越去那里，就越感到那里的人都在演电影，而我自己只能是局外人，是一个

包袱，当时真想把我自己甩掉，努力融入那里，但知道这绝对不可能！）！跟着阿

巴斯，我们 后总能柳暗花明，哪怕在地震之后（比如在《生生长流》中）！	

阿巴斯在亚洲做到了比普鲁斯特更“文学”，比戈达尔更“电影”！我们爱他，

只是因为他比我们更爱电影。奥地利有个布鲁克纳爱好者构成的协会，每当发现

世界哪个角落有一位音乐家把布鲁克纳演奏和指挥得特别好，他们就要赶去资助。

这是爱好者要找更深的爱好者来爱啊！真是直升机般的爱啊！我们对阿巴斯的这

份爱，情同此理啊！	

	

当你将一棵扎根的树从这地移植到那地儿，它不再结果。如果仍

结果，果就不会像在原地那么好。这是自然的法则。我想如果我

离开了我的国家，我也会与这树一样。 

	 	 	 	 	 	 	 	 	 	 	 	 	 	 	 	 	 	 	 ——阿巴斯，2005年 11月 29日《卫报》访谈	

	

对于阿巴斯而言，电影这个东西不是小资导演自己用来抒情和炫技的手段，

而是用它来“爱”的：爱土地，爱村庄，爱人民。伊朗的专制统治者也动辄要爱

人民，硬来，阿巴斯却另辟蹊径，爱出了另一番天地。电影是爱之梦：造着梦来

爱。阿巴斯硬是做好了这件事。是电影帮爱电影的阿巴斯做好了这一件广大无边

的事。	

我 早是七、八年前从艺术界了解到大家对于阿巴斯的尊敬的。当时就很

纳闷是他的什么道义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如此神视他。这，我现在想到，也

许首先是由于他对于电影本体论的批判之严格。拍时，他几乎是将自己堵在了

电影的门外，决不让自己轻易得手，硬要让自己几乎无东西可拍（而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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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境界！也与德波的反-电影态度不同，可能体现了伊斯兰对图像的节制。这

一点下文会发展）。但是，他又使每一部电影都到达“这里”，存在和思考到

此刻此地，然后让大家欢欣地离开。是的，他的电影的结尾，无论是多么悲伤

的灾难和失去，结果都是欢欣的！ 

所谓对电影的本体论批判，也就是导演在每一项新工作里都要更严格地对

待电影与生活或现实之间的操作关系：让电影插不进现实之中。这多是出于导

演坚决的自我否定。阿巴斯几乎严格地不让他自己的生活世界污染他的电影，

也首先把他自己当作了一个不合格的电影人，一个无法接近群众生活的人。而

群众早就是伟大演员了，导演带去的专业演员只是奉献给他们的道具（可以

说，阿巴斯早就做得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的还更好

了！）。阿巴斯通过电影对我们说，不要去看大结局，去看每一个影像本身

吧，让我们看影像如何排列、粘合和解开！我们不要留在电影中，必须用电影

去让我们存在得更好、思想得更好。 

他在电影中一次次将“表现主义”、表演原教旨态度的苗头扼杀在摇篮

里。这种严格的方法论过滤之下，就连伊朗的专制统治下的现实及其悠久的文

化传统，也都没机会走进电影中哪怕来炫耀一秒（不像张艺谋那样地去贱卖中

国的传统文化）。他拍下的那一无名的生活世界完全也可以属于我们中国人

的，是很好客的态度。阿巴斯似乎拍下了生活本身。他要使镜头里出现的东西

都“存在”，都处于某种正义之下，无论多么卑贱的人和物，都被扶正（普通

人在电影里有了被扳平的机会）。里面的正能量满满的，就如赛珍珠笔下的中

国农村！ 

在电影被发明近一百年后，阿巴斯仍坚持着早期实践者们信奉的一种伟大的

电影伦理：将电影这种新媒体返还给广大人民群众，使后者通过电影而更能认识

到自己和集体的力量。在此同时，导演尽量将自己的工作现场变成一个寻路、存

在和思考的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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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我自己的观影体验来进一步歌颂一下这位伟大导演的工作。	

	

电影机器使一切机器都运动了起来，纳入一个总的运动之中。	

——德勒兹，《电影 I：影像-运动》	

	

	

1.上路 

	

	 	 	 	 《与阿巴斯散了一次步》这部纪录片中，阿巴斯背对着镜头前的我们说：你

看，电影里，这地方是很美的，可是，不拍摄，单独跑来看，就没啥意思了，这

就是叙述，这就是 framing，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需要讲故事的力量的原因。阿巴

斯在这里道出了他自己的 重要的电影哲学：导演是带路党，是引导故事，使镜

头中的一切都带上反光的那个人。如果这是在《追忆逝水年华》里，那他就是那

个叙述者，而那个署名的作者导演，其实只是村里的群众演员之一，电影中的人

物则是他们演的那些，也许是他们自己，也许不是。电影早就在生活之中，导演

是努力张罗好那个故事的外围热心人，不可见，别有用心，自己想成名， 后却

在群众入戏后灰溜溜地不知去向。这场地里 后其实没有他或她什么位置。	

阿巴斯接着说，一条路，是在两个点之间， 后，两个点之间可能倒没任何

关系了，甚至是哪两个点，我们也搞不清了，但这没关系，“反正我的电影的重

点，是在路的中间，一切都在中间某两个突然冒出的点之间发生。我的电影就发

生在一条路的中间的某一点上”。他这是抱了一种很《追忆逝水年华》的哲学。

类似的例子是侯麦的《夏天的故事》，全在路上，人物走哪里也不重要，对话中

发生着一切：电影在行走者的对话之中发生。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说，

从《伟大的盖茨比》到克鲁亚克的《在路上》，都是这种伟大的让一切都发生在

路上的游牧精神，都属于美国精神或电影精神：先上了路再说。几乎是先私奔再

开始恋爱，先迫不及待，然后突然又从容了。从容了，就是上了平滑面，像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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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往前冲了。电影作为运动机器带我们上了路。机器中的机器，在阿巴斯的电

影中，是汽车上的摄像机。我们不是来看电影的，而是跟着阿巴上路。	

上路，是要干吗?摆脱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阿巴斯，这可能意味着：上路后，

才能演。上路，甚至长征，农村包围城市，游牧时，电影才能成为战争机器，使

观众能用活电影中的每一样道具和演员。契诃夫的《樱桃园》结尾，女主人公突

然不再伤感，激动起来：他妈的，樱桃园被拆迁，这不反而更好嘛，我终于可以

开始实现儿时梦想，参加巡回剧团，到全国各地演出，这下可以永远都在路上了！

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上路了，是找到了平滑面，刚才还是散乱的一切，这时就形

成一个平滑面。阿巴斯的电影拍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平滑面的形成过程。到

后，观众与电影中的人物那样扬长而去。	

只不过，永远在路上，这态度是极其反资本主义的，你千万得当心它反扑！

想上路，买一张票，分分钟就能实现。但是，你知道的，每一次从卡里取出的现

金，都在暗示你，你走不远的，你自己知道的！我们再也不可能像原始部落里的

猎人那样地进森林了！一刷卡，就像短跑时又吸了一口氧一样，脚步就又慢下来，

就要下路了。只有乔叟笔下的中世纪的骑士和朝圣者，和现代战争中的特种兵，

才能“上路”！我们当代人似乎只能被圈养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养猪场内，时而找

一下“上路”的幻觉而已。我们早就认了！	 	

那么，阿巴斯的“路上”电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摆出要拍电影的样子，然

后在里面不断找路，认真地存在，勇敢地思考，每一步阿巴斯电影都是这样一种

奢侈，虽然会有一半以上的观众并不领情！他们仍然要好莱坞的故事棒来驱赶他

们往前走！阿巴斯对这部观众是绝缘的。	

反过来说，阿巴斯想必也知道，电影也并不提供另外一条路，而总是先已强

行闯入群众的生活之中，有点像拆迁时将推土机开进村里。他说，“卡嚓声不属

于自然，所有都完美了，除了还有这卡嚓声”。是的，电影只是画面上那 后仍

揩擦不掉的一点点人工痕迹。我们城里小资一下乡，就泥牛入海。什么叫下乡?

什么叫做深入生活?对于阿巴斯，这是要带着电影机去在现实这部电影里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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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习如何老练地生活，是要在电影里拍电影。电影早就在群众的生活中实现了，

导演是带着电影机去体验群众的这种电影生活，研究他们为什么能办到而自己不

能够。能拍的，只是导演自己的这种体验过程。	

那么，这时，谁是业余爱好者?是导演作为电影的业余爱好者带着拍摄设备

去向专业演员的群众学习了?在中国这么说，听着就会有点矫情，但阿巴斯生生

地做好、做绝了它，真让我们汗颜。所以，这又是给我们的装逼般下乡深入群众

生活的文艺观狠狠地上了一课！阿巴斯拔高了下乡的难度系数哦！	

 

社会才是真正的故事片。…电影至于讲故事的艺术，就像

真理之于谎言。…真理必须用虚构来讲出。电影必须用道

具、场景和演员，来讲出真实的历史，无论是以纪录片方

式还是故事片方式。这就是“电影寓言”。…不应相信电

影本身的批判力。现实里早已放着电影。我们平时触悟到

的现实，其实早就是一种坏电影：现实也只不过是用影像

来拼合的梦太奇！	

——朗西埃，《电影寓言》	

	

	

2.电影在有和无之间 

	

《十段生活的律动》这个片子好像是一个服务窗口，是电影留给普通人来表

演的机会。这时的电影成了什么?拍电影对于阿巴斯于是就成了如何帮助业余爱

好者更好地成为业余爱好者，通过让他们在电影里出场，做一些基本的操练，到

文艺片导演的作品里来客串一下这样一件事了。这不仅是一个如何更好地表现业

余爱好者的真真正正的艺术生活的问题，更是一个艺术家在实现了自己的小资电

影梦后如何夹着尾巴在业余爱好者中间消失的问题。阿巴斯的电影总想表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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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业余爱好者的导演正在向作为真正的专业演员的群众学习，电影拍摄过程是职

业的业余爱好者去帮助作为职业演员的业余爱好者去成为更好的业余爱好者。听

上去很绕，但在阿巴斯的电影里，这关系就有这么绕， 绕的是在下文将要讨论

到的《特写》之中。	 	

第二段里拍的是，一个正派女人开着车，车内阴影里有另一个听上去很坏的

女人在放浪地说着自己的 sex经历，很释放，虽然我听不懂波斯语，但语调绝对

是让我不得不听懂了。这部电影里，导演“让”群众演得无遮拦甚至失控这一点，

特别会让观众吃惊。	

 

                      影像是“在宇宙的广大中变移的繁殖之途。 

——德勒兹，《电影 I：影像-运动》	

	

在《伍》（2003年）中，电影摄像机在人群和自然中很难堪。只有五分之一

的地面，或五分之一的水，所以，当水占五分之四时，地面就只占五分之一了。

观众就要问：而镜头里，像走钢丝的艺术家那样地匆匆而过的人的位置在哪里?

这部电影里的人的位置太逼窄了！人在里面好莫名其妙！里面只有电影了！电影

才是主角了。	

	

我无法忍受叙事电影。我受不了剧场，故事讲得越来劲，我就

越受不了，预想一部新电影的唯一理由，是增强观众在其中的角色。 

——与南西对话，《电影的证据》 

	

在《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年）中，导演要求群众演自己。在村庄里，他

这是要用电影去粘合大家的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里本来就有电影了，那么，

导演插进去做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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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就是在电影中讨论如何在村里拍电影。电影被交给了普通群众。它成

了大家的事儿。这是要拍出“电影的精神”?阿巴斯想必是想用电影带我们去面

对生活的平静。这平静特别雄辩，看得观众都会吃不消的。电影中，村里的人们

很从容，导演进一步带给他们从容，促成他们的从容。这让我们观众反而很难办，

都感到自己在这些村里人面前行止很像鲁智深了。这拍的是《电影的谦逊》、《电

影在生活中的位置》或《电影不急》吗?电影真的下乡了！这是要让电影发生于

生活中，让电影进入人民的生活。这是要用电影使民工的生活成为史诗，给后者

机会，耐心等他们。	

要招演员了，但姑娘一打扮，就想打扮成明星模样，不愿意听从导演的吩咐

扮成农村姑娘，挨批评了。其实，民工诗人也是想要成为城里酒吧里的诗人的那

种派头，又怎样了?一演就想演得像好莱坞的大明星那样，这有什么错?	

	

电影使我们成为另外的我们。它要给每一个人自己去虚构、

自己去讲自己的故事这一尊严。 

——朗西埃，《疲倦者活该…》 

	

而且，群众自己需要电影，已天天在做电影，从旧石器时代做到今天，没中

断过。这种电影与导演要给他们拍的电影根本无关，今天，他们自己就在忙着这

事儿了。今天，人人会了，也不花什么钱了，我们反而不上心了。社交媒体更能

帮我们组织电影了，所以，工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真的就要没人看了。	

结尾部分与今天的青年生活也很相关，是一种全球普遍的日常关怀：没有房

子如何娶到媳妇?导演似乎在说：用电影嘛，小傻瓜！男主人公追着姑娘，要她

答应结婚：我没房子，但想与你结婚，其他人也是先结婚再盖房子，结婚时谁有

房子的啊。这个意思总之是反复说了五分钟以上。在电影里，他的这种执着 终

见了成效。	

啊！有房子，没房子，在这种有和无之间，不也正是电影的位置！没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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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能在电影里看房子，是电影让他敢爱、并娶到了媳妇。所以，为了纪念阿

巴斯，我们眼前的这篇阿巴斯纪念文章应该取名《电影：有和是之间》吗？电影

是在有和是之间才发生的。打着饱嗝的文学青年们，怎会懂电影？不懂，所以需

要拍电影，拍了就懂了；因为你不是新郎，所以需要演它，演了就慢慢是新郎啦。

中间必须有电影！	

电影让人人处于“有”和“是”之间。我们城里人不是 80%的日常生活时间里都

是处于电影中的吗?我们不演的时候，就看韩剧，以便亲自演！连续剧是拍了戏

叫家庭观众跳进来演。	

男主角通过电影这一魔法向女主角求爱：如果我是（演）你，你是会答应我

的，而如果你是（演）我，你肯定会答应我的。这个方程在电影的倒数五分钟里

雄辩得像一个惊雷了！	

说这话时，男主角以为自己是刚从电影里出来了，其实他不知道，他还在另

一部里面呢，我们都在看他继续演，只是他自己没发觉而已。他说，我只想要娶

你，你好铁石心肠！哟，太方便了，这句也是从刚才的拍摄现场用的电影台词里

摘出来的呢。活学活用，台词用到了现实之中，用得比在脚本里还到位！电影被

实现了二次以上，这是阿巴斯电影里经常发生的。	

嗯，男主角就连绝望也仍然是从电影里学，也是甜蜜的生活（费里尼的这个

电影名是挖苦我们人人在过的类-准-好莱坞式生活；就连我的骑自行车动作，也

是早被好莱坞污染过的！）的一部分。费里尼的电影里，街上人物没有一个人不

在学好莱坞，青少年学那些时髦女郎也就是时髦的电影动物的走路样子，但他们

竟然不知道自己也只是在电影里模仿电影的电影动物而已！这下就便宜了费里尼，

端起摄像机，拍什么都是电影里的电影了！阿巴斯是明摆着他的导演过程给我们

看的，当辅助，帮助我们观众去组织自己的电影：电影实现了两次。	

这部电影的表达结构其实是：老演员看业余爱好者如何演，一会儿就被迷住

了，发现群众演员比他演得好多了，于是他不去解放观众了，而感到自己很解放

了。电影表现的是这种期许之耐心，所以，太多的长镜头也不显得做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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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巴斯而言，电影恐怕只是：导演对于业余爱好者们的耐心的期许。他

自己的小资电影梦只是偷偷摸摸、磕磕绊绊地终于在电影结尾时好歹被实现了，

他自己则像过街老鼠那样地离开现场。阿巴斯作为电影导演的成就是：成全业余

爱好者，让他们成了自己的主角，导演转头对观众说，怎么样，我基本没什么大

过错吧，我应该现在就滚出你们的视线吗?所以，如果要写一本阿巴斯的评传，

我们可取名《电影的谦逊》。意思是：这里有个导演，知道他自己制造的是像牙

膏那样的东西。他知道群众不能没有它的，但那也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辅料，

导演再是想要帮忙，也只能干着急。把牙膏拍得再是好，也帮不了他们找对象的

啊，做导演的必须表现出干着急之美德，像等母鸡下蛋，就是等待群众的生活里

冒出一点烟，给拍下来。阿巴斯要守的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位置吗?	

 

在电影中拍电影，这是戈达尔的基本的导演方

法论。 

——朗西埃，《电影寓言》	

	

	

3.业余爱好者对电影的爱 

	

《特写》写的是电影人对电影的爱，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爱。其中的对白太

诡异，作为主演的导演一开口，就刹不住车。他爱，所以他一说，现实都得为他

让道。他一说，就说得先使自己走投无路，后又柳暗花明。先在电影里迷路，又

在电影中又找到了路。这大概就是故事。 

    “没有钱的导演，是不存在的”，主人公说。你们认为我不是导演，在骗

钱，要审判我，都是因为我没钱！我装作电影导演，装作对艺术有兴趣，认为

自己是艺术家，别人却认为我这是在欺诈！他们说，导演怎么可能没钱的呢！

但这个导演就因为没钱，想拍，被捕，审判，于是就有了电影，才能成为好电

影：观众此时在看的这一部就是。这是出自电影之爱的逻辑，到电影外，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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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的。没钱，才能拍得出好电影，因为，我们业余爱好者过好了生活，后者

就会成为电影，而这的确是与钱没关系的。而且，正是因为没钱，才需要演。

演，是为了补救这种没钱的情况。 

电影爱好者本来是想要去活出一部电影来的。是钱使电影成为工业开发，

和风险投资，变得不好了。其实，只有电影院里的电影才是坏电影。为电影院

拍的电影，也只能是坏电影。所以，这部《特写》简直是戈达尔的《蔑视》的

升级版。 

 没钱，就只好扯故事，直到导演身陷囵圄，有了打动人的故事，自己成了

故事的主人公！或者说，有了钱，导演的命运却又不够介入，电影的故事就无

聊，就不会有这部叫做《特写》的电影了。阿巴斯绝望地想要从我们眼前的这

种看似档案和纪录片的玩意里弄出一点叙述来。他像要为我们捕捉空气一样，

想要录下真正的历史里抽出一部分给我们看。可是，他的编造反而一点不漏地

全暴露在了我们面前。导演这是想干吗？ 

阿巴斯这部电影是将他对工业电影的审判搞成了深情地拍这部作为批判的

电影的过程。他自己就一直在法庭审判的现场，在拍！中间甚至当起法官，还

要法官配合电影。真是的，你能想象一边离婚一边还深情回顾的一对儿，从初

恋一直讲到水火不容的过程，完全没有像在控诉的样子吗？这温情到了结尾处

融化了现实的全部苦难，使主人公身边的一切都亮了起来。 

  

拍电影，是要绕开文化，不通过文化的范畴，来将

里面和外面打通，讲出故事。 

——朗西埃，《电影的分叉》 

 

必须重新创造电影史，从零开始。 

——朗西埃，《疲倦者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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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勒深情地探讨了这部描写业余导演对电影的爱的电影。他的兴趣落

在电影对观众的关注的反复考验这一点上！这个导演一会儿给你档案，一会儿

就八卦，一会儿来法律，还在法庭上架起了拍摄机器，还对被告说，判你也就

是拍你；我们有两架机器在拍，如果你不服判决，一定记得跟靠近你的那架去

申诉哇！观众就这样当了陪审团，被拖进了法庭！观众又像法官，收到的材料

都是两面都有理的，怎么定夺？他们被迫积极地去发明一种看这一堆东西的方

法，像老练的律师从一堆凌乱的文件里找出一个连贯的说法，去为当事人陈情

一样。有的观众就会抱怨说，我是来吃饭的，你给我看鱼是怎么杀的，厨师的

手指头还伸到我等会儿要吃的菜里，香烟灰还一个劲往锅里掉，你是想要我等

会儿吃完不付钱吗？在这部电影里，阿巴斯是在捣乱观众的看的习惯：好导演

就是那样地落难的，而你们还等着好看的，像不像话！ 

斯蒂格勒强调的是，这种来自导演的捣乱后的混成，对观众的看，其实是

一种修复和保养。这又像将观众当动物园笼子里的老虎放生，使他们重新生猛

一样。 

    阿巴斯比德波和戈达尔走了更远一步：没东西可拍了，那就除掉导演和观

众，让业余爱好者来做大。 

    主人公萨巴赞（Sabzian）像我们大家爱做的那样，自称将要去拍电影。他

要拍的，不是小资电影，也不是小四的那种迷迷小的时代，而是一种又甜又苦

的电影。但电影给我欢乐，也使我受苦；这话曾由德帕蒂约（Depardieu）在

《 后一班地铁》里著名地说出！它是药罐！爱它，所以我苦，我苦，没办

法，只能更爱它，才能解脱这种苦！ 

    那么，说到底，我们电影爱好者其实都是像萨巴赞那样的骗子，号称要做

什么，结果总没有结果，或发现其实不用去拍了，现实比我原来准备的脚本还

生猛，总是计划跟不上时代， 后就不用真的出手了。阿巴斯仿佛在对我们

说：反正你们的生活是够狗血的，还不如将它做成电影或艺术算啦。我窝居？

是的，不过，这同时也将是我的电影里的重要布景。我们是靠这样将自己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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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故事的，否则我们就是在继续坐牢。电影是这样地来救我们的。我们爱

电影，回报也在这里。它帮我们讲述得让我们能离开当前的苦难中的位置。 

    电影一开头，我们就遭遇这句很让我们难办的台词：不要真正地撒谎，

或，要撒谎就应真正地去撒谎。观众会觉得这好难办！真正地说谎，不就是真

说谎么？但是阿巴斯的意思，听上去是，电影在帮我们说谎。我们说得不大

像，电影圆了我们的谎！我们本来是会说谎说得很掉价的，幸亏电影来帮我

们，说呀说，我们的谎言也像那么一回事了，不那么业余了？也真了? 

	

因为过不了正当的⽣活，所以只好退⽽求其次：去拍电影！ 

——戈达尔解释他为什么去拍《中国姑娘》	

 

    中间，很奇怪地，萨巴赞转向观众说，他是因为电影和艺术，才落到这个

地步的，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我等会儿将在审判时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惊天的

揭露，大凡艺术家都是这样的！他们都爱说自己正在为自己的艺术受苦！而业

余爱好者如萨巴赞则说得很简单，就直接将自己认同为其中的一个人物了，说

我正像电影中的谁谁那样地在受苦。是的，业余爱好者正是那些愿意将自己当

作戏中人的人。而艺术家是老油条，是那个以为能看着自己去做爱的幻想狂，

是不承认自己在戏中的人。业余爱好者不愿意从洞穴走出，而要偷看银幕背

后，将那里的一切也都再弄弄好才肯走开的人。而专业导演和哲学家是那些自

以为能走出洞穴的人。这是来自阿巴斯的对我们熟悉的那种像会计般算计得仔

细的流行电影伦理的严肃批判。没有一种艺术有像电影那么多的业余爱好者

的！电影是业余爱好者们的艺术！导演是是替业余爱好者们跑腿的人。 

    恐怖的还在后面，作为主演的导演竟想要来证明：现实只有通过电影虚构

这样的编造，才能真！没有虚构，就没有现实，他说。这个，边沁在《小说理

论》已说过：正是小说才使现实完整；小说是在给现实立法。法庭上，控方和

辩方律师，在边沁看来，都在提供虚构，使得陪审团能将双方的证据“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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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虚构是像烤肉串那样的东西，而现实，只是还浸在烧烤汁里的肉排！阿巴

斯也许就把自己看成是在现场给现实提供虚构，使现实成为现实的人。萨巴赞

是阿巴斯自己，正在电影中被投入实验。 

    你不要以为只有主人公才擅长虚构，电影到后来是乱套了，里面的人物自

己都开始虚构起来，像我们的初四迎财神似的，时间一到，大家都出来放鞭炮

了，各各带着自以为是的那种神话！阿巴斯好像在说，我的电影里的每一个

人，都对自己的现实不满。不满，不是不同政见，而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欲望

像闹钟的发条一样，没走完，需要等大家都把欲望的发条走到底，现实才真相

大白。 

米饭夹生，是大多数米粒都有点生，要是说，每一粒米都来提意见了，说

你怎么知道我已熟呢？我对自己熟不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谁要你来给我拔

电源了？这就是阿巴斯电影里的情况，也是拉伯雷小说里的情况，那些匪丁

甲，原来也有宏图要施展的啊，导演每每都想得不够周到！给他们的留白不够

多！ 

    这部电影也给了我们这样的震撼：专业导演的电影有点捉襟见肘，其中的

人物会来救他或她了。人人手里都有一部电影，都是他们的生活这一部伟大电

影的作者。故事得靠业余爱好者来真正完成。电影导演是来起个头而已，他们

搞砸了，还有业余爱好者们挺身而出，来撑住场面。 

这部电影强调的是，业余爱好者的那种一爱到底的情怀，反过来也是我们每

一个人自己的感性灾难的避风港。我们业余地爱得深，在新技术带来的象征—审

美灾难中，才越安全。 

在 2012 年 9 月 12 日的伦敦大学演讲中，斯蒂格勒又高度评价了这部阿巴斯

的《特写》，认为它是医治我们今天自身的审美苦难的很好的一个方子。他说，

主人公自说自话地就开始了拍电影，擅自拍了（se faisait du cinéma）。法庭

上，他说他这不是诈骗，而是对艺术的热情。影片的导演也参与到法庭工作中，

帮助法官审嫌犯，所以我们才看到了法庭内的对话。主人公在法庭上说，我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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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只是在扮演，导演也只是在扮导演而已，正如我们都只是在演自己，扮导演，

是扮自己还有余地，更多地出手。他说我们必须自己成为自己的导演。他一点都

没意识到自己在谎称自己正在导演眼前的这一切（因为他同时也在很深刻地活过

它一遍）。他说，没有钱的导演是不存在的，意思是，会导演了，钱也不是事，

没钱是可以通过演，而过关的（我们平常是通过支付而不用演了，没钱，那么就

得演，才能混过关！）。你说我不是导演，凭什么呢?一旦有了敌意，你自然就在

我身上看不见那个艺术家了，只看到了一个骗子。 

 

我们从来不能接近真相，除了通过说谎。 

                       ——阿巴斯 

 

4.道路、存在和思想 

 

阿巴斯一路上不断重新定义着电影。他同时也使电影从一个群组的集体活

动，变成导演个人的生存论思考：找路、上路、存在然后邀请观众进入场地来

一起思考。他的电影是给电影观众准备好的全套道具。 

哲学家让-吕克·南西在评论阿巴斯的电影时强调了：导演要在银幕上构

成一个其个人存在和思考的现场，来将观众拖入。他在评论到电影《生生长

流》时指出，阿巴斯的电影既不是故事片，也不大像纪录片，不是再现，也不

是报道，而是提供了证据。所以 

有的镜头看上去都是在报道，但⼀切都在指向证据：这是对于纪录片的

虚构，是关于⼀部纪录片的故事片（比如这部《⽣⽣长流》是⼤地震后

⼏个月才拍的，是在纪录灾后现实）。不如说，它是关于虚构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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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对于非真实的想象，但从技术的特定和精确的意义上说，是对于

构成影像的艺术的想象。1 

南西看到阿巴斯是在电影中用电影编电影，这比戈达尔走得更远了一步（朗西

埃定义戈达尔的方法是“政治地拍电影”，也就是将拍电影过程的里里外外涉

及的政治冲突全都搬到银幕上）。 

阿巴斯将他自己如何将各种影像搅拌成为电影、个人存在和思想的过程放

到了银幕上，我们观众仿佛在坐等上菜时，一边同时看着大厨如何将这些菜做

出来。在他的电影里，影像如何构成倒是一个次要的事，重要的是要让观众跟

着导演，将各种影像句子做成对他们自己的存在和思想有用的证据。所以，在

阿巴斯的电影中，观众 先看到的不是影像本身，而是导演像在厨房里打荷尖

那样，将各种资料汇集到了观众面前。因此，在阿巴斯的电影中， 

导演是前置于影像的。⽽影像并不是先给定的，⽽是必须被发明、剪辑

和编辑。因此，影像在阿巴斯这里是证据。就仿佛说，我刚好看了⼀眼

我每天⼗次⾛过的这条街道，这⼀眼就成了我某⼀瞬里建构出了关于我

的那条街道的⼀种新的证据。2 

    因此，南西指出，阿巴斯实践的是戈达尔的关于“理想剧本”的想象：用

影像在影像上来写电影剧本。如果把阿巴斯的电影当作他的影像式剧本写作过

程，就不会像著名评论家布拉德修（Peter Bradshaw）那样地对他的电影《原

样复制》生气了：引人入胜的怪物，典型的阿巴斯合成，但并不能成为样板。 

由南西看，阿巴斯像电视大厨那样在观众面前处理影像材料，当着观众的

面来写剧本，准备素材，想要讲出关于他自己作为导演在这一部电影中的道

																																								 																				 	
1	 Jean-Luc	Nancy,	The	Evidence	of	Film,	Eves	Gevaert	Publisher,	2001,	p.	78.	
2	 同上，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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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存在和思想的故事,同时让观众将他拍下的东西当作语气来展开思考。南西

说，他在阿巴斯的电影中看到了导演在演示个人的存在如何 

抵抗着生与死的冷漠，去活到机械的“生活”之外。存在总已是对于它

自己的追悼，也是关于它自己的欢乐。它成为身形、影像。它在影像中

不会被异化，而是被呈现在那儿：影像于是成为存在的证据，是对于存

在之伸张的客观化。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这部《⽣⽣长流》中的思想，

却是一种很困难的思想。也许是最困难的思想。它是一种慢思，总是已

开始，脚下磨出一条道路，使道路本身成为思想。磨砺影像，使之成为

思想，因而成为这一思想的证据，而不是要再现这种思想。3 

让导演自己的存在在拍摄过程中被思想，然后使其个人存在成为影像，作为证

据和道具，帮助观众去思考。阿巴斯在电影中通过寻找道路，落实和敲定他自

己的存在证据，在这些作为其个人存在的支点的证据之间来展开思考，向观众

示范。电影帮导演在当前的影像星丛中走向存在，进入思想。导演又带领观众

走向思考。一整部电影往往都是这样一种导演用来思考的影像证据和道具的采

集和汇聚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阿巴斯的电影中会没有故事。因为，那个

过程，才是故事！ 

 

5.敬的看 

	 	 	 	 	

	 	 	 	 《风带着我们走》讲了：生活中充满可能性，哪怕死在生活中一直是不可回

避的事实。问题只是：如何找到路?有了路，才有社会，才有第三世界。之字形

的路，无法直走，阿巴斯说，走弯路是为了保护自己，获得安全感。对于生命、

电影、社会和世界都是如此的吧！他很释然于自己在第三世界、在专制社会内的

																																								 																				 	
3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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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这一份淡定，也是中国的电影爱好者们羡慕不已的！	

我们中国的电影业余爱好者与阿巴斯深有同感的是：电影是第一世界的工业

模式带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却生活在第三世界。我们的路只能是“之”字形的，

我们不得不这样走，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保证我们仍有机会。阿巴斯是我

们驾校老师，教我们如何走这个“之”字形的路。	

永远在路上，因为，电影是我们探路、行走而存在因而思考的方式，本身并

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导演是在给观众探路，在新地方获得第一个印象，就应尽力

为观众记着路，不要丢了线束，否则大家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阿巴斯说，这就

是导演的工作：找地盘，来让电影尽量可信，一定要牢牢记住与一个地方第一次

照面时的情形，记住当时是什么使我们深入，总知道是为什么进到现在的这一步

的，仍能够退得出来。	

去了解社会现实时，我们手上能用的，只有不多的几种田野工作的方法论来

源，比如社会学和人类学。下乡，或研究城里的民工，我们能够保证客观的做法，

只能是：努力意识到自己只是在社会中观察社会，将当代人的生活当原始部落场

景来描述。我们的方针 终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我们的客观化压扁了被观察的

对象，将村庄里的人人类学化了。而阿巴斯把电影当作理解村庄的手段这一态度，

是对我们的社会研究的一种可贵增补。村庄在镜头里变得比在电影开头更难理解，

被拍的人物在导演的镜头下越来越像史诗词人物，如荷马再生，职业演员在村民

面前变成了弄臣。这是要给我们的田野工作增加难度系数。	

	 	 	 	 	 可以说，阿巴斯的电影走的是与社会研究相反的路：导演在村民的生活面

前的受挫的同时，观众接了盘，上路，像主演那样存在了出来，开始用电影里的

“证据”来思考。阿巴斯的电影面前因此压根就没有给观众留位置！这也是他的

电影为什么会使那些一心想做好观众的人如此恼羞成怒的原因！	

南西提醒我们，表现于阿巴斯电影中的波斯轴和伊斯兰轴之间，是尖锐地

矛盾的（波斯轴是西方的半古希腊轴），是其电影的张力所在：后者要克制图

像和人形的使用，要给镜头留出尽量多的空白。可以说，阿巴斯电影中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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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在营造那种神圣的不在场，那种空荡荡和神秘。4这种表达，对于伊斯兰

电影工作者而言，是一种尊敬，对于一半观众，味太淡，而对于另一半观众则

又成了浓汤。罗森波姆（Jonathan Rosenbaum）进而指出，阿巴斯的电影分裂

观众，不照好莱坞逻辑，机位也是超出观众的想象。 

阿巴斯的电影制作是做了很多很多，以便 终显得什么都没做，这是为了

使“敬的看”成为可能。什么是“敬的看”?《特写》中，我们见到：电影制作

者在看观众，观众在看电影中的这个冒导演之名的人，其他人也都朝这个人看

去，以为是电影制作人的那个人看法官，法官看法官！在其它电影中，我们也

不难发现，人物之间相互尊敬，村民与迷路者、信仰者与不信者、职业人士与

业余选手，情境中的人与导演派去的人之间的看和互看，都达到了那种

“敬”。敬的看，就是一种不带暴力的看，是给足了每一个机会的看。这全是

阿巴斯自己对于看的伦理态度，还是伊斯兰图像文化所要求? 

在阿巴斯电影中，波斯和伊斯兰交杂的传统世界与当代世界平行地存在。

传统世界里，意义还都在，而在这个发生了地震，有了足球世界杯和电影的当

代世界里，意义则必须被一次次重新创造。电影现场就是这样的重新创造的过

程。电影是人的吸引机，吸引人来看，然后一起重新创造出意义。5阿巴斯电影

给我们腾出一个空处，让我们看进去，让我们在现场，像在地震后的伊朗那

样，一切都清新了。 

 

6.证据，闪电 

南西认为，在阿巴斯的电影中，我们看其中的影像，是为了要看到里面有

闪电。6当我们像看闪电那样地看见某物时，后者就成为我们的证据。证据是强

																																								 																				 	
4	 P.	34.	
5	 P.	42.	
6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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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给我们的存在的那些有反光的东西。存在在导演带我们进入的思想之后被加

强。阿巴斯拉远了给我们看，也很窄地加框，给我们细看。 

另外，在阿巴斯电影里，是电影在拖着我们走。我们被放在汽车里的电影

拍摄机器拖着走。只有电影拍摄机器本身是不动的。电影本身则是连续的，其

中的其它影像却是不连续的，这之间的辩证，就是电影的张力。阿巴斯老是将

摄影机放在汽车上来拍。我们观众是在通过他的车上运动的镜头看外面。摄影

机是一个可以从中往外看的盒子，可停下，其它的东西都是停不下来的。他的

电影是在“拍各种看”，要“将观众的看变成凝视”。电影在内部打开内部，

银幕上的影像就已是观念。世界在运动中，没有东西呆在原地，除了摄像机。

人，都在途中！ 

“只有在偶遇、忧虑和关怀中，一切才在场”。阿巴斯的电影是在削尖

我们的期待，引导我们去“盯看实在界”（照着实在界的语法去看

它）。7 

    地震要来吞噬一切。 

地震时，实在界终于原形出场。8影像帮我们进入实在界。导演在电影里不

是面对他的作品，而是不停地在电影的里外穿棱。 

在阿巴斯的电影中，我们看到自己在看远远地看，近的我们不敢看，远的

我们看不定。我们像是在寻找一种正义地、正当地看这个世界的角度，电影摄

影机是要帮我们做到这个。 

																																								 																				 	
7	 P.	34.	
8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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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教育机构里的工作，曾想要让每一层次的教育

都帮助学生看到世界：真正地去看世界。教育是引出，是引导人去看；他带观

众去看电影栖居的世界。他对电影中的电影没兴趣。 

    是生活发明了它自己的电影，让我们更能够直面生活本身。 

    电话、物质、权力、钱，俗、铁饼比赛、露淫，视淫，让运动来揭露这一

切吧。从这电影到那电影，世界才被连接起来。电影因此可吸进来一切，并对

经验和世界加以重组。电影在场于每一个人的经验中。阿巴斯的电影中，“凝

视如花苞打开”。9 

而电影的任务，是要将一切都放进当前来给我们看。在电影中，我们才不

会让关注旁落！电影使一切都走进当前。它使世界的某个明显的形式在镜头里

明显可见。我们的凝视时时需要被这样地动员，才能将现实当成我们的存在和

思想的道路具。电影就是一架动员机器。《特写》的开头，军车一掉头停下，

观众以为刚发生了政变！电影是用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开始去存在和思想的。

阿巴斯在动员我们去“看”。为了激活我们的看，他要“照着真正的看的方式

去拍电影”。10他的每一个镜头都在盯一张脸、一种风景，或上面留下了飞机尾

气的蓝天（如在《樱桃的滋味》）。他希望我们跟着他，开始这样地去存在和

思想。 

使电影中出现的东西成为证据，让人和物在正义的位置出现，电影帮助我

们与世界保持了正义的关系，正义就是将真实考虑在内说出直接的赤裸的真实

（dire le réel nu）。在《生生长流》中，男孩对那个失去女儿的妈妈说：上

帝不会杀死你女儿的。妈妈问：谁杀的?男孩回答：是地震！11艺术就是要这样

																																								 																				 	
9	 	 P.	22.	
10	 P.	18.	
11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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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直接的现实，使证据明显，使可见就在我们眼前（il y a）。阿巴斯的电

影使证据和正义同时出现于观众面前。12 

 在生活中拍电影，重新找到证据，为我们的活着提供正义。这是一种很高

尚的电影伦理。油菜花开了，村里的小姨和小姑去拍照了，拍了给谁看?拍下

的，是证据，是要使她们自己至少能够正义地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正义，就

是这样勇敢地去面对电影提供的其实也只是电影的生活本身? 

 

 

 

 

 

 

 

 

 

陆兴华 

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12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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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在有限的事物中洞穿永恒 

 

安尼 

 

 

1.阿巴斯，不止于电影 

 

    如果可能，对于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 好的解读，莫过于独自进入一个白

立方空间——美术馆/博物馆，让电影以一件艺术品的姿态逃离单一粗暴的放映

空间，借助美术馆而非电影院来还原电影中的艺术性、作者电影的纯粹性以及

电影作为综合艺术在语言和形式探索中的实验性、多样性。 

在这个艺术大展中，通过呈现艺术家不同时期的电影、短片，纪录片、广

告片，还有摄影、诗歌、戏剧，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内容间相映成趣，构建出视

觉和审美上的多重体验。展览空间的形态须是多样的，譬如隧道般幽深的长廊

（黑白摄影作品），多屏并置的大展厅（标志性的长镜头），以及封闭逼仄的

暗室（放映《十》）和阶梯状的放映厅（《希林公主》）， 五个大屏幕组成的

环形放映厅（《伍》）等等。贯穿展览的则是一面面明暗交替、错落有致的诗

歌墙，一首、两首、或是一组、多组，闪烁于地面、墙面、天花板甚至空中，

以极古典优雅的波斯和中国书法撰写。诗歌墙内，可嵌入一些阿巴斯电影中极

富奥义或预言性的镜头画面（比如老人、孩子、村庄、大树、房屋、道路等

等）。展陈的设计极简为好，但不乏出其不意的细节变化，舒缓沉静中，穿插

些明亮幽默的节奏。观众则尽可能做到将之前习得的诸多关于电影/艺术的偏见

/灼见搁置一旁，耐下性子沉浸其中。在安静地游走移动中，调动起内心深处

为细腻敏锐的感知力，观看、聆听、默读，闭目、瞌睡、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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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曾说过：“电影是一个立方体。当人们拍摄立方体的一个面时，必

须想到还有其它的面和其它可能存在的边界......现实中的事物是立体的，具

有六个面，尽管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们。”阿巴斯又何尝不是如此，电影成就

之外，他还是诗人、摄影师、编剧，甚至是一位出色的声音艺术家以及当代艺

术领域的影像大师。关于电影的、摄影的、诗歌的、书法的、声音的艺术在此

汇聚融合，只有踏上这样一段多媒介的综合艺术之旅，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

这位从古老璀璨的波斯文明中走来的诗人/导演/艺术家，并走进隐藏于图像之

后那丰富深沉的精神世界。 

    我们会感受到那绵延不绝的诗意，在影像中恣意流淌；转瞬即逝的画面却

又被文字捕捉凝固；还有那生生不息的力量、高尚纯净的灵魂在卑微平凡的人

物中悄然绽放。无论你是普通的电影爱好者、诗歌爱好者还是摄影爱好者、艺

术爱好者都将难以拒绝；而对于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独立电影/纪录片/实验影

像等等从业者，以及当下被资本挟持的中国电影和当代艺术而言，更会是一面

明镜，照得我们支离破碎，颜面尽失；同时，透过伊朗电影的崛起这一文化现

象，我们更是可以从中展开一系列关于全球化、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现代

性、民族性等等相关议题的文化讨论。伊朗，对于同为东方的中国，同样，也

不失为一面明镜。 

 

 

2.诗歌，潜在与实在的浮桥 

 

    越想/越不明白/为何真理那么苦 

    火车嘶鸣着/停住/蝴蝶在铁轨上酣睡” 

    白色马驹/浮出雾中/转瞬不见/回到雾里 

    秋日午后/无花果树叶/轻轻落下/停在/自己的影子上 

    春风不识字/却翻作业本/孩子趴在小手上/睡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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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的短诗虽都是这样些只言片语，却精准纯粹，意象万千。《随风而

行》诗集中共收入类似短句共计 221 首，这些语言简练到无以复加的诗作，在

哲学或冥思的基础上，对人生信仰和生活日常做出诗意的描绘刻画。阿巴斯的

诗歌拒绝延迟和牵绊，拒绝象征和隐喻，在情切中三言两语传达出精髓。波斯

有着强大的文学传统，自古便是诗歌的王国，八世纪 为著名的阿拉伯学者在

《说明与解释》中就曾生动总结说，波斯人手中有一本关于修辞的书；希腊人

有一本能使人区分正误、对错的逻辑书；印度人则有许多关于格言与手纹的著

作。波斯人说话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而非阿拉伯人那般感性冲动。

9—15 世纪，是波斯诗歌发展 为蓬勃的黄金时期，先后诞生了鲁达基、菲尔

多西、内扎米、海亚姆、牟拉维、萨迪、哈菲兹七位杰出诗人。他们的成就不

仅令东方的波斯诗歌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并在漫长的岁月中对西方古典诗歌

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这七位大诗人在各自绮丽恢宏的想象中分别将史诗、叙

事诗、抒情诗、颂赞诗、哲理诗、讽刺诗、故事诗等不同类型发展到了极致，

同时在自然恬淡中散发出醇厚浓郁的哲思气息。艺术语言上普遍追求质朴、准

确，文体则多运用诗歌与散文的结合，前者蕴藏哲理，后者叙述故事，如此，

求得哲学性与形象性的统一。主题上则自由而大胆，并不受宗教教义的束缚。 

在波斯，文学就是诗歌，诗歌包揽了历史传记，神话叙事，抒情言志，论

辩说理、道德规训等全部功能。德国大诗人歌德在其《一个西方人的东方诗

集》的卷首，由衷感叹：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里倘佯；谁要真正理

解诗人，应当去到诗人之邦。同样，要理解阿巴斯的电影甚至是整个伊朗电影

的崛起，更应当去到波斯诗歌以及宗教、哲学传统的丰富庞杂的源头，正所谓

为诗要穷源溯流，先辨诸家之派。伊朗文化和社会被历史烙下了独特的谜一般

的双重性烙印，这个印记在今天正通过伊朗电影而得以凸显，重重的面纱被轻

轻掀起一角，虽因诸多限制只能窥见其中的一二，却足以令世人惊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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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喜爱的中世纪大哲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海亚姆，是四行诗体

“柔巴依”以及哲理诗的集大成者。这是一种古典抒情诗，对于音韵和押韵极

为讲究，内容则往往富含哲理。诗集《柔巴依》中透过短小精炼的诗体，以极

生动的形象、朴素的语言、多变的韵律、真挚的情感传达出他对生活、社会、

宗教、哲学、命运、爱情的诸多见解.通过 为平常的事物现象，揭示出社会或

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柔巴依》充满了对宗教的叛逆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充满

了非难真主、揶揄正统的穆斯林、否定来世的存在，以及对美酒、爱情、人性

的颂场向宗教上的教条和禁欲主义发起挑战；有的则谴责批判社会制度的黑暗

不公，发出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也有着悲观消极，及时行乐的宿命观。海

亚姆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因此被统治阶级称为"吞噬教义的蛇

"。 

    不知什么是根由、哪里是源头/就像是流水，无奈地流进宇宙/不知哪里是

尽头、也不再勾留/我像是风儿，无奈地吹过沙丘。 

    你呀，你用污泥浊土把人塑造/你设伊甸园时也没把蛇忘掉/你虽用种种罪过

把人脸抹黑/你给人宽容，你从人得到宽恕。 

    在枝干粗壮的树下，一卷诗抄/一大杯葡萄酒，加一个面包/你也在我身

旁，在荒野中歌唱/啊，在荒野中，天堂已够美好！ 

    我们是可怜的一套象棋/昼与夜便是一张棋局/任它走东走西或擒或杀/走罢

后又一一收归匣里 

这本薄薄的《柔巴依》，在诗人离世 700 年后，经过一位英国知音菲茨杰

拉德的优美翻译成为世界文学遗产中瑰丽的珍宝。更令人惊叹的是，19、20 世

纪初，这本诗集的总销量据记载只有《圣经》可与之较量！在英法等国，这本

诗集甚至到了普通人可信手拈来、随意引用的地步。阿巴斯艺术创作中所体现

出的形象性与哲理性的高度统一，与海亚姆的柔巴依有着思想上的深厚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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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生长流》这部影片的创作主题，阿巴斯明确表示正是源自海亚姆：

“那是我去灾区观看地震灾难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

生与死的矛盾。就在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很好地抓住了海亚姆的哲学思想和

诗歌灵魂。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要想懂得生命，必须接近死亡，亲眼目睹

死亡。在地震后的现场，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去那里不是为了观看死

亡，而是为了发现生命的。”伊朗著名女诗人福路·法尔克赫扎德在诗歌《随

风而逝》中写到：“早晚有一天，风儿将把我们带走，就像一片枯叶”，也传

达出影片《随风而逝》所要表达的主题指向——关于生命终点的思考，诗中的

意境同样可看到海亚姆的影子。阿巴斯在这部影片中，通过宏观的寓言性叙事

机制，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自然力下的生命流逝寓言——每一个来到

尘世的人，脸上都刻着两个字：死亡！诗歌，作为阿巴斯 早开始的艺术行

为，无疑是形成阿巴斯独特美学风格的重要基石，参与并缔造了他全部的艺术

创作活动。 后，无论是富含哲思的意象、凝练质朴的语言还是紧凑简洁的结

构、生动细致的画面，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摄影与电影中同样大放光彩。 

 

3.极简中触及极限 

     

    “我的电影经常是一种极简主义的发展，省略了一切可以省略的因素。我

曾读过一个故事，故事里有只鸟儿说：谁想在苍穹 高处翱翔，就必须忘记地

上的谷粒。所以，一个寻求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必须把一些纠缠于身的东西丢在

一边。”如果说，在诗歌体裁表现上，阿巴斯“向辉煌千年的美学传统中诗歌

的形式特征宣示决裂”，令韵脚和格律彻底获得自由，成为“他那一代，或者

那个世纪中 激进的伊朗诗人”；那么，他对电影本体价值所进行的探索，对

电影形式、镜头语言所进行的拓展，尤其在《五》中对于电影结构和电影镜头

语言的重塑，以及在《希林公主》中对影像本质的一种逆向颠覆，这些极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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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实践对于当下电影艺术语言的发展同样是具有无可取代之意义。正因为

此，戈达尔才会发出“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的赞叹！ 

    阿巴斯致敬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五》，无疑是一部将小津式的长镜头语言

推向极致的实验佳作，也是一部运用画面成功塑造出东方哲学中“虚无”概念

的作者电影和诗歌电影。这部总共 74 分钟时长的 DV 影片，只由五组固定长镜

头拍摄而成，除去画面和音效，没有剧情，没有人物、没有对白。然而，“虚

无”通过镜头对于大自然的静态观察（大海、浪涛、木块、小狗、鸭子、月

夜）和纪录，在日夜的交替、物体的运动，以及音响的音乐化处理中，“虚

无”得以被诗意般塑造表现。阿巴斯运用极富波斯诗歌气质的镜头画面来与小

津安二郎具有东方禅意的画面风格进行了呼应。小津的画面通常自然流露出禅

定与物哀的日本美学，而阿巴斯的画面中却不乏充满生命的物体穿行，这一静

一动间即体现出对于生命思考和生活表现的不同，虽不同，却又达成一种哲学

及美学层面上的共通性。这五个章节立意构思在波斯诗歌的韵律与节奏外，又

添了些日本俳句中的空灵，尤其观看至 后一段，悠悠然，进入至宇宙天地、

生命自然的冥想中......突然，阵阵蛙鸣传来，紧接着雷声、闪电声、雨声，

一切又复归静谧，月影于波光粼粼的水面微微涟漪，蛙声再起，倏地，一声鸡

鸣中，天色缓缓亮起。在天籁般的音效中，恍兮惚兮，阿巴斯式的感叹油然而

生： “黑夜／长啊／白昼／长啊／生命／短呢”……这部影片中所营造出的自

然境界和诗歌意象既是阿巴斯的，也是小津的。时代虽变迁转换，形式与内容

也各异，这跨越时空的对话却应了一首日本和歌所唱：“条条道路通山顶，一

座高峰共赏月。”  

    阿巴斯的诗歌通常描绘的都是单一场景，在 为平凡的人物、事物和景象

中，领悟和发掘日常世界的诗意本质。他将目光持续长久的投向孩子、分娩的

妇女、稻草人、怀孕的奶牛、狗、蜘蛛和蜘蛛网，以及白得彻底的雪、脚印和

嘶嘶作响的开水壶。阿巴斯的诗歌世界中，几乎除了劳作的人们就是大自然。

诗人西川做过这样的描述：“在他的世界中他隐去了自己，可能正是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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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才为阿巴斯所占据。” 而且，“阿巴斯始终使用极短诗的形式，以免观察

的惊喜被稀释掉。”同样，他的每一部电影几乎也只经营一条单一的叙事线

索，与诗歌写作一样，冒着单调乏味的风险。出现在他电影里的总是贫穷的乡

下小镇、破旧的村庄，不起眼的人，一日三餐的日常和劳作的琐碎。然而绘画

的背景以及诗歌的锤炼，生成出阿巴斯影像中独特的画面造型观念。那些充满

诗意的、油画般的构图，成为阿巴斯在影像创作中的重要艺术特质。电影《生

生长流》中，“行车时车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作为阿巴斯电影的标志性画面

不断地出现，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孩子下车上厕所，摄影机从车内透过车窗向

外拍摄，车窗如画框一般框住了窗外美丽的风景和跑动中的孩子，整个画面色

彩明亮清澈，层次丰富饱满，完美传递出伊朗人民在灾难面前所体现出的坚韧

与顽强。只有如此伟大的艺术家，才能在这极有限的事物中洞穿永恒。还有那

条之字形道路，重复出现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橄榄树

下的情人》和《樱桃的味道》以及大量摄影作品中，“这些道路承载着记忆。

它们象征人类未经记载的寻觅，对生命的寻觅。也许是感伤的，也许只为一口

食粮，道路上就画下了杂乱的线条。”这条道路，不仅是一种哲学上的、形而

上的表达，同时也传递出一种人类永远“在路上”的曲折、艰辛寓意。“如果

我们怀着尊重把某一平凡的事物放到画面中去，并为这些事物找到合适的位

置。”如此，便只需追求一种简单的颜色和光线，捕捉一种特别的意义和时

刻。对于大师阿巴斯而言，足矣。 

 

4.爱，将瞬间化作永恒 

 

阿巴斯成长于伊斯兰革命前后 30 年左右的社会转型期，即“白色革命—伊

斯兰革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一部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 Marjane 

Satrapi 的同名漫画影片《我在伊朗长大》（法国）对这段历史表达的尤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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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出色，看过后才能体会伊朗电影人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之艰难。阿巴斯接受采

访时曾谈起：“‘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分，生活就是在限

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

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阿巴斯是厌烦有关

伊朗电影审查制度这个问题的， 他清楚发问者潜在的意图。他的回答反复强调

的只有一点，艺术从不会仅仅因这样那样的制度而被抹煞扼杀。这并非虚伪之

言，而是发自对于自身文明的强烈自信。谷崎润一郎就曾说过，我们东方人总

能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使阴翳生成，这种美，犹如夜明珠置于暗处才能绽放光

彩。阿巴斯如此推崇小津安二郎，正因为东方精神中共通的含蓄与节制，简约

与沉寂。小津的电影始终体现出贯穿于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中的物哀与禅

思，所以他的电影，不制造激烈冲突，不倚靠无谓的煽情，也不告诉观众谁对

谁错，而只是自然的表现生活之本来面目。小津的电影也被指缺乏批判性。参

加过对华战争的他，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苦难，从未给予过直接的批露；而

是反复通过母与子、父与女之间的关系，借由平平淡淡的喝酒聊家常方式，让

战后旧式传统家庭与观念的逐渐瓦解这一过程，围绕着亲情与疏离、挚爱与义

务、死亡与孤独，在他一生所拍摄的影片中缓慢但持续的展开。小津电影中流

露出的人生之无可奈何，与阿巴斯的这首小诗格外贴切： 

我来了  一个人/我喝呀  一个人/我笑啊  一个人/我哭呃  一个

人/我去也  一个人。 

对于这个世界，他们都不相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阿巴斯选择

了信任生活本身，寄希望于这生生不息的生活中所蕴涵深藏的生命本质，其坚

韧与顽强不会轻易被任何宗教或政治动乱所摧毁，对生活的热爱更不会因贫穷

落后而被抹煞。正如奈保尔在《我们的普世文明》中的总结：“这是一个广阔

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人们知道它是存

在的，而正因为此，其他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 终将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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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影不可能实现对客观现实的完整摹写，但“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

所以阿巴斯和小津的电影总是尽可能表现生活本来的面貌，并接受人性/人生并

非完美这一事实。这是一种对生活持“修复”的态度，不用情感和戏剧冲突或

是种种悬念去绑架或迷惑观众、而是令其恢复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以更加

自由与开放的态度去思考生活之谜。阿巴斯与黑泽明曾有过一场大师对话，在

谈及观看的单纯之乐时，阿巴斯做了这样的分享，“我的绘画老师对我说，要用

半闭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看到整个世界，但只有在这个瞬间，我们才

能凝视真相。”诗人西川在《随风而行》前言中提到：“日本俳句是诗人在悟性

的参与下，从时间中的自然与生活里截取诗意，而阿巴斯却是靠着他顿悟般的

捕捉，赋予生活以诗意或反诗意。也许“诗意”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应该叫

“滋味”。”正是这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凝视瞬间帮助阿巴斯寻得了生命“滋味”

的奥义，这些瞬间存在于雪花和树叶轻轻落下之时，蝴蝶在铁轨上酣睡或是无

聊地自个儿转圈之时，蜘蛛织网或小歇、看日出之时…… 

 

5.“少数主义”——不断打开新通道的密码 

 

    著名伊朗知识分子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曾把伊朗新浪潮和后来

的伊朗民族电影称作一种在文化上抵达现代性的模式，他说：“伊朗电影‘新浪

潮’为呈现作为‘古兰经式的人（Quranic man）’对立面的‘历史中的人民’，

提供了视觉上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重要的且唯一的事件，使伊朗人得以抵达现

代性。”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现代性对于伊朗社会而言，首先是作为独立的“人”

而非某个集体中的从属的存在。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电影的崛起，不仅被本国

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同样也成为了伊斯兰复兴以来，解读东方主义与保守的民族

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 佳通道。西方（包括东方的我们）通过伊朗电影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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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完成了对伊斯兰东方的想象。然而，这只会是再一次的一厢情愿而已。要

理解“历史中的人民”，以及了解伊朗电影艺术成就真正的文化源头，必须深入

其文明系统中探寻其文化、宗教、哲学上的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矛盾性。 

    伊朗在伊斯兰世界，无论是种族上还是信仰上，都是绝对的“少数”。首

先，伊朗属于印欧人种雅利安人的一支，阿拉伯人及犹太人则同属闪族。成熟

先进的帝国封建制度使世袭与血统观念在伊朗人心中根深蒂固，什叶派尤其推

崇伊玛目侯赛因，其明知寡不敌众坚持为信仰而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成为什叶

派信仰的精神支柱，这个信仰系统是伊朗民族建立并完善的。此外，曾经对伊

朗社会形成重要影响的还有苏非派思想。这是伊斯兰教内部衍生的一个神秘主

义派别，他们表面上不否认伊斯兰教，但对其教义任意加以解释和引申，提倡

禁欲主义，追求抽象真理(即所谓感知主的存在，心与主合一)和终极体验。因

其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与出世精神，契合了伊朗民族长期受异族统治、长期

处于“被迫害”地位的的潜在心理需求。因而在 11—16 世纪长达五六百年的时

间内，发展成为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伊朗传统宗教文化的一部分，特别

对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七大诗人中的牟拉维和哈菲兹都是

苏菲派著名的大诗人。什叶派慷慨赴难的牺牲精神与苏菲派超然旷达的出世哲

学，相辅相成，构成了伊朗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尽管伊朗在历史上

被阿拉伯占领，并接受了伊斯兰信仰，然而，强烈的民族情感作用下，他们拒

绝了伊斯兰正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其为敌，成功将伊斯兰教伊朗化，主

动与阿拉伯世界保持了一种疏离。 

    伊朗人的身份认同与宗教认同之间便存在着这么一个无解之结。伊朗的历

史或者说所有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的历史，严格按照教义的话，只尊崇一个

准则——前伊斯兰/伊斯兰化，在信仰发生之前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都属异端。

然而，第一个敢于指出伊朗人不是阿拉伯人的正是伊朗人自己。伊朗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拥有两套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是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文化传

统，自古代波斯帝国起（早已其它三大天启宗教约千年）便深入伊朗民族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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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每一个细微领域，琐罗亚斯德教（希腊语即查拉

图斯特拉），是伊朗文化、宗教、哲学的直接源头， 早的先知，伊朗的根之

所在；二是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一千三百多年的伊斯兰化历史，令伊斯兰文化

成为现今伊朗的血脉。同时，在长期与希腊、印度、罗马、埃及等世界文明的

交流融合中，伊朗哲学在发展中，分别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

重视人类的主体性，主张对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科学和理性主义的阐释，

这种倾向被称为自由思想；另一种则注重神本主义，主张通过神的创世论和神

的意志来解释人的存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倾向被看作是正统思想。这两

种思想倾向的辩论自古至今从未停止，逐渐形成了波斯民族哲学的一个重要特

征。其中“自由思想”天然具备了现代性的某些吁求，并对阿巴斯以及其他伊

朗电影人产生了明显影响。阿巴斯在谈及“宗教与艺术”时提及：“我认为宗

教与艺术有一些共通之处，艺术印证、评论和质疑那些宗教展现的东西。”。

在海亚姆的哲理诗歌中也会发现这种态度随处可见：“我把灵魂向那幽冥之境

派去，想讨个死后生活的一言半语；没多久我的灵魂已回来复命，他说"我本身

便是天堂和地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西提在其著作《阿拉伯通史》中说，阿拉伯帝国在各个

方面完全波斯化，阿拉伯人自己的东西只有两样被保留下来：“一是作为国语

的阿拉伯语，一是作为国教的伊斯兰教。”值得深思的是，波斯古典诗歌长达

五六百年的繁荣，大都是在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异族统治下取得的。

波斯人用自身无可取代的文化优势成了征服者阿拉伯人的老师。现代埃及史学

家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写道：“自古以来，波斯

人就拥有与其泱泱大国相得益彰的学术和文学”；“阿拔斯王朝时代的阿拉伯

人更加渴望过文明的生活，更起劲的仿效波斯人的所作所为”。8-9 世纪左

右，波斯人中已滋生出一种蔑视阿拉伯人及阿拉伯文化的所谓“疏毕主义”即

民族主义思潮。为抵制阿拉伯文化的同化渗透，伊朗人几乎是上下一心，积极

发掘和呈现波斯文化的文学遗产，以彰显古老帝国的荣耀，并藉此激发恢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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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传统，振兴民族精神的信念。在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中，一方面，他们

把大量波斯巴列维语文化典籍译为阿拉伯文，借以向阿拉伯人展示波斯文化；

另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和波斯民族特色的阿拉伯语诗歌，以

借着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对外传播扩散波斯文化。同时，更多诗人运用刚刚整合

而成的民族语言——达里（宫廷）波斯语，进行创作，并由此迎来了波斯诗歌

的鼎盛期。 

    对于波斯文学而言，菲尔多西《列王纪》（《王书》）有着无可替代的重

要价值，可谓是作者凭一己之力捍卫和推动了波斯语的地位及发展。面对阿拉

伯语在波斯本土的广泛入侵（已百余年），诗人对本民族语言的未来忧心忡

忡，一生颠沛流离， 终用波斯语撰写完成了这部本民族的史诗巨著，并留下

感人肺腑之言:“这三十年我付出许多辛劳，用这波斯语复活整个伊朗。” 

著名作家奈保尔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原教旨主义开始高涨的时期，即伊斯兰

革命刚刚尘埃落定之时，第一次游历了非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伊朗、巴基斯

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七个月的旅程，他拜访了政府高官，宗教领

袖，也见过普通商贩、知识分子、苦修者、持异见者、平民、乞丐， 后，在

《信徒的国度》中他感慨道：“没有哪种殖民化比与阿拉伯人的信仰一同到来

的殖民化更为彻底。被殖民化或被击败的民族会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在我谈到

的上述几个国家里，这种不信任拥有宗教的全部力量。”在奈保尔看来，这些

国家的绝大多数信徒还处于古典世界跨越到伊斯兰教的旅途中，并经历着双重

的殖民化和双重的自我疏离：一是在更早的历史时期适应阿拉伯人的伊斯兰信

仰，二是适应进入现代社会后所要面对的西方文明。这过程中所引发的痛苦与

伤害仍在持续发酵，折磨着这个衰弱又躁动的旧世界。革命与镇压，政治与宗

教、真理与信仰的相互撕扯，造成了持久的裂痕和动荡。不知是不是这样的撕

扯，才令阿巴斯写下如此悲怆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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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想/越不明白/为何真理那么苦；越想/越不明白/为何/银河那么远；越想

/越不明白/为何/那么惧怕死亡 

正是在抵制阿拉伯同化、反抗异族统治的历史中，伊朗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

和本土文化自觉被不断激发，并爆发出极大的反弹力量。他们在宗教上创建了与

伊斯兰正统教义对峙的什叶派，哲学上发展出与神本主义抗衡的自由思想，文学

上则诞生了去阿拉伯化的民族史诗《列王纪》。尽管阿拉伯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

成功的殖民者之一，伊朗文化却从未因异族的统治而被征服同化，总能在兼容

并蓄中，通过高超的政治智慧持续自身文明的发展。譬如在开放的阿拔斯王朝时

期，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生成出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强大先进的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伊朗在此运动中，更是藉借帝国的资源，先声夺人（首先翻译了大量波

斯古籍文献），孕育出焕然一新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彼此共同迎来了辉煌绚烂

的“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以古为鉴，不难发现，无论是阿拉伯还是伊朗，文

化的活力通常更多来自于外在的事件与环境，即东西方文明的传播和交流，多元

文化的碰撞、对话、融合，带来了更多的互动、选择、借鉴，这是他们的生命之

水、活力之源。伊朗在阿拉伯世界中与生俱来的“少数”立场，族群、信仰、文

字、语言的差异以及文化传统中的丰富多元，更令其自身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以及趋向生成的力量。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伊朗电影运动，经过三代电影人

的不懈努力，正源源不断展示出这种文化的优势。首先，对外让全世界看到一个

真实的作为主体存在的伊朗，并构建出了伊朗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成为伊朗国

家文化形象的象征；同时，对于伊朗内部而言，民间电影运动与国家审查制度之

间，即德勒兹所说的平滑空间与条纹空间之间，二者长期持续的对立、拉锯，生

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多元化的平滑面，无限扩大了对电影空间、社会空间探

索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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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记与烙印 

 

    进入新世纪后的伊朗电影，其思想内核越来越体现出这种态度——对“现代

性”的反思。正是这样一种立足于本土自我身份、自我价值之认同之上的反思，

再一次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和关注。这种反思牢牢附着于本土文化的矛盾，对于

现代性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民族的、身份的、政治的、国家的、信仰的等等，

做出了深刻的甚至是残酷的阐释和剖析。其中 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一次别离》，

伊朗第三代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犹如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的一次白

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以及主仆间的官司两条线索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移

民与留守、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穷人与富人等

现实问题。这部影片同样无关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敏感话题，两条线索却成功以小

见大引出两大问题：其一，有关全球性的普遍课题——“流动”的现代性，由离

婚移民带出；其二，属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提出的社会内部不同社群

之间的断层线及间隔，影片由主人与女仆的官司线索表达出了对于此种断层、间

隔的缝合与修补。 

    阿巴斯的著名弟子贾法·帕纳西于 2000 年完成的电影《生命的圆圈》，可

看作是伊朗电影创作的一条分水岭。这部影片意味着伊朗青年一代导演逐渐从阿

巴斯和马赫莫巴夫等第二代导演所开创的诗意的新写实主义传统中的抽离，转而

返回更为激烈的现实批判主义。这部影片以七名女性寻求身份认同为线索，讲述

了她们在一天之内的悲剧遭遇：产下女婴的母亲面临婚姻的解体、走出监狱的女

囚们根本无力回归家庭、单亲妈妈被迫遗弃自己的孩子却被疑为是妓女、一名真

妓女入狱……导演以一种类似社会纪录片的方式对现实做出了直面抨击的态度

立场，表达了对于伊朗女性艰难处境的悲悯，用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神权、男

权等等扭曲人性的力量、对麻木的社会和体制发出了呐喊和抨击。这部女性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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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西方获得了超乎寻常的盛誉，导演对此保持了一种非常审慎警觉的态度：

"虽然这部电影表现出了社会的愤怒，可是我本身并没有发怒……再美丽的地方

也有它的问题，艺术能给予希望，而伊朗电影就如同一种艺术，可以带给国家荣

耀和希望。”贾法·帕纳西虽是凭借《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两部颇具阿巴

斯风格的儿童电影一鸣惊人，然而自 2000 年开始，转型拍摄了三部抨击现实问

题的优秀影片《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越位》、这些犀利大胆的社

会题材影片虽在西方屡获奖项，却都遭到禁映的命运。不过在相对宽松的前总统

哈塔米执政时期，至少依然保有电影创作的权利。 

    随着 2009 年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绿色革命”爆发，伊朗国内政治氛

围变得愈发压抑紧张，有着鲜明政治态度的贾法 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2011 年

伊朗政府宣布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参与反对伊朗革命制度的宣传活动罪”将其

拘捕，旋即被关押进德黑兰声名狼藉的伊文监狱。导演的遭遇引发世界舆论的一

片哗然，贾法·帕纳西在狱中以绝食进行抗争，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以及整

个电影世界发出的声讨，伊朗政府无奈释放了贾法，但至今仍处于软禁状态。正

因此，2015 年的柏林电影节颁奖现场，出现了有史以来 具戏剧性的一幕——

无主的金熊被搁置于地独自接受各大媒体报道…… 

    《出租车》无疑是贾法对其恩师阿巴斯影片《十》的致敬，电影又一次在

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中不断移动。同样是在出租车内固定机位，通过出租车

内司机与乘客的问与答，带出一场场有趣幽默的时政点评。导演自己出演了司

机一角，乘客自然仍是由非职业演员担任（但演员角色内外的职业一致）。虚

构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世俗与教义、限制与自由、规训与逃离，影像与日

常，在导演独具匠心的结构编排和精彩对白中，获得了与《十》截然不同的现

实厚度。导演藉由此片传达出的信念更是令人动容：“我是一名电影工作者，

我什么都不做，只拍电影。电影是我的语言和生命的意义。没有什么能阻挡我

拍电影。因为当我被推入 深的角落时，我与自我相连。在如此私密之处，尽

管限制诸多，创作的需求已超越了欲望。我心系电影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无论

如何，我都要继续拍电影。只有这样，我才能尊重自己，感受到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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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贾法·帕纳西创作动机的质疑，当作如此回应：“政治，不过是诗

人眼里的草秸。”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连任终结了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时期所提出的

倡导“文明间的对话”，贾法·帕纳西事件更是令伊朗电影的发展再一次蒙上

了阴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与穆森·马赫莫巴夫如同大多波斯诗人的

命运——暮年，却需自我放逐于异地他乡。阿巴斯在实验电影之后，返回了剧

情片的制作，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和欧罗巴，完成了《如沐爱河》及论文式影片

《原样复制》；70 年代就曾做过政治犯的穆森·马赫莫巴夫 终还是离开了他

在德黑兰的“马赫莫巴夫电影之家”，成为一名哈菲兹式的吟游诗人，手持摄

影机在亚洲各国流浪，并从哈菲兹诗句中汲取了力量：“世界的行程是一把血

染的刀，滴下的每点血都是皇冠。”“太阳的锋刃把深夜的血溅到晨曦的红光

里，它战胜了夜。”他 2002 年拍摄的《坎大哈》，第一次让文明世界直面了阿

富汗所面临的饥饿、贫困、死亡所带来的锥心之痛和这个民族的惨烈命运。关

于这部影片的诞生，马赫莫巴夫说：“自从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与女儿同龄的

12 岁女孩在我怀中因饥饿而死去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心把这种悲剧搬上银

幕。”随后在塔吉克斯坦拍摄完成的《性与哲学》更是大胆地探讨了欲望与情

爱这一在伊朗电影中 忌惮的主题。与阿巴斯远离政治的倾向相反，马赫莫巴

夫的作品有很强的时代感、历史感，以及对终极命运的思考。如同阿巴斯偏爱

理性智慧的海亚姆，马赫莫巴夫则更接近于感性神秘的哈菲兹，通过奇特绮丽

的审美意象，对黑暗惨淡的现实做出精悍凝练的描述以及犀利尖锐的批判。 

伊朗电影人，几乎每一个都是德勒兹式的战士，一场”陌生战争“的参与者。

并且，这种战争不仅体现在国家制度内部，也存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电影产业中。

伊朗电影反好莱坞模式的彻底，甚至是颠覆，重构，都极大地冲击了同质化、面

孔化、符号化的电影工业，对于电影艺术语言本身的推动和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阿巴斯电影中所体现出的美学以其静穆沉稳、内敛素朴的诗性气质接近了康

德所说的崇高法则，借助纯粹的审美超越，绕过了狭隘的东方主义、民族主义以

及原教旨主义，从而获得了普世的价值。从伊朗电影现状出发，我们所看到的后



阿巴斯纪念专辑	

	 46	

伊斯兰革命时代的三代伊朗电影成就，都始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始于他对

于表象的质询方式、对叙事的打破重建，以及用诗人的哲思批判对这个世俗社会

与教条世界做出回应。他将古典希腊艺术中“高贵的单纯，肃穆的伟大”的精神

表现的淋漓尽致，并且只通过 为平淡细微的事物细节将崇高表现为一种自然的

静谧的恢宏，而非好莱坞式的对于毁灭的夸张体验：灾难、废墟、烈火中的城市

——崇高似乎只能启示录般从天而降。 

这种审美并不独属于阿巴斯个人，而是属于整个伊朗的电影艺术。因为这个

崇高法则正是出自她们伟大的诗歌传统，由鲁达基、菲尔多西、内扎米、海亚姆、

牟拉维、萨迪、哈菲兹共同创造，诗歌之父鲁达基那首哀而不伤的《咏暮年》所

定下的波斯诗歌苍凉沉郁、洒脱隽永的美学基调。今天，阿巴斯虽已消失在帷幕

的后边，伊朗还将长久地往前推衍。马赫莫巴夫电影大家庭、马吉德·马基迪、

贾法·帕纳西、阿斯加·法哈蒂、巴赫曼·戈巴迪等等这些电影诗人会用他们的

镜头继续吟唱：“我的标记，我的烙印，就是——我纯朴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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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吴文光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是伊朗电影导演，去年 10 月

纽约电影节放映了他的新作《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这部片子就是

在当年度 5 月的戛纳电影节有过开幕的前一天终于被伊朗电影当局放行的风波。

片子的麻烦是内容涉及到自杀这一有违伊朗穆斯林教义的禁区，一个决定要结束

自己生命的男人，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开着车在路上转悠，他要选择一个帮助

自己料理后事的人。当影片在电影节的主会场，林肯艺术中心剧院放映完毕，阿

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一如他的影片一样，朴实而风度地站到银幕前，观众的掌声

是以迎接一位英雄的规格向他致意。 

    我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作品的忠实影迷。说来奇怪，他是拍故

事片的，而一般故事片是很少有入我的眼的，即令被吹嘘成看的人如何如痴如醉、

票房如何飚升，或者得什么什么国际大奖。按我的观赏电影的经验，当今的故事

片是商业得太懂得利用电影的一切手段来给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做“按摩”了。

别人坐到银幕前的愿望我不敢横加干涉，但我，清楚自己是拒绝“按摩”的，残

酷点说，甚至渴望导演把他的电影做成一把刀子来刺我，让我回到自己的床上时

一夜难眠，然后在多年后会因“旧伤复发”又想起那把“刀子”（虽然我这比喻

用得有些夸张，会让人以为我有“受虐倾向”）。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对我就是这

样一把“刀子”，原因是因为其中的“纪录味道”显出的平和大度。 

    初次认识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是在九三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我在为一

天有四个影院同时放映近二十部片子分身乏术而挠头时，电影节的黄爱玲女士，

她是“亚洲电影”选片人（国内不少电影人都熟悉她），用她温柔的香港国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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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和我说，阿巴斯的电影你应该看。往往我在电影节面临百多部电影的观看选

择标准是，第一是纪录片；其次是怪里怪气、说不清是故事片或是纪录片、而且

很遭非议的。不过这两类在再有名、再有特点的电影节也是“弱势”，原因除了

电影节也免不了俗地要“照顾观众”外，还有就是一年之内整个国际影像制作的

若干千部完成作品中，上述品种属于“异类”，可供选择的非常有限。所以再往

下，我在电影节的选择就是那些“国际获奖片”；然后再往下，也就是没有选择

的选择时的“瞎蒙”了。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舒服的座位上“补瞌睡”。 

    黄爱玲说的基亚罗斯塔米的这部电影是《家庭作业》（Homework），按她的说

法属于我的选择中的第二类、并靠拢第一类。看完这部片子，我是衷心地感谢黄

爱玲。那果然是一部了得的电影，画面上集中的人像几乎都是孩子，那种一律平

头黑发、凹眼直鼻、瘦削面庞、瞳仁里可以照见人影的伊朗孩子（与令人生畏的

霍梅尼形象完全不是一码事），影片是如一种“散文式结构”（姑且借用这个说法）

摄入这些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互相呼叫着去上学（人数由一个到两个、三个，直

至一群）；教室门口的一次争吵；教室里当老师转向黑板时的一次私下捣蛋阴谋；

放学回家途中的男孩间的游戏；回到家中面对家长的伪装“好孩子”的扮演，等

等。我惊异于这并非只是严厉的穆斯林教规下的伊朗孩子，好象也是我自己、或

者说是我和朋友们之间私下互相闲聊自己的少年生活的被“盗版”。原来，“小人

们”生活居然是如此有“世界性”的。 让我惊愕的是，片中有大约二十几分钟

的一个段落是在一间黑屋里，导演让十几个孩子挨个走到摄影机镜头前回答如何

对待“家庭作业”的询问，回答长短不一，态度或扭捏或兴奋或紧张（有个孩子

上来就哭了，他要求把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来和他站在一起，导演答应了，这些都

在影片中），但回答大都一致，即热爱家庭作业，并努力完成。这理应相当沉闷、

没有什么“电影手段”的片断却在放映中观众 显活跃，比如当一个孩子认真地

说他“热爱家庭作业”而脸上是掩不住的撒谎表情时，观众的笑声把电影声都盖

住了。 

    这是一部“小人片”，或者如我们说的“儿童片”，但“大人”的影子却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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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譬如那支操纵家庭作业的“看不见的手”。“大人”即是社会的主干，我们

可以想见片子的份量了。另外，看过这部主角配角、故事情节并非特别重要，甚

至人名也弄不确切的片子，好多人谈论它到底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基

亚罗斯塔米的回答是：我也实在说不清，影片中的角色肯定是选自生活原形，即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但影片是精心组织拍摄的，并非“抓拍”或“偷拍”。不

愿太多谈自己的拍摄手法的基亚罗斯塔米透露过：我总认为镜头前发生的事情应

该是连贯的，不经任何删剪的。我构思中的影片是一个单镜头。 

    以后我是逢基亚罗斯塔米的片子就必看，其中有 1987 年拍摄的《何处是我

朋友的家》（Where Is Friend’s Home?）、1992 年拍摄的《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他的那种在日常纪录镜头中暗藏的现实诗意与隐喻风格一如既往。 

    我不想在此饶舌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的“纪录意义”，但的确遗憾国内仍少

有人知道他的影片，包括一些号称“向 A类国际电影节靠拢”的电影节，在注重

西方大片时也从未引荐过这个被称作“继黑泽明之后， 代表东方精神的亚洲电

影导演”的作品。如果多有些向基亚罗斯塔米这样的作品被人看到，也许我们就

会免去了“利用抓拍、偷拍、或摇晃镜头来增加故事片的纪实力量”这类粗浅之

谈了。 

    补充一句。今年春节回昆明探亲时，我意外地在垃圾一样堆着的盗版 CD 片

中发现了基亚罗斯塔米的《生生长流》（光盘封面片名译作《橄榄树下的情人》），

我欣喜若狂，好象发了大财一样，赶紧打电话叫好几个朋友去抢购。 

 

写于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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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还看了阿巴斯的新片 

 

李巨川 

 

 

    《希林公主》（Shirin, 2008）。先只看了下开头，因为知道这个电影从头到

尾都是拍观众在看电影，就没往下看，心想这阿巴斯看来确实是电影看少了，这

也算实验啊？想他这几年拍的几个被认为是实验的，《十》还有点意思，《五》就

没什么意思，越搞越不行了嘛，觉得他还是 早那些电影好。后来看了下花絮，

发现他的拍摄方法还挺好玩：就在自家客厅拍的，摆了几张座椅，演员一个一个

请到家里来，坐在那假装看电影，对面其实没电影看，是阿巴斯画的一张简笔画，

演员就看这个，有时让演员自己随便看，有时让演员选择其中一个人物看，有时

让先看这个再看那个，诸如此类，有时阿巴斯会突然扔一个盘子到地上，吓演员

一跳；拍完这些演员然后又去录声音，一部不存在的电影的声音，又找了一些演

员，在录音棚念对白，发出各种笑声喊声什么的。看了这个花絮我就想看一下这

个电影了，想看看电影中到底是什么效果。没想到电影还挺吸引人，我居然就一

直看下去了，明明知道演员看的是一张画，却还是不自觉地觉得她们在看电影了，

而且，我发现自己还一直挺想看到她们看的那部电影的。这个观影经验还真是有

些奇特。中途我去厨房装了一次开水，回来居然还会将碟倒回去，不知道是怕看

漏了演员，还是怕听漏了那部电影的情节（其实情节我也没怎么搞清楚）。后来

想了一下，我觉得真正吸引我的应该是这个电影所具有的一种“电影性”。演员

的微妙表演，各种声音，以及时间的经历，导致了一种“电影性”的产生，这一

“电影性”使得这部似乎什么都没拍的电影却能一直吸引着观众直到把它看完。

看来电影还真是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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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斯找了 100 多个演员，全部是女演员，每个人都只有几十秒到一分钟的

镜头，一般只出现一次（个别不止一次，朱莉叶·比诺什就出现了三次），这构

成了电影的节奏（声音部分是另一种节奏，电影实际上是两种节奏的交织）。当

然更有趣的是，这些女演员一直是被看的对象，现在却成为了观众，但同时又仍

然是被看的对象；她们观看的是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希林公主的故事来自于中

古波斯的一首长诗，一个爱情悲剧），而她们的面孔又会让我们想到其他的一些

女性故事。 

 

    前几天有朋友知道昆汀那个片中片是昆汀自己拍的后说：那他同时拍了两部

电影啊。其实昆汀的搞法并不新鲜，很多电影的片中片都是导演专门拍的，比如

瓦尔达《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中的短片。多半是这样的短片，够不上同时拍两

部电影。武智铁二《红闺梦》的片中片倒是有好几十分钟长，但他实际上是代替

了一部分正片，正片就不用拍那么多了。只有阿巴斯这个才是真正同时拍了两部

电影，两部时间长度完全一样的电影，虽然另一部电影只有声音，但也是完全按

一部电影来做的，也是先有剧本的，也有编剧的，也要选演员的， 后也要剪辑

的。 后等于是一部电影的声音和另一部电影的画面合为了一体，这倒是和我的

《与姬卡同居》蛮像，当然我没有拍两部电影，我是拿了部现成的电影来。 

 

 

2010 年 1 月 1 日 

 

 

李巨川 

建筑师，艺术家，常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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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的日常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影像漫记 

 

宋哲 

 

 

    从萨迪的一首诗开始： 

    一个孩童从驮轿中走出，\今晚在商队间徘徊闲游。\终于在暗夜中见到“光

明”。\据说他向各个商旅问安，\并同赶骆驼的人倾心交谈：\“可知：我欲寻找

亲密友好，\而人们都均同我是至交。”\应期待人们对主崇敬虔信，\而在他们之

间则能心心相印。\为慰藉他人，要宁愿自己痛苦，\为撷取鲜花，不应怕棘针刺

肤。（《萨迪的果园》，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50 页） 

    这使得笔者想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剧中的小男孩奔波于刷白漆的房

子，石头垫起的巷道，雕花木门和稀树的荒原。是的，谁能忘记作业本中的那

朵小花呢？这片贫瘠的土地怀抱着柯克尔和波什特这样的小村庄。在 1990 年伊

朗的大地震之后，导演一行回到这里寻找剧中的小演员，也促成了《生命在继

续》和《橄榄树下的情人》。  

    一直到著名的《樱桃的滋味》，纪实、旅程和诗性贯穿了阿巴斯的影像实

践。他的影像呈现纪实气质。阿巴斯在自述中讲到：“我没有勇气让摄像机运动

起来，推拉镜头，或者寻找正确的轴线，而是喜欢人物进入画框……”他的纪

实的文本气质拥有精确的克制，而这种克制在使得观者在场的同时，规避了洞

见式的漠不关心，抑或是激进式的感同身受。旅程使人暂离于劳动，拥有闲暇

的创造力。自述中，“我奶奶坐在行驶的汽车里说：‘瞧，那树，那山……’在

我看来，这是她指给我看的是一幅意想不到的影像，是数不清的影像中的一

幅，是从成千上万个角度看到的影像中的一幅，她选择了其中的一幅尽情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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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她正在自己内心里作画，她有画家的记忆，正在画一幅内心的影像。”旅程

也是生命历程的隐喻，思考在景物的流动中逐渐凝固下来。而詩性，流淌在影

像中的戈壁和山峦之间。 

    阿巴斯影像中的自然诗性和某种神秘色彩，也是伊朗的民族特色使然。伊

朗是诗歌大国，民间对于诗人的尊崇和对诗歌的热爱是经历过文化断裂的国人

所不能想见的。鲁米让人们在春天走进果园，萨迪以果园为题结集了一部诗

歌。果园是悬置的时空，是难以侵犯的精神领地。“据说有一个残暴的君主，\

他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他的酷虐白天也如黑夜，\到夜晚时人们不敢安睡。”

当萨迪走出奶与蜜的幼年，黑暗笼罩了波斯，果园是没有天使看护的伊甸园，

这片净土和污秽的此岸并置。阿巴斯的果园却不同于萨迪——萨迪的果园是神

构筑出的精致的秩序，德性既是果实，也是养料。而阿巴斯则回避宏大叙事，

在神权的夹缝里耕耘起虚静的时空。在这个果园中，栽种着一颗樱桃树。 

    《樱桃的滋味》是凡人走入旷野。显然，在经典文本中，旷野属于圣人——

穆撒在旷野天火中看到以色列的道路，尔撒在头戴荆冠之前在旷野中试炼了三十

三天又七天——旷野是圣人的天国镜像。“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一瓶葡萄美酒，

一点干粮，\有你在这荒原中伴我欢歌，\荒原呀，啊，便是天堂！”（《鲁拜集》）

而凡人却并非为了考验而涉险秘境。他们被生活的琐碎和虚无包裹，还有来自无

明的压迫。生活的无限性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的贫乏。事实上，主人公巴迪似乎并

不是了然于生死——他希望有人能埋葬他——仪式感是他和世界仅存的纽带。在

另一套时空中，中国的庄子反对弟子将他埋葬，“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

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斩断执念是圣人的功课，凡人想斩断

的是被神意和命运摆弄的木偶线。 

    樱桃的滋味为救赎铺开道路。“西蜀樱桃也自红”，讶异与追索，转蓬生涯的

清凉慰藉。“樱桃好吃树难栽，有那些心思口难开。”樱桃是黄土高原的贫瘠的梦。

在《留言条》中，“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

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抛弃了“神的恩典”的诸众，开始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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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于日常。 

    果园的日常。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果园是没有天使守护的伊甸，因为阿

巴斯知道，君王窥窃神威，打扮成天使。日常是凡人能把握的存在，是感官的，

而非思辨的——那自我放逐却不失尊严的男子，那萦绕在橄榄树下的烦冗的情话，

毛驴和山羊，星空下的戈壁。 

 

2017 年 4 月 

 

 

 

 

 

 

 

 

 

 

 

 

 

 

 

宋哲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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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电影”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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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事件的涌现i	

	

阿兰 ·	巴迪欧	

俞盛宙 译 

张艾⼸	校 

	

	

阿兰·巴迪欧是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着事件（événement）与事

件性（événementialité）的概念展开。他是诞生于 1968 年“五月风暴”（以下简

称 68）时期激进政治的行动者与理论家，他同时是其遗产的继承者与忠诚的捍

卫者。他亦是电影爱好者和一些重要电影文本的作者。尤其是通过“探访”

（visitation）的概念，他着力尝试思考电影的艺术独特性。	

 

68 在您的⼈⽣和知识⽣涯中占据⼀个什么样的位置？	

 

68 或者毋宁说其后紧随的几年，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是关键性的。我认为这

出于三重理由。68 是在一个高频度智识活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在这样一个被命

名为结构主义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阿尔都塞的伟大介入和拉康的各种研讨班

课程等等。与此同时，这是一个政治相当弛缓无力的年代。戴高乐主义

（gaullisme）业已确立起来，经济则度过其高速增长的阶段，反对的力量处在

一个相当悲惨的境地。此种知识分子的躁动与政治的迟滞之间的矛盾于我而言

是痛苦的，或者说悖论性的。因为，以类似的方式，我早已持续性地投身于接

连不断的政治事业中，在此之先的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68 即是在阿尔及利亚

战争的结束与伟大的红色年代之间的缝隙间被政治地建构起来的。它的到来就

像是一次契机或者一个政治-历史的恩典（grâce），在此时刻，我们正面临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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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建构与政治象征（figure politique）之间断裂的威胁。 

这 里 也 有 我 所 称 作 的 一 种 迁 移 （ délocalisation ） 或 一 种 移 位

（déplacement）。即便在那个时候，政治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即使是那

些参与者，也只是停留于他们原先的立场，或者是从共产党的同路人那里找到

处置。然而共产党的同路人依然保持原位，他们只在自己的空间内部处理这些

问题。“五月风暴”提出了一次迁移抑或一条前进路向的可能，也即政治介入

向着另外的场域、参照和对话者重新布局，它关涉到工人，市场和人民大众，

等等。 

第三个理由是“五月风暴”正逢社会主义集团整体处于重大危机、对峙与

争执之时，中国与苏联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剧烈紧张，这是社会主义国家

内部松动和转变的开始。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随着其解

体而终结。我被上述的三点深深攫住，我认为这些年构成了某种嬗变

（mutation）。用我自己的话、至少就我的关注来说，68 时期事实上具有事件

的功能，即某种整体计量之外的余量（surnombre），它移置了方位和众人，它

促请一种新的思想情境来临。 

 

您是怎样亲身参与到您刚刚描述的情境之中的？	

 

“五月风暴”的那些情节轮番上演的时候我在兰斯（Reims）教书。所以，

我的参与是有点远离中心的。我所经历的事件只是被波及或是被延迟的余波波

及，这就是人们在外省所经历的。我是兰斯学生示威游行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也参与了当时学生群体与兰斯的肖松（Chausson）工厂和雪铁龙工厂罢工工人

间的会面活动。我到巴黎去过几次，去做调研，并参加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

游行活动。我与任何新生的政治团体之间都没有关联，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

是托派分子。我曾加入统一社会党（PSU），成为其创建者之一。如大家所知，

自”五月风暴”起，统一社会党已经渐渐蜕变为一个小圈子，内部的分化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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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我所参与的”五月风暴”，更进一步来说，已使自己成为一个标标准

准的斗士。不久，情形又有了新的变化，因为自 69 年起我已在梵森大学

(Université de Vincennes)获得提名。所以，69 年以后我就待在巴黎了。梵森

大学是一个所有政治团体都斗志昂扬的地方。在那里我和分化解体的统一社会

党决裂，然后与朋友们创建一个特别的毛主义的团体，法国马列主义共产主义

者联盟（UCFML）。于是，我投身于激进斗争的年代，为此持续多年。除了政

治，我事实上别无它务。我们那会儿一直都在设想像列宁意义上的职业革命者

一样，至少也像那些近乎全职的政治激进分子一样工作。我们日复一日的集

会、介入，四处转战，不仅仅在巴黎，我们也去外省。与那个兰斯时期的作为

教员和知识分子的我相对照，我已经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为什么在 68 事件与⽑主义转向之间有⼀个⼏近系统的关联？	

 

毛主义的转向或者采纳毛主义作为参照，对很多人来说是那个年代的诸种

影响之中的一个。或者说，转向的出现略略早于“五月风暴”。在这之中出现

过两次重大决裂，一方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另一方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

小团体，它们各自组建了“马列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UJCML）和“法国

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两个极为不同甚至对立的组织。它们的分裂要追

溯到 1966-67 年，直接源自于中苏分裂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则出自于一个更为好斗的立场，特别是马列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者联

盟，就支持越南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将各地的 “基层越南委员

会”（Comités Viêt-nam de base）认定为第一个全新样式的战斗组织，四处

出击并带有一种与传统决裂的政治风格。这些委员会集聚起那些坚决声援越南

人民的民众，在平民街区活动，这在 1968 年之前便已出现了。毛主义在法国的

结成于 68 当年经历了一次扩张，但它却另有根源，时间上略略在先。有一个预

备好了的实施框架，这一框架从始于 1965 年的中苏分裂以及文化大革命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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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教训。 

 

从何种意义上说 68 具有事件，也即决裂的功能？	

 

从绝对无法预测的角度看，68 是一次事件，其发生的路径是奇异的。一切

都是从南岱尔大学（Université de Nanterre）的小事故开始，因为政府一系

列笨拙、残酷的行为，使它扮演了某种偶然的角色，激起了学生们普遍的暴

怒，催生那些具有艺术表现力和史诗意味的斗争形式：路障，地砖。这一切都

使人联想起 19 世纪的巴黎人起义，完全是出自于一种强烈的历史想象，为此次

运动的扩张添砖加瓦。接着它与一次面目模糊的工人运动相嫁接，共产党、工

会和传统的工人、大众世界的势力得以粉墨登场，从而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状

况。 

 

68 事件的特征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样⼀个事实说明，即在⼀个月的期限内看到

⼀种⽆尽的创造性在迸发，⼀种日新月异的运动能⼒？	

 

这是所有真正事件的根本特征之一。一方面，就艺术活动而言传统的艺术

形式和样式已然有些老化过时。另一方面，相反，一种普遍的创造性

（inventivité）自由恣肆席卷所有的战斗形式，催生新风格的招贴画，它的灵

感源自于大字报，中国墙壁上的大幅招贴，使它们在法国获得更为特殊的形

式。甚至其改造游行示威的形式的能力——它们的标语，它们的发明，它们的

装饰，也是与这一不可阻挡的创造性相关。当我们被一个事件攫住，除去与其

对峙之外，我们应当将其提升到其新颖性的高度。 

 

在 68 这⼀时刻本身，我们是否已经觉察到我们与事件发⽣了关联？	

 



阿巴斯纪念专辑 

	 63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些事情同时是绝对明晰和绝对含糊的。这就是为

什么这些主观上经历剧烈紧张的年月，甚至会带有一丝轻度焦虑的色彩。我们

有时候甚至迈入自身的极限。这是因为事件总是缓慢地分解，而事件的意义问

题，那些看起来熟悉的问题，其实部分上是盲目的。尽管意识到一些新生事物

正在生发开来，但倾向于使用旧有概念去命名仍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我们所谈

论的创造性是形式上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完全被建构起来的政治创造性。到底

发生了什么？有人认为这是革命的模式，我们因此要去夺取政权。托派分子认

为这是革命一般意义上的重演，有点像1917年革命是1905年社会运动的重演。

其他人则通过我们的毛主义视角认为， 68 是一次长征的开端，一条崭新政治路

向的开端。此间曾有纷争、含糊，更何况面对的是陌生的形势。一方面出现了

全新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国家仍然平静地继续操持着它的事务。自六月起，

一个稳定可靠的反动势力占据多数取得大选的胜利。国家的局势仍然是稳定

的。含糊性也是由此而来。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存在着非常剧烈的活动和国家局

势仍然维持之间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反差。 

 

在《哲学宣⾔》（Manifeste pour la philosophie）中，您明确就 1965~1980 这⼀时

期谈到“含糊的事件性序列”（la séquence des événementialités obscures）。这讲的

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思考文化大革命，“五月风暴”及其后续，以及其它国家的政治

运动如意大利，假如我们再加上美国的激进运动，如“气象员”组织（weather 

men）或黑豹党（Panthères noires），假如我们一方面推及伊朗革命，另一面

推至波兰事件（这是为了选取完全不同的事物），我认为我们有一个足够长的序

列，在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中，出现了跨度可观的诸多事件、意义重大的大众介

入运动，尽管我们不能将其统合起来或者明确指出其应处于何一区段。这些事

件打乱了那种普遍意义上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分，它与前者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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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种错综复杂产生了一种含糊的事件性，时至今

日，我们仍不能予以明确命名。就我个人而言，无论问题有多么驳杂，其中至

为关键的问题其实是政治自身的问题。什么是政治？按照已经在经典马克思主

义中达到饱和的讲法，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式吗？ 

 

那是不是说，自从 1980 年达以来我们进⼊到了⼀个事件静默的时期？我们正在

经历⼀个退潮（reflux）的年代吗？	

 

我并不是很赞同涨潮和退潮的逻辑，因为它给政治的历史性（historicité 

de la politique）赋予了一个太过海洋的视角。就像历史上革命的时期和反革

命的时期总是交替出现一样，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一种现象，它关联到事

件涌现（surgissement）中间歇的、不规则的特征。因此这并不完全是我的问

题。1980 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陈旧过时的配置（disposition）方式崩塌

了，然而针对先前涌现出的政治革新并没有出现重启或调整。我们现在处于一

个正被某种稳定性和全球资本的扩张所支配的时期。这里并不是去寻找特定的

解释，因为事件性的复兴并不存在。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创新诸种智识

的和实践的形式，对先前阶段保持 低限度的忠诚度，而将重点放在其新颖性

的重新铺排上面。就像我已说过，“基层越南委员会”作为毛主义的 初尝

试，这些都先于 68。它们是从别处寻求滋养，而后赋予事件本身一个接受框

架。我们目前就处在此一情形中。我有时对自己说我们当前的情形与 1840 年代

相似。一个循环结束了，与法国大革命的效果迅速饱和抑或终结以同样的方

式。因此，需要为其它的事情做准备了，尽管它们还是相对不可预测的，但如

今已经有迹可循。自 1995 年 12 月的罢工起，形势已不再与之前相同了。正是

从 1995 年起，一种关于局势的主体活动开始出现。它肇始于罢工，围绕着对自

由主义的抵抗，围绕着公共服务的观念，以及普通工人理应得到眷顾和理解而

不是被无视等观点开始发声，尽管其表述方式还相当含糊。还有，从无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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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papiers）自圣贝尔纳（Saint-Bernard）教堂被驱逐到如今，关于无证

人士的吁求也开始发声。 后则是失业者的运动，他们仍在寻求自身的形式和

陈述。我们正处在一个事件的可能方位成形的阶段。这还不是哲学语汇意义上

的事件，至少这些不稳定的区域业已成形，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判定将要发

生些什么。 

 

重返 68，您将 68 事件塑造为典范是为了运用您的事件理论吗？	

 

这里需要提及尼采的著名公式，即哲学从来只是其作者的自传。事实上，

事件观念的重要性很可能主观上依赖于我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它的确扮演了一

个重要的角色。在前一时期，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确实都宁愿固守结构而不是

事件。 

 

就这点来讲，帕斯卡·博尼策（Pascal Bonitzer）最近对我们说过，70 年代以来

您的⽑主义观点对于《电影⼿册》来说已经成为⼀种参照。然⽽，《⼿册》当时

受到结构主义（拉康和阿尔都塞）的极⼤影响，借助结构主义最终形成⼀套尖

端的蒙太奇分析⽅法。您和《⼿册》之间有什么样的邂逅？	

 

知识分子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这些曾是结构主义者嗣后转为激进毛主义

者的人是同一批人。事件性的颠覆也正在于此。拉康主义者和阿尔都塞主义者

已经成了毛主义者了。这看起来显然充满悖谬，因为在读阿尔都塞和拉康的时

候人们会有其路向都是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印象，而不是事件性

和介入性的。事情还要更趋复杂一些。拉康和阿尔都塞是以激进破坏知识秩序

的面目出场的，他们的内容或许是属于结构主义的，但其思想运动的方式差不

多可以说是事件性的。阿尔都塞与共产党内主流背道而驰，提出重读马克思、

重建马克思主义并 终重树政治立场。拉康也同样如此，打着“重返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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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retour à Freud）的旗号，着力对抗美国精神分析学派的霸权。这就是

决裂的两种姿态，这便是为什么说那些 有感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美德的人能够

在阿尔都塞那里获得体认，同样，那些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拉康那里

获得体认。和其它的许多杂志一样，《电影手册》的立场受到其影响，因此我们

可以从中同时读到结构主义倾向，甚至形式主义倾向，和一种投身于激进政

治、决裂的愿望。 

 

具体来说，那时您是怎样出现并登上知识和政治的舞台，使得《⼿册》的⼈渴

望前来拜访您？	

 

这种联系的实现要追溯到 1967 年的一篇文章，它发表在《马列主义手册》

（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上面，它探讨的是审美活动（processus 

esthétique）的性质，这篇文章赢得了相当的受众。它被称作“审美活动的自

治”（autonomie du processus esthétique）。此外，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在影

片《中国姑娘》中获引用。此时《手册》正聚焦于审美范畴，交集便在此产

生。68 后，我在人来人往的梵森大学待了下来。其后我发表了若干像《矛盾

论》（Théorie de la contradiction）这样的文章。 

 

也许我们可以提出忠于 68 今天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首先，对您来说，忠于 68 是

否始终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之于我还有一个主观现实，尽管政治实践的风格或样式是完全不

同的。此种忠诚建基于几个明确的要点之上。首先，自由、解放意义上的政

治，只有在我们与国家（Etat）保持距离情况下才真正成立。从哲学层面上来

说，也就是要与我所称作的时局（état de la situation）保持距离。与国家

保持距离，即是说：政治自身的成败关键在于不应当立即变成权力的问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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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这意味着：它不是以选举过程中竞争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的。政治应当

同时在它的组织和实践之中保持一种高度独立性。这就是我所称作的一种政治

距离的必要性。政治只有在能够与议会国家的周边保持适当距离的情况下才能

成形。这是 68 后的发明。不被议会国家认可和设计，未能在其中现身或者获得

代表性的政治实践中，哪些是有意义的呢？这可以延伸到我所考虑的国家组织

秩序中的存在者（étant），即工会机关的全体。只有具体的反叛组织形式与体

制内的请愿渠道保持间距时才会有政治。这条原则正是由 68 提出，无论其所处

环境如何变化都延续下来。 

第二，只有工人和群众哪怕在 小程度上的参与，才会有政治。政治成为

可能，并不一定需要相关的阶级配置，因为此一配置也许可以在党内客观存在

的不同派别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性。然而经验表明，工人和群众形象完全从政治

空间中缺位之时，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霸权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全部真相。

这两点始终是有效的。在此意义上，它们将某种对于 68 的忠诚裹挟而去。 

 

您 思 想 中 的 准 则 之 ⼀ ， 在 《 我 们 可 以 思 考 政 治 吗 ？ 》（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 ?）中陈述过“政治是罕有的”（La politique est rare），或者还有“⼀切都

不是政治”（Tout n’est pas politique）。与此相反，68 时期最著名的⼝号是“⼀切

都是政治”（Tout est politique）。这是否说我们错误地理解了 68？	

 

在 68 时期，谈论更多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政治本身。68 是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并不直接催生适合于它的政治。它尤其是一个意识形态

战斗性（militantisme idéologique）发挥的时期。我所称作的意识形态战斗

性是基于以下事实，即种种实践、组织和介入行动（甚至是激进而暴力的）承

载着的是表征系统（systèmes de représentation）而非一种稳定的政治新形

象(nouvelle figure de la politique)。整个问题带有巨大的复杂性并在整个

时间中展开自身，需要去放弃您所说到的意识形态化（idéologisme）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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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热情洋溢又谬误百出的那些陈述，譬如“一切都是政治”，“日常生活就是

政治”，“性爱是政治”，“艺术是政治”，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坚持与此

前政治的决裂。 

68 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政治再生（réinvention de la politique）问题，而

不是说它自己构成一个政治序列。对其命名的一些要素也许仍是悬而未决的，

即便今天依然如此。它只是阻止了一定数量预先措置的主题——只有沿着四处

迁移的路径才有政治，能成为重要象征的路径（trajet）包括学生“扎根”工

厂，前往田野调查，在工人之家和郊区作实地居留，以及反过来工人进驻大学

——延续下来。 

 

您对政治与艺术做了⼀个截然的划分。您说，⼀个事件要么是政治要么是艺术

的（还会是科学抑或情爱的）。那么谈论对⼀个政治事件的艺术忠诚是否合适

呢？	

 

应当承认相对于政治的进程，艺术进程拥有某种独立性。但是此种独立可

能被两种方式遮蔽：或者寄寓于 68 后 “一切都是政治”的意识形态主题下，

这种将截然不同的事情统一视作政治的方式使得许多问题相当不确定起来；或

者将审美生产交由政治来发号施令。据我所知，这种方式下的美学生产，政治

的强制性事实上就是国家的强制性。就我来说，您已经明白，真正的政治指示

与国家规定之间不会存在混淆。我当然明白艺术臣服于国家而不是臣服于政治

意味着什么。艺术是一个创造过程，政治亦是如此，倘若我们依此来思考，二

者间就不存在一方置于另一方之上的权威关系。政治的权威从来只是政治就其

自身的权威。 

艺术自身试图揭示事物的真理，因此它也关注时局，有兴趣或者被要求成

为一种当代的艺术。68 之后，真正的问题乃是：一种完全关于正在发生事物的

当代艺术是什么？如果从中抽去政治意识形态，那么：这种希望充盈鲜活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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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contemporanéité）的艺术将是什么样呢？这是我们在戈达尔那里察觉到的

一丝忧虑。除非在他极端的经历中，戈达尔并没有将他的艺术创作臣服于政治

强制性之下，但是他尝试使他的影片作为介入现实行为，以此让人们读出其中

的当代性。我以 68 前拍摄的影片《中国姑娘》为例，这完全不是一部毛主义的

或者关于毛主义的影片。就此而言，它是非常模糊的，那些毛主义者对此很不

满意。《中国姑娘》，简单说来，其当代性在于它是一部生动讲述毛主义形成过

程的影片。戈达尔唯有自问：从此一当代性中我的艺术做了什么？ 

 

那时候您对于电影的兴趣和您对电影的批评是⼀种什么样的性质？	

 

首先，我们那个时候对一个基本观点是敏感的——让我从事物的消极面来

展开——即认为艺术也是一个生产共识（partage）的舞台。我们敏锐地认识到

存在一种反动的、与当代性相异质的艺术存在，我们需要把它们清点出来。

1972-1973 年我参与“闪电小组”（groupe Foudre）期间，开始投身于电影和

戏剧活动，当然主要的活动是饱受争议的。这个小组批判那些自诩为文化性、

艺术性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我们的活动有时采取暴力的

形式。我们极富攻击性，批判围绕抵抗运动部分含有修正逻辑的影片，我们称

其为退步（courant rétro）：《拉贡布·吕西安》（Lacombe Lucien），《夜间守

门人》（Portier de nuit）等等。我们并没有批判《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这部影片，尽管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它。这些影片聚焦于抵抗运

动的主体性，认为那个时代要么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人，要么以一种简化的方式

将人物进行二元化处理。抵抗运动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主题当时非常受欢迎。当

我们在法国寻找这些先辈，也即那些以自己的名义投身于一种对抗逻辑的人们

的时候，这些抵抗运动者或者全力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们便成为我们的参

照。 

除直接的战斗电影如《旺德工厂的复工》（La Reprise aux us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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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外，几部关于弗林斯（Flins）工厂罢工战斗过程的影片，以中国或苏

联的革命电影作为参照，迅速投入战斗行动中，我已经记不清其作品中的政治

内涵。我于是自问政治高度集中的时期是否真正有助于艺术生产。我对您说这

些可能有点儿蠢，但不难理解。事物的集中度应当是强烈的政治征调下的 佳

精神状态。 

 

我们关于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联的问题稍稍偏题了。且不去讨论从属问题，⼀

个政治类型的事件和其艺术回响之间存在怎样性质的联系？	

 

我看不到其它的中介，除了我所说的当代性外。一般而言，艺术就是为可

感对象赋予有意味的形式，在其内部，它遵循自身的事件、自身的节律并生产

出自身的历史性。一方面，其当代性的问题首先从艺术自身的状况不断地被提

出，同时也从一种更宽泛的当代性中寻找联系。这从来就不是直接转换的问

题，而是当代性的问题。选取一个 1971 年的电影人为例，他无法回避这一问

题。68 之后，在一些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人和另一些认为形势险恶无以为继的

人之间，存有着一个根本性的同时极为有力的共识。 

 

关于当代性的这⼀忧虑是否包括忠诚，抑或是其它？	

 

忠诚之于我具有一种技术性的意义，需要时拿来用就是。不管怎么说，艺

术家只受限于 低限度的忠诚，即忠诚于他自己的主观选择。除此之外，他并

没有旁的办法，除非陷入某种精神分裂的境地。与此同时，此一忠诚的义务处

在时间的序列之中，它与不可避免的普世要求同样长久。在1970、1971和 1972

这三年中，为了明确定义并且赋予他们以一个总的称谓，你要么与极左派站在

一起要么与之敌对，不存在“无人之境”（no man’s land）。这也是一个具有

政治特征的事件：这是人人皆在的事件。这不仅是一个问题也是当代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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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科学的或艺术的事件的说法并不真实。 

 

从别的意义上重新捕捉各种事物，也就是说，从艺术到哲学，从⼀个领域到另

⼀个领域的影响是遵从怎样⼀个顺序呢？举例来说，《电影艺术》（L’art du 

cinéma，1997 年夏季，第 16 期）中关于茂瑙（Murnau）《最后的⼈》（Le 

Dernier des hommes）的⽂章中，您这两⽅面都谈到了，对您来说哪个是中⼼议

题，因为政治（或者爱情）只有⼆者都涌现时才会存在。	

 

艺术显然有助于我智识的形成，它对我来说是哲学的一个条件。在主体性

的构造中，艺术性的体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是一种浇

铸。艺术之中有一种强烈的无意识的效果，一种作用于欲望自身整体结构之上

的效果。为何后革命时代的国家要将艺术置于如此这般的监管之下呢？我们可

以说这是一些恐怖主义国家，它们审查，但这样并没有解决问题。简单来说，

这些国家针对艺术效果采取确切的措施。艺术的效果是巨大的，它所影响的人

群，也许是为数稀少，但并不打紧，因为我们显然明白重要的事情总是从小数

开始的。 

 

举例来说，新浪潮电影（La Nouvelle Vague）独立于其内容之外，它对您重要

吗？	

 

是的，它是这个序列中的一部分。这些电影，从意识形态上来说看起来不

过是鼓吹了浪漫虚无主义而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举例来说，影片《精疲力尽》

（A bout de souffle）在这个序列之中，带来影响其它事物的真实效果。此种

效果体现在迁移与游离，和生动提出问题的事实，而不是通过一个始终未完成

的人物形象来沉溺于一个表征的媒介中。在此意义上，这些影片为后 68 的迁移

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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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您看来，真正进⼊ 68 序列的当代影片是太过罕有的。	

 

我似乎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您很快将驳斥我。 

 

不，这看起来是相当正确的。您已经谈了⼽达尔了。那么斯特劳布（Straub）

夫妇呢？	

 

提起斯特劳布夫妇，当然应当将他们置于与当代同质的场域中，他们拥有

艺术革新的力量。针对此一状况，我并不打算把他们的东西放在刚才谈到的意

识形态战斗的影响范围下。他们的艺术是更具里程碑意义的。很难像 68 年代的

电影作者那样去展示斯特劳布和于叶（Huillet）。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是构

建纯粹形式的不合时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兴趣，也对工

人问题、阶级关系感兴趣，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影片中得以呈现。但诡异的

是，它并不处在令我们感兴趣的那个序列。 

 

68 之后他们拍了《奥东》（Othon），通过召唤记忆的形式，算不算是对 68 ⼀代

⼈的领地展开⼀种挑衅？这种总是与记忆连接的政治处理⼿法正是您反对的。	

 

这是一种对记忆的召唤，也是一种对组织的召唤。针对 68 这代人，斯特劳

布大约这么说过：权力问题，阶级关系，比起你们自己所处的序列要古老得

多，它们被更有力地组织起来，超乎你们的激昂所能想象。这就是我称作的，

让我们强调下这点——斯特劳布夫妇非时间性（intemporalité）的忠告。他们

是在布莱希特意义上长于说教的。不过从字面意义上，他们很少板起面孔说

教。相较于序列，他们稍稍处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他们的位置和此一序列是

同质的，因为鼓舞斯特劳布夫妇的正是一种批判思想，一种真正的分析性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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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但说此种思想是突出的乃是由于他们的时间弧度更为深广。在我看

起来，斯特劳布夫妇的影片总是佩戴着《共产党宣言》的首句话：“人类的历

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乃是从古希腊人直至我们今日的大历史，而决不

是 68 的小历史。 

 

那么，难道不应当说不是“非时间性”的，⽽是失效的，因 68 事件⽽失效的吗？	

 

我认为他们缺少了某些东西，但他们的电影具有一种艺术独特性，应当如

其所是地尊重他们。当然，我的一些政治性的、忠于 68 的那些观念，恐怕无法

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的理念是不同的：一部影片通过力量与阶级的

关系之间的某种转喻，来构造宏大的历史。这就是时间的诺亚方舟，在一定程

度上它是非事件性的，在其内部他们建立起他们的形式。我想到他们影片中极

为独特的处理手法，静止、缓慢、全面。我想到《弗尔蒂尼和卡尼》

（Fortini/Cani）中意大利风景那无比美妙、无休无止的 360°旋转，他们大

约这样说：还有整片的土地、全部的空间… 我与斯特劳布夫妇的分歧，这次是

哲学上的，关于连续性（continuité）与总体性（totalité）的功能。在他们

看来，一切都看起来是被建构在总体性之中。但我使他们意识到要运用天资思

考一个观点：所有的问题比我们相信的都要更为广阔和古老得多。因此，归根

到底来说，他们相当轻视各种来自于周遭的扰动。 

 

斯特劳布夫妇的最后⼀部影片，《朝⼣之间》（Du jour au lendemain），处理的是

关于新颖（nouveau）的主题，并暗示真正的新恰恰是在时间之中持续着的…… 

 

这部电影的很多方面我都很是喜爱，但我们这里可以怀有一个极端反动的

见解。《朝夕之间》带有一种绝对妥协式的暧昧的挑衅。它说婚姻要比冒险好，

体制要比时机好，不应当向诱惑妥协，还是认为诱惑即恶的旧观念。不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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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其它的影片中，暗中的讥讽已然被跨越过去——这也曾经是勋伯格

（Schoenberg）的情形。这就是我所爱的：这是斯特劳布第一部轻松处理暧昧

题材的影片。我相信他这样安排正是为让人不可琢磨。 

 

回到虚假的新颖性的话题，68 难道没有⽣产这样的作品吗？举例来说，那些标

语的实践在⼴告业已经产⽣了重要的回响。考虑它们在⼴告抑或“社会学上”的

事后效果，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发现 68 中存在的谬误吗？	

 

这个问题与 68 的含糊或悬置的特征相应而不是它的本质决定性。显然，在

68 的地层中一些问题并不具有思考的价值：其躲躲藏藏的狂欢节的一面，其

“年轻人的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jeunesse）的一面，首当其冲关于性

爱革命的信念… 68 已经变得格外不纯净了。我所谈论的仅仅只是 68 的一个方

面，我判断为政治上的中心议题的那些，关于迁移，关于与国家保持距离的那

些… 所有这些都镶嵌在一块极度混杂的脉石里面，人们可以各取所需。 

 

68 在您关于伦理学的著作里，⽆⼒的辩护，从众，关于⼈权的意识形态，缺乏

尊重他者的动机… 不正是您猛烈抨击问题的起点吗？  

 

我并不这么以为。后 68 年代相反整体受到极为沉重的伦理-道德的批判，

甚至可以嗅到暴力的气息。在《伦理学》（L’Ethique）中我所着力批判的乃是

始自 1976-1977 年间的反 68 逆流：新哲学（la nouvelle philosophie）。这是

一个普遍的后事件现象。振奋人心的事件性从其自身内部，激发出主体的反动

形象。这就是此刻我尝试探究的东西。一个事件的主体生产，一方面是生产忠

诚性，另一方面是创造反动形象，他们本身都是真正的创造。作用力应当被创

造出来，反作用力（即反动——译注）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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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涌现的条件下思考政治，您邀请我们在表征的主题之外来思考它。只有

正发⽣着的事物停⽌简单反映全球局势时才会有政治。您也提到了政治要求迁

移。这里，我们想到了德勒兹。举例来说，通过卡尔梅洛·贝内（Carmelo 

Bene）的作品，德勒兹设想了⼀种非表征的艺术，那里，表征让位于变动

（variation）和⽣成-少数（devenir-minoritaire）。您与德勒兹的概念有何近似之

处？	

 

我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此外，关涉到根本选择——与极左派同行或

与之为敌，德勒兹显然是一个运动问题的思想家。然而，我对他为思考这一时

期提出的相当多范畴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我发现这些范畴将他与太过一般的生

成衔接起来。在生成-少数之中，我既不爱生成，也不爱少数。对我来说，它确

定不是关于生成，而是轨迹（trajet）和拓扑学上的变动（modification 

topologique）：事物从一个地点位移到了另一个地点，但它并未生成为与它所

不同的其它事物，而毋宁说，而是在别处如其所是地安置自身。这并不是一条

变形原则（principe de métamorphose），而变形在德勒兹那里却是至关重要

的。至于说少数，这一范畴在我看来 终在美国左翼人士那里修成正果。少

数，其实更近似于以社区形式存在的少数群体：女性，黑人，同性恋者，等

等。这一少数的领地并不确定与68当年的议题有涉。68涉及的是迁移和形象的

建构，这是不一样的。关于 68 序列，德勒兹哲学所提供的视野，更看重的是意

识形态的进程，关注 少的是政治进程。根本原因在于德勒兹那里并不存在政

治思想自治的概念。在《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中，思想的三种配置分别是科学、艺术和哲学。事实上对德勒兹来说，政治无

处不在。因此，并未将思想自治纳入进来。德勒兹有他自己对于 68 的忠诚，但

这一忠诚在我看来是 为意识形态化的。 

 

倘若我们现在从表征的问题出发，惊⼈之处在于，同⼀时刻政治思想家（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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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艺术思想家（譬如德勒兹）提出了众多的范畴⽽唯独没有表征。质⾔

之，是谁影响了谁？	

 

我们两个都生活在批判表征的年代。表征问题起始于艺术活动内部，而不

是政治活动。后来，它才逐渐发展到成为哲学中心议题的程度。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成为电影观众的历史？您是⼀个电影爱好者吗？	

 

我事实上属于对电影狂热的那代人。当我还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时

候，我常去电影资料馆，我使劲吞下一切我所能获取的伟大经典作品，从默片

直至当下，紧随其后涌现的就是新浪潮电影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电

影批评家，但我确实曾经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帕斯卡·博尼策提醒我们说所有的电影爱好者都有⼀个怀疑的时期。怀疑投向巴

赞，投向整个电影，怀疑成为本质上意识形态化和布尔乔亚式的……您经历过

这样⼀个怀疑的时期吗？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作为电影的电影。当然，在伟大的战斗年代，我主要是

在影片是同质于还是异质于我们的事业方面来探究电影，这并是一套有利于对

其艺术潜质展开精细分析的安排。但我从来没有走到怀疑电影拥有自己的艺术

生命的地步。我的怀疑是 近才有的。正是当前时期向我提出了问题，可我并

未向电影提出任何特别的政治要求，无论怎样，它决不会多于我向别的事物所

提出的要求。对于当前艺术的命运，它的趋势、发展阶段等等，我并不确切地

了解。我拒绝讨论艺术死亡的问题，我总是不喜欢终结的主题，无论涉及到哲

学还是艺术。 近，如同去确认电影的创造性和当代性是否一如既往地持续向

前，在某一给定的时刻我能够识别一些葡萄牙电影以及当今的一些伊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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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这些都是具体的事物，它们涉及到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性总结。葡萄牙电

影已经成为一种在思想上事后处理 1975 年革命及其后果的方式。伊朗电影对于

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则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后霍梅尼时代思索他们国家命

运的方式。对于剩下的其它电影，我有点处在盲目探寻的位置上。透过相当一

些美国或亚洲电影之中明显的形式主义或风格主义该如何看待？今日的法国电

影怎样？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此种晦暗不明难道不正是事件类型吗？就像 68 时期的政治情形。	

 

在那个时期，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即便命名是模糊的——崭新的事情在

发生。如今，这一信念自身是模糊的。我既无法达到实现连续性，也无法使之

中断。倘若我观看一部老奥利维拉（Oliveira）的影片，我就能确定影片究竟

在讲述哪一段确切的历史。但奥利维拉是一位还在世的人。此外，我们可以说

伊斯特伍德通过取自于类型电影的技巧实践了一种可被辨别的饱和度，至于其

在形式上可被识别的创新要素，我可没看出来。 

 

那么，就像您讲的怀疑⼀样，我们目击到了哲学家⽅面日益增长的对电影的兴

趣。当然已经有德勒兹了，现在有了朗西埃（Rqncière），您本⼈，还有局部意

义上的南希（Nancy），利奥塔（Lyotard），等等。电影对您来说是怎样成为⼀

种思想的场合的？进⽽，在此种哲学家对电影的兴趣之中它道说些什么呢？	

 

应当区分开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首先来讲“坏的理由”。在事物的一般

配置之中，电影担当中介的角色。人们毕竟应当能够去探讨共同的经验。如果

您讨论数学（对我来说这太过重要了），您有义务做到这一切：成为您讨论的这

部分数学的教学者，确认您讲的被理解了并 终进入它的哲学阐释。对于当代

诗歌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电影，与此相反，是一个分享共同经验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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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的理由方面来讲，今天存在着像电影之谜这样的东西。首先应当建立

起第一个论题，通过巴赞和《电影手册》知晓电影是一门艺术。接着是第二个

序列，围绕电影与当代性以及政治的关系问题。第三个序列则是要问可以向电

影提出何种问题。问题缺位的地方哲学家到来提供帮助，他尝试为问题列出格

式。德勒兹介入进来，他说他向电影提出的问题完完全全都是哲学的。对他来

说，电影的概念并不在电影内部。明确地说，这些问题关系到时间和运动，电

影是一个阐释这些关键问题的极端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正常且必要的过程：

哲学家会被一切领域吸引，那里再明显不过的就是问题的缺位。我们将会怎样

更新这个永恒的问题：电影是什么？ 

 

您提到了巴赞，可以说，他与达内（Daney）⼀道，是唯⼀真正内在于电影的

思想者。您自感靠近巴赞，您与他是否分享了譬如说恩典（grâce）的概念（现

实主义电影抑或事件如同恩典）吗？他对您⽽⾔是⼀个重要的思想家吗？	

 

巴赞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事实上已毋须讨论。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他提出

问题并给出自洽的回答。他是在一个并不隶属于我的哲学配置中完成了它，但

这不成问题。巴赞触及到的东西在我看来仍然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我称作的对

电影自身探访的因素。作为观众的我越来越吃惊于这一点的重要性。应当从这

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问题突然出现了？今天仍应从

这里重新开始来处理电影的难解之谜。通向电影的通道（passage）或者电影中

探访的理念是什么？从影像开始建立起来的电影认同并不是充分的，应当回到

更早先的本身样态即电影作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一种来临，它到来了，但

它是怎样到来的呢？我们何时能够识别到它的到来？如今它又是如何来到的

呢？电影从除了它自身以外便无物能思中思考到了什么？是什么使得电影成为

一种意见现象（phénomène d’opinion）？它在什么地方能够中断意见并立即

提出其他东西？这就是我诘问的空间所在。我接受电影是一种时间或通道

（passage）的艺术，但使我感兴趣的是去了解对正在发生事物的识别的终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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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之中有一个本己具有的探访或恩典的维度。 

 

在您论述茂瑙的⽂本中，令⼈震惊的是⼀些表达，像“静⽌的通道”（le passage 

de l’immobile），它令⼈想起了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之间所作的分解，

同时通过当代的侯孝贤或者先前的小津安⼆郎来暗示亚洲电影某些特征。	

 

小津和茂瑙之间的共同点对我而言总是显在的。在静止的通道的形象中表

现理念是问题的中心所在。这涉及到整个电影还是仅仅某种风格？某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然而，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一些永恒静止的理念会出现在通道中。

在一些电影艺术家那里，这条通道是操作的主要原则。但另外还有一些电影艺

术家，对他们来说，影片的建构更多以一种万花筒似的方式来构建，它凭借碎

片式的运动抵达静止本身。这是在威尔斯（Welles）影片中的情形。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将以一种在您看来足够残忍和挑衅的方式向您提出

问题：电影到底是一种主要还是次要艺术？这个问题与它的前一个问题之间的

关系并非先验自明的，而是如下：电影是不纯（impur）的，此种不纯是一种力

量同时又是脆弱。一种力量是因为它允许电影拥有一种分布极广可供支配的资

源。我对于电影吸收那些远离自身的事物的能力感到相当震惊， 终与其直接

的表象相去甚远。这是一种不稳定性，因为它授权电影以一种内部的折中主义

而使得我们常常会吃惊于一部电影也许在霎那间看来美妙无比但再看下去却是

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很快在电影中找到来自于别处却使电影得以维系的一些

事物。我们可以注入华丽的辞藻、一个画面暗示、一种不停敲击的音乐、一个

始终活跃的戏剧形象……当我说到“次要艺术”（art mineur）时，意思是电

影这种四处蔓延组合构成的不纯性源自于这样一种不稳定性，即那些维系电影

的诸条件只能以序列的方式存在并受制于许多钳制性条件。技术的进步将电影

的不纯性朝不确定性延伸。当电影还处在默片、黑白影像、片场时代等时候，

集中各种手段为其目标服务是必要的。当电影的不纯性继续拓展，使得“意见

现象”越来越难维持直至成为不可能之时，电影便成为一种次要的艺术。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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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假如电影实现其资源 大限度的扩充，创造更多的绝对独特、前所未见

的思想通道模式，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我们还不能完全看透的事情进入电影成

为电影的新纪元，电影便是主要艺术（art majeur）了。我的犹疑在于此。我

自问当前的问题是否电影并非凭借在不纯性上的精湛技艺取得了胜利。我们知

道，此种技艺是一种颓废的形象。或者反过来说，电影是处在一个设备装置

（disposition d’un appareillage）中，需要一门将要来临的学科来汇集它

的力量吗？我常常在想电影出现在交响乐和浪漫歌剧的时代。我们有两百来个

音乐家，但仍然需要瓦格纳（Wagner）或阿尔班·贝格(Alben Berg)把他们支

撑起来。说到底，电影对于它自身的恩典来说是否太过沉重了？长久以来，我

们都说要领受恩典就应当将自己置于苦行之中。这是一个陈旧的观念：恩典会

降临到穷苦人身上。电影并不是贫瘠的，所有那些有意使它返归贫瘠的企图都

是人为的。应该如其所是地接受电影。但以恩典和通道的方式带来的思想灵光

闪现式的探访我们仍然还会收到吗？我为此在探索着。 

 

刚刚您谈到了碎片化的活动（mobilité fragmentée）和万花筒式的幻象（vision 

kaléidoscopique），我们确切地等着您来援引侯孝贤了。	

 

我只看过他的一部片子。我已经不再在电影院里耗费大量时光了。这不是

说我看轻电影院里上映着的片子，而是说我探询的东西仍然是狭窄且有限的。

我等待着，有时候有点过度了，我计划去看一场电影，但我常常并没有去。我

跟您在此所说的属于一种无趣的经验，但我会相信您的，倘若您根据我谈过的

这些要点列举出那些值得注意的电影艺术家。 

 

您的品味⽏宁说朝向⼀种做减法的电影，⼀种削减，某种⽅式的提纯、抽象

化，⽽彻底不同于技艺的过度负荷。那么，在风格主义里面难道没有某种抽象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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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如此。这就是我讲过的形式主义，但风格主义也许调整得更好。然

而，此种抽象化，此种去形象化（in-figuration），此种可标识的非-写实主义

（non-réalisme），它显然已经经常成片出现在当代电影中，现在需要了解它们

到底是何种思想力量的承载者。在我看来，这种风格主义仍然处于其自身诸种

方式的练习之中，而不是说它已经找到出色的构思和强有力的用途。对于艺术

而言，这仍然有点太过艺术了。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实验性的或者过渡性的阶

段。 

 

在我们看来，某些譬如说像王家卫这样的⼈拥有所有风格主义的阵痛，然⽽事

实上他超越了它。	

 

是这样的。风格主义及其命运走向问题是根本性的。难道不正是在《电影

手册》发表的一篇关于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文章中宣示了风格主义的终结？

倘若我们透过形式的原则去识别其中起决定作用某一序列，倘若因此我们就说

存在着一种风格主义的序列，那么我们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找到它关涉的是什

么。要在序列中真正识别关键性的东西，风格主义仍然像范畴（catégorie）一

样太过形式化了。当代电影的传递（passe）问题依然存在。酝酿之中的东西会

不会是某种像新古典主义那样的东西？我并不把新古典主义当作一种消极的形

象。在其它艺术门类中也存在着重要的新古典主义的序列。举例来说，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存在着一个的新古典主义的序列，它同样影响到了毕加索和斯特拉

文斯基，借着这一先前伟大的突变我们便能理解它是一个必要的传递。同样，

在大卫或安格尔时代的绘画中，十八世纪的风格主义和借助德拉克罗瓦一直推

进到印象派画家的力量之间，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高度精湛地把握风格主义的

地步。为此，需要强制叠加一个可识别、表征性的层面在里面，因为如若不

然，我所称作的思想通道就会过于游离，过于弥散于风格主义的表面之上。在

此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的序列包含了风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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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种我们想要与您谈及的电影，那就是当代美国电影。	

 

在美国电影中，形式化-风格主义的力量还会从它自身内部创造一个宏观结

构体系（discipline de la macro-structure）。 

 

我们在观看美国电影时——⽆论是商业片，主流影片,还是好莱坞拍摄的影片—

—震惊地看到您的某些概念在何种程度上对于它们是起作用的。尤其是美国电

影是唯⼀系统地挑战不可能（impossible）的电影，后者是您的关键概念，因为

您同样从中发现了其政治基础。我们在此再度堕⼊到了⼀个我们已经着⼿处理

过的问题。在美国电影中，它的设想始终在于从不可能之中解决问题，⽆论是

在⼤银幕前抑或在构思期间。这是否是⼀个打动到您的⽅面？	

 

请您给我举个 近的例子。 

 

《亡命之计》（L’Enjeu），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的影片。⼀个警察

家庭中的⽗亲需要为他罹患白⾎病的⼉⼦找到⼀个供体。然⽽，唯⼀可能的供

体是⼀个患有精神病的犯⼈。他们设计让他越狱，他却逃跑了。应该把他找回

来⽽不是杀了他，因为他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种虚

构的⽅式创造出来⼀个国家正面（positif）与负面（négatif）的和谐相处，即家

庭与犯罪。通过⾏动，就会带来⼀些不可能的、⽆法摆脱的情形。美国电影的

伟⼤之处就在这里，它肩负着不可能的使命，那就是政治。透过它，在虚构的

时间里美国电影使得⼀种乌托邦成为可能。福特的电影也可以这样的⽅式来看

待。	

 

听您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福特。假如我们在尝试解释电影力量的时候撇开

相关联的微观结构和工业因素的话，便是如此了。美国电影毫无疑义的是这个

世纪 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您所说的东西意味着此种电影接受这种以相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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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方式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的类型，也就是我们所命名的不可能。与此相

反，法国电影则总是有一种回避所有不可能事物的倾向，它尽其可能地表现出

一种表达内心隐秘情感的倾向，不存在像美国电影那样激进或者置于重大紧张

的处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电影如何处理与现实——拉康意义上的现

实，而非现实主义的——现实的节点，也即是不可能出现的节点的关系？美国

电影总是构建起一个无法摆脱的中心情境，当您提出这个论题，您是有道理

的。美国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法国未必如此，比如：为了使不可能获得虚构的

可见性，需要存在可行的大的矛盾范畴。例如，善与恶都需要足够有力，这样

不可能的可见性才可以被交叉叠放于两大范畴之间的节点上。这或许是一种美

国式的善恶二元观，它使得电影充满了张力；善恶二元观经常是可怕的，但在

电影中却可以带来额外的福利，即创造性。 

 

这也造成在美国电影中不讨论表征问题是不可能的。	

 

这也许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为此种紧张赋予表征化的可见性，我们只能到

此为止，因为其中寄寓的是极富表征功能、甚至寓言式的戏剧化。您谈到了乌

托邦，但是乌托邦总是与一种寓言式的风格相伴生，此外，它极好地适应于风

格主义，因为它可以使这个总体的寓意脱节并分成许多部分。归根到底，此一

不可能是碎片化的。拉康说过，“现实就是谷粒。”（le réel,c’est des 

grains）不可能也可以是谷粒。风格主义可以成功带来一系列范畴的崩塌，而

正是后者持续地赋予全体以活力。但我们是否可以在此容纳一种与表征的断裂

呢？这大抵是一个宏大的问题。此处的这个不可能难道不总是苛求着一种半史

诗性的戏剧体吗，而法国电影在这点上则是根本无能的？ 

 

这 是 圣 保 罗 （Saint-Paul） 所 提 出 的“稀 有 的 、 英 雄 的 主 体” （sujet rare et 

héroïque）问题。美国电影拥有⼀种近乎从虚⽆（ex nihilo）中创造这些稀有

的、英雄的主体的能⼒，这确实在此刻的法国电影中付之阙如，从另⼀⽅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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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后者被抵抗运动的主题所笼罩了。	

 

我同意。为了打磨这个问题我们理应区分形象的功能（capacité 

figurale）和表征的功能（capacité représentative）。我们怎样能够在一个

并非有力的表征系统中创造出那些形象，包括英雄式的形象和抵抗的形象呢？

在布莱希特那里，尽管我们因为他从属于表征时代而责难他，但在其中也产生

了某些事物：通过一种并不必须使用表征或者史诗叙事但足够碎片化或局部化

的方式来引出新的东西 。我想到了伽利略（Galilée）的形象，他更多的被镜

头切割而不是根据一个表征的系统被创造出来。 

 

您有⼀个电影中的实例吗？	

 

我还将给您展示一个古老的例子：威尔斯那儿的。阿尔卡丁（Arkadin）确

定无疑的是一个未采用严格表征方式创造出来的形象。我们由此获得的抽象性

正在于这一事实，即人物形象没有被直接展示而是被被置于探寻（enquête）

中，而这一探寻正是以一种分割和持续迁移的方式使其难以被定型于某处或在

某处现身。没有一个形象的创造就不可能有电影。正是在这点上美国电影仍然

是支配性的。它屹立不倒乃是因为这正是人们从中所期盼的。这镌刻于其隐秘

而深远的使命中。 

 

 

* * * 

谈话由艾玛纽埃尔·布尔多（Emmanuel Burdeau）与弗朗索瓦·拉莫纳

(François Ramone)采访于巴黎，1998 年 4 月 9 日 

	

i	《Penser	le	surgissement	de	l’événement》,	见《Cinéma	68》,	1998。本文翻译获得作者本人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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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生命对景观的战争 

——论德波电影实践中的战争逻辑 

 

陆兴华 

 

 

[引] 学术地讨论德波的电影理论在当前的电影理论研究视野中能占什么位

置，似乎是不公平的。所以，本文做了这样的处理：先把朗西埃对德波本人的电

影理论的 新的批判介绍一下，坦然地来讨论德波电影理论的缺陷。然后绕出去，

去讨论德波以电影为手段展开的那种生命与景观之间的决战，勾划出德波的电影

行动中的战争逻辑，来讨论德波的这种电影行动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1．德波的电影实践有一种自己的电影理论吗？ 

 

    我们似乎应该回答：没有。让我们先来看朗西埃对德波的电影实践的批判： 

 

德波只是使图像动起来而已，不过，我们还是将这事说得有点冷漠了。

在他的电影里，只有里面的声音是真实的。它在说：你看，你们只会呆

在这些图像面前。你们像个傻瓜那样地看着它，而这些图像就是你们自

己的死亡。这一种向我们说出了[世界与我们之间的]分隔的声音，在某

种意义上说，本身却是致力于这样一种分隔的：它说，我们都是落在图

像内的—我们总是已落在图像内，但这声音就这样盯住我们不放了。而

另一方面，他的电影却不小心又信赖这些图像，要它们来向我们说：我

们必须去知道解决之道：我们不该光是看，而应该立刻行动。这在德波

的电影中是很好玩的，尤其在他的《景观社会》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

看看他其中对于美国西部片的嫁接（接龙）。一开始看到弗林（Errol F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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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砍杀杀地出场时，我们还以为是在挖苦，以为是德波在嘲笑这些美帝

国主义者傻瓜和他们的英雄神学。根本不是这样的。德波是将这些冲杀

当例子的。他在说，我们就应该这么做：我们应该像弗林这么做，必须

像约翰.韦恩那样杀向南方人或印第安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的

模式：无产阶级战士攻击景观的主导。同时，当然了，这样的电影镜头

仍不失为景观，肯定了那一说出下面这样的话的声音的权威性：‘大家总

是已身在其中。’我们从中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这样比较平庸的时代

里，情境主义者们都[堕落]成了这副模样：去批判民主着的消费者上了

大众媒体的当。”1 

 

    在上面的这段引用中，我们读到了朗西埃抓出的这么醒目的几条： 

    （1）德波的电影中，“画面后面的声音仍在隔离我们”。这声音仍带权威。

仍是景观。朗西埃指责德波并没有处理好，或者说，自己犯了他不让别人犯的错

误，就将影像的权威转到了录音上。这一指责当然是有理的。 

    （2）“不应该观看，而要立刻行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到目前为止仍是

流行的行动神学：做点什么吧，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些，至少使你活动一下

身体，不会得抑郁症，还能在讨论会上拿出来慷慨陈词一下，像艺术家和知识分

子们一直在秀的那样，尤其是，做一些小的行动，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做上街占领

和推翻这个景观-资本秩序的大行动了。齐泽克一再警告我们这个。但理论也是

一种实践，当然也是行动，是主体在某一情景里的立场申明，是公共场地上的草

图分析，属于德波式的情境策略之一：在某一点、某一情境中的对某一激情的充

分实现。但德波自己的行动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还不是朗西埃上面说的那种。关

于德波自己的行动神学和关于战争电影的哲学，我们将在本文 后部分另外展开

讨论。 

    （3）德波将好莱坞明星的奋斗变成“无产阶级战士去攻打景观”，这作为一

种革命策略当然还是不成熟的。但这是德波的“异轨”方法的精要，并不只是一

																																								 																				 	
1 朗西埃，《疲倦者活该…》，Amsterdam, 2009 年，第 6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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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治姿态，是要将电影片断在不改变其蒙太奇的情况下硬地组合在一起，使其

相互碾压：故意将从来不搭边甚至犯冲的东西拉到一起。朗西埃对此的批评是：

这不解决问题，不是出路，只是玩耍。而德波可能也不是真想寻出路和方法，他

可能就是先要这样搞乱，决不接受它。本文在 后要讨论的德波的战争论与这一

“无产阶级战士去攻打景观”相关，我们到时展开。 

    （4）“大家总是已身在其中。”朗西埃指责德波这仍是陷入黑格尔的总体论

的归咎模式，也仍在批判中重复马克思的翻转现实这一模式。德波的确采用了这

一策略：先从现实中撤离，将其翻转，我们这才能重新进入；对景观社会，我们

也应该这样吗？朗西埃怀疑这一点，想以搅拌论替换：布列松式地用新的蒙太奇

重新将一切拉平，放进新的感性场地中，才能重新搅拌出诗意，才能形成共同体

的新感性，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德波提出的这一种是错误的。的确，德波没站到

这一高度。这是因为他没想到，还是他不愿意？ 

    （5）“批判民主着的消费者上了大众媒体的当”，这种批判，朗西埃认为，

是为统治我们的那些意识形态说话了。对于民主人不好好搞政治却忙着消费，为

消费而出卖、牺牲民主，你怎么去批判？说民主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消费者？ 

那么，我们来看朗西埃自己对电影的景观式批判：电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继

续。布列松比福楼拜更现实主义，更民主。电影中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电影的

两种蒙受太奇：辩证蒙太奇和象征蒙太奇：将一切更拉平、更搅拌。这是比毛泽

东、阿尔都塞、德波更强调造反有理：将“今天”当作巴尔扎克笔下的古玩店，

从中重新发现诗意…先锋电影导演与无名民工之间的相遇，电影本身能将他们各

自身上的他者勾引出来，这两个他者之间才能相遇。 

    小结-1：德波的电影实践背后可能没有另立的一种专门的电影理论。如果

说他有一种电影理论，那也只是说，他相信电影里只有白骨，是观众在影片里目

睹自己的死亡，那么，还是让我们先亵渎它，来助其快点自毁吧。这无损于他的

思想家地位。本文 后部分会发挥这一点。 

    小结-2：对于德波而言，détournement，异轨，有小的和大的两种。大的，

就是挖出其中的一些因素，不按原来的语法，而是照我们当前的革命语法拼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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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它，并且玩残它。就是像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中示范的那样：半路剪径、绑

架、萃取、提汁、回灌，恶意地，不带一点点教学法式的示范。小的，就是在他

在自己的电影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具体手法。朗西埃批判的是德波的小的 dé

tournement 部分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大的部分看，本文认为我们仍可以打捞出很

重要的东西。这种大的 détournement，就是我所说的德波的“电影行动（cinematic 

act）”本身带有的向一切宣战的战争逻辑。他不是在做出一种更有示范性的“对”

的电影动作，而是要将拍电影这件事本身带入他的这一行动之中，自己使自己

后拍不成电影，自己先打断自己身上的七寸。电影是他的个人的战争行动。 

 

2．朗西埃对德波的景观批判的再批判 

 

    朗西埃对于德波的景观批判作了这样的批判： 

 

他是景观的谴责者。但他的批判只是对马克思的颠倒的世界这一图式的

延续，是要恢复分裂的总体。他是在用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对抗群

众的生活方式 。2 

 

朗西埃似要这样向德波发难：想要摧毁景观的那种批判必须同时能够证明，对景

观的批判是不会生产出世界的反面，也就是景观的。也就是说，如何撇清、证明

自己这种对景观的批判不是景观的一部分？那我们就要问：朗西埃这种要求对德

波是公平的吗？朗西埃的前提是所有的批判都不灵了，包括德波的这一种。我们

要问的是：不要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和阿多诺们示范给我们的批判，那么我

们还能做什么？朗西埃是将赌注押在了至今还不可见的民工身上。那些鬼一样现

身的民工身上，才有我们摆脱景观统治的出路。德波的确在这方面是太悲观，悲

观得有点武断。 

朗西埃还建议了我们对德波的景观批判抱这样的态度： 

																																								 																				 	
2 朗西埃，《疲倦者活该…》，同上，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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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杀死德波，但必须与这种景观批判的话语告别，那已成了主导意

识形态。我们有必要去分析它所处的传统的谱系。3 

 

德波不光是德波，他还代表一种很有些时日的“景观批判的话语”的谱系里的一

族。警惕他，朗西埃认为，也就应该小心他后面的一系列话语： 

 

发明了图像批判和景观式消费批判的，是十九世纪的那些精英们，他们

被对物、图像和符号的新展示方式吓坏了，觉得新的经验传布形式会使

一切失控的。原有的解放传统被这些精英话语污染，群众反而被这些话

语捕捉。4 

 

群众反而会被这种尖叫般的末日预言式的景观批判话语捕捉和绑架。朗西埃的这

一提醒当然是必要的。在今天，我们在讨论德波电影的战斗性时，弄清德波自己

的景观批判话语所处的谱系，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朗西埃也看到，生活在景观社会的人，与生活在柏拉图洞穴内的人，没什么

大两样。洞穴内，图像被当作了现实，无知被当成知识，贫穷被当成了财富。个

人越有能力想象和建构自己的个人和集体生活，堕入洞穴内的奴役，也就越深。

总是，朗西埃向我们指出，陷于景观社会后，我们对虚假财富的批判，也会成为

对虚假贫穷的批判。因此，想要弄清景观的统治法则，我们就必须去知道为什么

景观社会会无尽地复制与其现实对等的假象。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活动和社会财

富之间，被隔开了。5这种隔开，才是景观的起因和后果，景观本身的险恶，也源

于此。景观背后，是阶级剥削和压迫在起作用，共同体因此而被生生分隔，人和

景观之间的分隔，只是表面。在这一点上，朗西埃对德波保持了距离，认为后者

没有认清，景观背后实际上是统治秩序下的政治和审美不平等；如果推翻了景观，

																																								 																				 	
3 同上，615 页。 
4 同上。 
5 朗西埃，《被解放的观众》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Gregory Elliott 英译, Verso，2009 年，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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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平等依旧，还会出现新的景观社会。 

朗西埃还指出，德波和巴尔特对于景观后面、图像后面的真相的揭露，会掩

盖这样一个事实：解放仍然是当场、立刻就可开始的，因为，异感（dissensus）

时时都在现场，当前就存在。景观中就已存在异感，可搅拌出异感。解放开始于

这种可见、可思和可做之间的争议和重新部署、分配，开始于那些没有资质的人，

也当场来要求平等，急切、不可阻挡地来索要。德波的景观批判，在朗西埃看来，

仍陷在阿尔都塞和布迪厄式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式、批判性文化社会学式套路

里，是为批判而批判。 

    朗西埃还指出，当代流行的批判性艺术，也并没有比德波的景观批判有更

好的表现。那么，如今，如仍要批判，我们应从哪里开始？朗西埃指出，找到

一种正确的批判方法论和出发点，既做不到，也多余。我们其实只须从磕开每

一个 新面对的场景开始，兜底击破它，在每一处、每一地、每一时，都重新

去形成知觉和释义的新配方，来开始我们的批判，或从不论你所称的任何政治

解放行动中，就可以开始批判。6 

我们当前的批判困境其实是：一方面，我们批判者自己再也拿不出一个可

触摸的替换现实，来取代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堪现实，尤其在我们在革命和审美

两方面试过这么多次，又失败过那么多次之后。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现实，

正在汽化、石化、沙化，我们无法在现实里找到自己的批判所需的稳固的立足

点了。而在此同时，正如德波指出，我们正身处景观：同时身陷我们所处的现

实之外的另一个单立的现实之中，不能自拔。我们被它吸入。我们的批判经由

大众媒体的放大，本身又会成为景观。这样的情状下，我们怎么来开始批判

呢？我们还有必要再一步步重复前人的那些批判努力吗？ 

 

 

																																								 																				 	
6 《被解放的观众》，同上，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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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争：严肃的诱惑 

 

    我们一旦想要发起对这个景观-消费社会的批判，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德波？

为什么批判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一样爱去利用他？他为什么这么方便和好用

的呢？我们在今天想要依赖的是他身上的哪一种特质呢？ 

德波一生 后的长文本《自颂》，也就是他的自传，重新勾划他这一“行动

的生命”中今天仍能让我们惊叹的那些特质。所谓战争电影这样一种姿态，我认

为就建立在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与景观之间的火并这一认识之上的，朗西埃批判的

德波电影理论中本身的不彻底，是第二位的，并不触及德波发动的生命与影像之

间的“战争”。 

    这种战争不是具体的介入，而是体现为他的生命的基本态度。他是一个每天

24 小时的行为艺术家。他的生命对于景观的抗拒的第一个很彻底的姿态，就是

他拒绝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 

    他处在一种单方面向整个景观世界开战的状态。一个人与整个景观世界之间

发生了战争！他生活在敌占区。他必须全面抵抗。《景观社会》第 150 条说得很

清楚：拿工资和拿口粮的人，是生活在一种假的循环时间里。他一生从不进入任

何职业，不从任何地方领钱。这想必是很难的，绝大多数艺术家也都做不到。我

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学他不来，不可能学到、永远学不像的，正是这一点。我认

为这是他身上 “激烈”的一点：是 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决裂的地方。激烈

到：这是他这个生命对景观世界发动了战争，单方面宣战。我想正是这一点鼓励

了哲学家梅亦舒床头总放着德波，还创办了一本名叫《德波》的杂志。这是他们

的共同情怀：第四世界的芽已在我身上，它是献给人人的，之前世界里的上帝一

定都是十恶不赦的。我们要将正义世界献给过往和今后的每一代人，附带赠送一

个不再害人的上帝给他们。 

上班领工资，在德波看来，是世间首恶。但问题来了，每天要用的钱将从哪

里来？ 近披露的列斐伏尔 82 岁高龄时所做的访谈（是他主动要求做的，他觉

得去世前不得不做这个，他此时对德波仍是动情的）里描述了他在 1962 年-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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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亲眼观察到的德波和朋友们的生活场景实况：圣-雅克街的出租房才 20 来平

方米，暗得白天都需开灯，但是，为了省电，他们晚上都不开灯。这是列斐伏尔

很多次去后观察到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老婆爱莉丝为杂志写些每周赛马

赌博指导来弄点稿费。德波自己是从不谈他从哪里弄到钱来这样落拓地生活的。

访谈者对列斐伏尔说，你看德波还是违背了承诺，让老婆去干了资产阶级式工作。

列斐伏尔当场为其辩护说，这不能算，因为爱丽丝自己说她一点都不喜欢这工作。

在《自颂》中，德波描述七、八十年代呆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时如何在山中小屋

里一呆就是近两年的事。不光不去弄钱，他还长期陷于完全的孤独中，仿佛是刻

意追随隐秘派的作风。 

德波是将自己的生活当作他自己这个作品的材料的。为了反对资本主义世界，

他从头就与自己为难。他几乎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区别只在于，一般的行为艺术

家是只有表演时才是那状态。德波是天天时时在这一状态里的：所以才有他的那

句名言：生活大于艺术，生活才是 终可算数的艺术，艺术搞得生活都被启动，

使生活发了威，艺术就退位：生活才是真正的艺术。不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

生活世界发狠，作彻底的戒严，能搞得好艺术吗？而不对景观世界宣战，你能 有

自己的生活的吗？  

他身上的第二个令人惊叹的特质，是他的与生俱来的骄傲：他向这个世界、

哪怕他的朋友们宣了战。在《自颂》中，他写道： 

 

    我从未相信过与我同代的人已接受的那些价值。7 

 

到人生末端，回顾他经历的友谊，与他的战友的关系时，他也说得冰冷到能让听

者身上起鸡皮： 

 

    朋友们都是他们自己来找我的，他们须知道如何才能被我接受，才能做成我

的朋友。 

																																								 																				 	
7 德波，《自颂（Panégyrique）》  见：http://www.chez.com/debordiana/english/panegyric.htm。以下的同书

引用将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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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骄傲是基于他对人生的认识，还是出于长期战斗的经验，是险恶中的自保？

我认为应该从他的“战争游戏”、“战争棋”的角度来理解。也许应该从他爱读的

《孙子兵法》处来理解。 

 

他公开声称要摧毁我们这个景观社会，连那些崇拜他的人，比如说我们这样

的拥戴他的后人，他都无比害怕，不予申诉地要将我们斥退的： 

 

    我决不承认那些承认我有才干的人。 

 

他也认为自己有错，但坚持： 

 

    死前也不应改错，豹子是带着斑纹去死的。 

 

他真的是各种意义上的“没朋友”到底了吗？写得深刻、行动得很情境主义，就

会“没朋友 ”吗？他这样可不是个人主义了，而是“一个人主义”到了天涯？

是的，他要的就是这境界： 

 

    走投无路时，我反而什么都不畏惧了。 

 

这么骄傲，德波还值得我们尊敬和仿效吗？这句话应该是从《孙子兵法》里套出

来的。8《景观世界加评》开头不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这一句。总这，连跟在他后面

都是不成的，他自己说那是不值得、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以我们自己的方

式去成为他？那么，如何去“成为德波”？就是去单方面地去向这个世界，向每

一个人宣战？ 

																																								 																				 	
8原话可能是：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

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 ——《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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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争逻辑 

 

《景观社会》和《加评》中的关于战争的部分曾很让我很感到意外。德波一

生热衷于研究战争的交战双方的平衡。自传倒数第二章 紧要的关头，他不讲自

己，反而是征引让他肃然起敬的那些会写文章的战士的献身疆场时的 后言行。

那两本书里的战争逻辑我觉得加上他的这种战争游戏学，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他到底想要在电影里干吗，为什么他根本反对电影为什么还要用电影来打仗。 

他引用克洛塞维奇 1806 年 9 月 18 日的信： 

想到眼前这些人将肩并肩地冒着千万种危险，就为了到达同一个地点，去完

成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这一并肩蜂拥向前的画面先就有了意义，正是这意义

深深地打动了我。 

 

德波显然崇拜的只是那些在战争上留下缺憾的文人。打过仗的文人，才值得

他关注： 

 

必须承认，我们这些想要妙笔生花的人，其实是最被证明未有指挥战争的能

力的。 

 

这一句也许只是在说他自己。但是他心目中是装着一些光辉的既会动笔也会

动刀的狠脚色的： 

 

塞万第斯率 12 人小分队守住城门，身先士卒，不让土尔其人登陆。斯汤达

在意大利率一个连活捉了一个营。但丁毙掉一个战前退却的副手，还将此事写进

了《神曲》：是什么样的无望让你看不清这个战场，而要让人再也看不到你的葬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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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句话似乎表达了德波想在 后的决战中与我们这个景观社会同归于

尽的决心： 

 

在古希腊，预见者都不肯逃离，仍想主动死在自己作出的预言里。 

 

这就是他的战争态度：看清，预见，但仍投入无望的战斗。我们今天看到德

波的批判和决裂有些高古，是因为我们仍在幻想我们的批判和抵抗会找到一条出

路来？这种决绝很反映德波身上某种很古典的品格。朋友们都说，德波想过的是

十七世纪的生活。做不到，但仍不愿与我们这个时代为伍，于是，就隐居，像暗

中下毒一样，他将现代诗歌中的全部力量释放到我们时代之中：就像引洪水到自

己的家园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确因他而遭殃了！ 

 

读到下面这段时，笔者的眼睛湿了。德波向往的竟是这样一种献身： 

 

从布拉格退却时，德伏维纳格（de Vauvenargues）上尉率部冲下唯一的出口。

饥饿和混乱冲蚀着他们奔向的这一隐蔽的通道。夜拖住了他们的步伐，死亡已暗

暗尾随他们。…冰面上点起的火堆，照亮了他们最后的时刻；大地成了他们敬畏

的床。 

 

德波是不是在这样憧憬：在失败和灭亡的 后一刻，也可以是分外美好的，

也许我们就为的是追求这一刻，给自己的壮怀激烈者留下一个 后姿势。这段话

里的气势远远超出了德波的那些被我们熟习的如《景观社会》中所展现的黑格尔

式辩证推演！ 

战士的献身可以既不为敌人，也不为自己，而是两面不落实，命运这才骄人： 

 

夏勒（Charles d’Oléans）将军与法国最高的勇士们与可以一抵十的英格兰人

战到最后一刻，被俘二十五年后， 回国时一点都不领情，更与欢呼他的人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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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 

 

也千万别小看了文人武士的将功补过： 

 

修昔底德率一个旅救城，差几小时才赶到，失手，痛不欲生，遂先占住邻城，

结果就挡住了敌人退路。 

 

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根本不是吃素的： 

 

圣-西蒙上尉的骑兵连已完全暴露在敌人炮火下，发起五次冲击，他次次都

冲在最前头。 

 

德波情境主义式地把握自己的个人命运，古代就有人与他惺惺相惜的了： 

 

马希纳（Masséna）将军说下面的话时已五十七岁了： 

 

指挥要求人孤注一掷。他对部下说：我们这个职业里是不能活两次，正如我

们在这个世界里是不能活两次的。时间不等人。我们不能两次保卫热那亚。也没

有人能两次发动巴黎起义。 

 

不管怎么说，德波要我们也都这样早作准备，到时能大义凛然： 

 

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最后大家都得死。不论在别的事上防守做得多么精

致，正如帕斯卡约略地说的，最后一步一定是血腥的。 

 

遗憾是会多的，但好在：写作，也许是对战事失手的一种加倍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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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拿笔的人，这是一再证明的，在战事中，往往都曾留下些缺憾，但他

们后来写起历史来，是决不会拿不出巧妙之辞，将当时的激情传达给我们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应该像波那样相信，我们的结局，是在写作中，与养老

金和火葬场尤其无关： 

 

那些想要超越既已建立的旧秩序的人，决不应当依附于当前的混乱，哪怕在

文化领域。应该这样来斗争：哪怕在文化领域也不再指望未来的运动秩序的具体

出现。 

 

胜利只属于那些懂得制造混乱但并不爱上这种混乱的人。   

革命时机不光已成熟，它都已腐烂了！不光只有回到过去是反动的，哪怕“现

代的”文化目标也是反动的了，因为它们是依赖于旧社会形成的那些意识形态的，

是它将旧社会的死亡的折磨拖到了当前。 

而我们今天则只能够做到像波那样，在修辞上老练，在思想上的锐利、轻快。

这是我们在今天仅存的能做的事，如果我们要跟随德波到底的话。 

 

5．屏幕、棋盘与战争：斯蒂格勒对于德波景观批判的逆转 

 

对于德波而言，今天的战争是关于屏幕和界面的了，电影可能已不是战争的

中心。 

人先已成为消费者，掉进景观中了。必须自拔。失憾而回退，这是必须的：

只有通过缺憾而回退，动用假肢，人才能完成自己的命运后，向前迈得更远。人

是无法被完成的或实现的，只能通过出错回退，才能另外地被实现。它总是未完

成的。重置那一使它出错回退的东西，使它运动，这才允许个人去追求自己的个

人化过程，显示出其应该是的样子。这种出错后的回退是其动机，是其引擎。使

我向前走的东西，正是我的出错后的回退。一开始是不合格，回退，再弥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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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斯蒂格勒对德波的景观批判的逆转。 

斯蒂格勒在去年的国美演讲中讲到康德的审美判断时，指出我们的审美经验

中也人人在体会着这种憾失和升华：我喜欢，总认为别人也应该喜欢，但其实总

也知道别人是不会跟从的，只好重拾自己的心情，接受别人的异趣，打折后自己

坚持，才形成自己的审美判断。这是一种普遍经验。成为人，不断地成为人，是

结果。人类没有一种给定的品质，因而只是一种在结构上讲未完成的个人化过程。

人仍在不断地成为，但这种成为是被出错回退所限制。被拒，成为例外，才对。 

但是，在今天的界面上，苹果公司们在提供的快乐的屏幕和界面，让人人在

上面顺利、开心。这种许诺和舒适是意识形态陷害，是想让我们幻想不通过努力

来获得快乐， 后会谋杀我们的快乐。也可以说，今天的 险恶的景观，不是屏

幕，而是景观。在今天的界面，电影、电视、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正遭遇重大

的伦理取舍：应该升华，还是退化?照德波的方向走，是退化。要升华，我们必

须像伟大 的登山运动员或伟大的棋手那样地不断去找到自己 的新的平滑面，给

后人留下道路。 

在 2016 年 3 月底的国美讲座中，斯蒂格勒努力证明，痛苦是必需的，劳动

就是折磨，那个无法到达的视野，无限的游戏，正是我们的个人化过程。在登山

时失去一个脚趾头或甚至性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这种搭上性命的冲动，是基

于人类的核心需要，是阿伦说的对于升华的共享。这就是每一个五岁的儿童见了

树就想爬的原因。 

登山的目标，类比地也是我们人人所是的技术式生命形式的制高点。不是为

了一览众山小，而是为了将各个峰顶当作我们的新界面，当做共同时空，当作走

廊、广场和珠峰，用来标记我们的“在一起”的“高度”、嗨和“不要命”。这就

是我们的升华。必须在一起共享一种努力攀登到的高度，才合格。 

所以，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提出的“快乐界面”这一目标是错误的。它贬低了

人类利比多升华的期求。它倾向于消灭人身上的复杂性，使人不能默契和共谋。

而升华必须是一种打乱，总构成一种变态。 

比如电脑游戏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在于游戏中有很多东西他们不得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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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他们大多是为了爱学习，才去打游戏的。但我们的界面设计往往是配不

上他们的这种学习也就是心理集体的跨个人化需求的！在游戏界面上将对象不断

复杂化，游戏者才能够在过程中改进自己、升华自己。但在比如说围 棋 共同体

里，这是伟大棋 手的终极任务：为后人留下克服难度的伟大棋谱，而不是追求

谁战胜谁。 

斯蒂格勒于是用卡斯（Carse）的游戏理论，来讨论界面设计的 终目标。有

两种游戏，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玩无限的游戏的人是在生产时间，因为他们在

游戏中发明新规则，无限地去探索新的路径。比如在围棋中，你是根据个人语法

去玩它，你的玩并不影响别人玩，但是，你将游戏个人化过程中，却留下文献（谱），

共谋和同谋，使 隐蔽的规则不断显现，遭遇其他选择手，共同、集体地个人化，

串通，co-individuate，感受到 Affectivity，即兴化，共时化。这很像登山者在维基

百科上的共同攀登。这是要与山交朋友，不光占有它，也是让它反过来来占有我

们。这是在增加我的欲望，那不可被消费的欲望。这是要使倒下和失败也成为艺

术过程，不让我们的利比多退化为驱力，退化为怨恨。这是对于德波的景观批判

的一种重要逆转。 

 

6．德波的战争棋 

 

    有意思的是，德波在晚年转向了“战争棋”，基于克洛塞维奇的《战争论》

的一种现代战争游戏。与过去的战争棋不同的是，他在里面增加了通讯兵，战争

的结果也不再是对立双方的胜负，而是“使历史重新流动”。9因为，德波在《景

观社会》中说，统治阶级总是想要占有物品，并同时被物品占有，他们不得不同

时去保存住那一被物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想在历史中不流动。战争棋就是要

训练我们不断去打破这一块块被物化的历史。战争棋是要训练我们从战术上的高

度获得自信，然后移向战略上的高度，去成为历史的主人公。 

    从本文的眼光看，德波早期是从小册子移向了电影，晚年则是从电影移向了

																																								 																				 	
9 McKenzie	Wark，“The	Game	of	War:	Debord	as	Strategist”，	 see:	
http://www.cabinetmagazine.org/issues/29/war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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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棋。也就是说，他的电影行动在他的战斗中起到他后来的战争棋的作用。他

认为好莱坞电影是假电影，是景观，他要用真电影破坏它，同样，他认为资产阶

级领导的战争都是假战争，我们必须用真的战争撕掉它们的画皮。他在《战争棋》

一书中引用希劳内莫斯（Marcus Hieronymus）的 1527 年的诗 “Scacchia Ludus

（游戏棋）”，来揭露我们的既有的战争的实质：我们打的都是画皮的战争，一

个个战役打得像真似的。这一看法也可同样被用到德波的电影批判上：我们弄得

仿佛真的会拍电影似的！现在，我真的要给你拍拍电影来看看啦！ 

    所以，本文倾向于认为，德波的电影理论是他的战争论的一部分。朗西埃从

电影理论出发的对德波电影理论的批判，是漏掉了这一部分。     

 

7.小结 

 

    德波自己的写作中，战争和棋盘这两个主题反复出现。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

理解他的电影行动，我们会得到更客观的对他的电影行动的评价，避免被朗西埃

式电影理论式批判障目。对于德波，景观战争占领了这个世界，我们必须用战争

电影或电影战争加以回击。  

但另一方面，德波引用诗人卡亚姆（Omar Khayyam）说，我们是在存在的

棋盘上下棋。我们是以天空为棋盘的那一盘棋上的一颗颗棋子；--我们在存在的

棋盘上自娱，--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被丢回到了那个虚无的棋合之中。晚年的

德波从屏幕回到了棋盘，但同样地在一次次发动他的反对景观的战争。我们应该

从他是一个战略家这一角度，去看他的电影行动。正如阿甘本指出， 

 

我一度很想（现在我也很想）把居依• 德波当作哲学家来看待，但他告诉

我：“我不是哲学家，我是战略家。”德波把他的时代看作一场以某种战

略介入他整个生命的不间断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涉及德波的地

方，我们应当质问电影在这种战略中可能具有的那种意义。为什么电影，

比如说，（为什么在德波那里）是电影，而不是诗歌，就像在伊苏(I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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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情景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那里那样，或者说，为什么是电影，

而不是绘画，就像在德波的另一个朋友，阿斯格• 约恩(Asger Jorn)那里那

样？10 

 

他是战略家，他不可能真的去拍电影，只是拿电影做了他的战略的一部分。“德

波把他的时代看作一场以某种战略介入他整个生命的不间断的战争。”他的时代，

对于他，是一场已经以某种战略攻入他整个生命的战争。他的电影只是回击之一。

他需要荣誉感，奋起捍卫了。之于为什么是用电影这种手法，不会是因为德波自

己对电影有宏大的改造计划，而是暂时将它当作了向景观开战的战场。电影本身

对于他而言是战场，不再仅仅是电影。 

 

																																								 																				 	
10 See：https://www.douban.com/note/128187735/  



阿巴斯纪念专辑	

	 102	

	
快乐的知识：影像与实践的共同尺度	

	

芬雷	

	

	

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	

  ——马克思	

	

历史的 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恩格斯	

	

要想在生活中充满快乐，那就要去生活在危险中。	

  ——尼采	

	

	

  关于影像，同时，也是关于实践，《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的一句话，或许

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意识与存在时指出，“意

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

程”，随后，他们借用摄影术的成像原理来解释意识形态中的人们及其实际生活

过程的关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

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

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存

在，只是作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它与存在本身仍然存有差异，这就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倒现”状态。	

  影像不能完全归于意识，它更像是意识和存在之间的一种连接物、剩余物或

者说褶皱。首先作为意识，影像也是基于“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展开活动，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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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影像所表现的生活过程和实际的生活过程是同时的。而生产影像的摄

影机，则复合了照像机和眼网膜两种既一致又不同的“倒现”，前者在于持续不

断地将“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转化为直观的影像，而后者在于拟真人类与其实际

生活的直观关系，从而保证影像与生活的同时性。从影像的角度出发，一如电影

的同龄人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观点，哪怕影像的本性在于物质现实

的复原，影像更多展现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现实，换句话说，是“被意

识到了的”物质现实。影像所能复原的从来不是物质现实本身，而是物质现实的

意识关系。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强调意识的这一层“倒现”状态，无疑是为了确

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

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

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所展开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就是生产

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如果我们把如此第一历史行动，理解为人的实践属性的话，

那么影像只能作为针对这一实践属性的再实践或者说再生产，而始终不是基于所

谓“第一个历史行动”的生产，因为它无以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直接参与生活资料

的改造。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将影像针对“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再生产，

作为历史行动序列中的哪怕一个环节呢？	

  关于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及作家的劳动时所说，“作

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商发财，也

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马克思的这一提醒，无疑有助于我们梳理影像

与实践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里，影像与实践大致包含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影像基于“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展开生产活动，它是针对人之实践属性的

再实践，因此，影像是实践的一部分，而影像的诸多形式也构成社会生产的形式；

第二，影像作为展现物质现实意识关系的媒介活动，不能等同于实践，换句话说，

影像的实践必须接受“第一历史行动”的批判，始终不能越过这一历史行动；第

三，影像所拍摄的存在，不管是纪录的真实还是扮演的虚构，作为一种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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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它与实践本身，与实际生活过程，是同时发生的。	

  如是三种关系，就像三条线索，虽有交织，却不尽相同。尤其置身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法国左翼电影的斗争境遇，影像与实践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影像作

者之间、影像团体之间以及影像团体内部，持续展开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们试

图在影像与实践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纯粹的方式，以此响应世界革命的迫求。

这种迫求当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关，跟共产主义革命有关，跟

一种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不公正有关，而且这里面还包括当时整个

国际形势的影响（如张艾弓在《法国“战斗电影”的中国印记》一文指出的，苏

联直接干预匈牙利使法国左翼出现怀疑与分裂）以及著名的“68 五月风暴”的

催生，然而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构成法国左翼电影实践 强力的思想药剂，则

在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理论实践”这一认识。	

	

从理论实践到影像实践	

	

  在一篇写于 1963年 3月至 4月，题为“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

衡”的文章里i，阿尔都塞比较系统地论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进一步阐释“理

论实践”这一认识。在他看来，将唯物辩证法的现成法则应用于既有的成果领域

并不是“理论实践”，因为这样的实践对既有成果领域的发展没有一丝一毫的改

变，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还极为容易把唯物辩证法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桎梏。阿

尔都塞强调说，“在实践中承认某个真理的存在并不等于认识了这个真理”，以至

在实践中抱持一种现成法则的直接应用态度，很多时候无法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

题，甚至还有可能重新落入意识形态的诱惑中去。面对如此难题，阿尔都塞给出

的解决办法是，回到马克思，回到唯物辩证法没有被完成——或在马克思的文本

中没有被说出——的状态中（“马克思从没有写关于辩证法的书”）。理论实践的

任务，因此在于“从理论上去阐述业已以实践状态存在的解答”，而这对于既有

的号称可以指导实践，并直接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思想、方法论、法则等意识形

态形式，意味着进行认识上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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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一清算，在于揭示唯物辩证法对于

黑格尔辩证法的一次债欠，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公开承认的，对

黑格尔辩证法“合理方面”的承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

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

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

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阿尔都塞试图指出，马克思在这一段话里对于黑格尔辩证

法的承认在于，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使得它不能作为一种解释既成事实的理

论，而是一种革命的方法。但是马克思强调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

立着的”，而唯物辩证法要把它倒过来，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的“倒立”，和前面提及的意识的“倒现”，虽不能一一对应，但是不

妨关联起来理解。简单来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立，就在于它把意识的自在自为

作为辩证法的运动形式，从而带来一种马克思所谓的把意识形态与存在根源吻合

一致的“狂妄要求”。因此，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也就意味着恢复“第一

历史行动”的决定作用，将实践，更为准确地说，将实践之于实际生活过程的矛

盾斗争作为辩证法的运动形式，并以之为批判和革命的方法。阿尔都塞通过阐述

列宁的《哲学笔记》，尤其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详细并清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

在这样一个矛盾斗争中的运动形式，并提出“多元决定”，作为理论实践过程中，

也即产生认识的连续过程中，出现的中断时刻/地带的解放需求。正是认识的中

断，吁请作为“第一历史行动”的实践的批判与革命，而不再是观念的自在自为

与辩证统一。	

  理论实践的任务，在阿尔都塞这里，是“从理论上去阐述业已以实践状态存

在的解答”，而这一“实践状态”的存在，之所以没有理论化，之所以没有进入

观念、意识的自在自为的世界，成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一部分，在于它是

“产生认识的连续过程中”的中断，是认识的白板、零点。阿尔都塞重拾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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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算”，以及对于“理论实践”的提醒，显然得到了法国左翼阵营，尤其是

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等对于新的激进思想和运动形式的呼应和认可。“理论实

践”给新的文化运动和新的革命形式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在文化工作者内部，

也带来激烈的争议。就像热拉尔·勒布朗（Gérard	Leblanc）在《战斗美学》一

文中所说，“在社会激荡时期，曾经反复出现一个争论，即欲改造社会必先改造

电影的观点，与延用观众习惯的主流电影的叙事、调度和戏剧化的套路来改造社

会的观点相对立”。理论实践，对于影像实践来说，带来了几种激进的面向：一

种是欲改造社会必先改造电影，一种是在影像与实践同时性的要求上，借用既有

的电影叙事，但是在内容上关注实际生活过程，即影像的现实主义诉求。除此之

外，还有第三种，即热拉尔·勒布朗提到的，欲改造社会必先改造影像与观众的

关系。不管哪一种，经由理论实践，在一个社会激荡时期，影像实践开始清算既

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将影像或者说电影，作为一个“思

考和社会实践整体改造的场域”，让电影成为阿尔都塞意义上“多元决定”的时

刻/地带。	

	

从阿多诺到本雅明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并没有像当时的批评者所担忧的那样，因为弥补了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而导致唯物辩证法的前功尽弃。换句话说，就像批评者指

出的，阿尔都塞不得不强调，在属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和属于上层建筑的决定

因素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强调或者说承认这一鸿沟，在阿尔都塞

这里构成一种“保卫马克思”的努力。然而在阿尔都塞发表“关于唯物辩证法”

的大约 30年前，另一位作者却在对马克思的阐释中，将唯物辩证法引入了致命

的危险。这位作者，就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先向本雅明指出其写作的这一危险的是阿多诺。1938 年，阿多诺收到本

雅明把波德莱尔的诗歌用于“拱廊街计划”研究的几篇论文，在读完这些文章之

后，阿多诺感受到一种颇具威胁的指控，为此在 11 月 10 日，他给当时还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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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本雅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阿多诺毫不客气地指出，本雅明的研究将马克

思主义引到了“魔法和实证的十字路口”。	

  阿多诺所指的那几篇论文，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而其

中 后争议的段落，就是本雅明在“波西米亚人”那一章节中，从马克思《法兰

西阶级斗争》中所论撤销酒税一事到波德莱尔“酒之歌”系列诗歌中的《拾荒者

之酒》这个部分。首先，本雅明指出，马克思对那些下层密谋家一样的作家的小

酒馆不感兴趣，因为马克思只是借助撤销酒税一事来分析法国的阶级状况，但是，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小酒馆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寓言场所。	

  本雅明特意引述了波德莱尔诗中所写的拾荒者：	

	

  “常看到一个拾荒者，摇晃着脑袋，	

  碰撞着墙壁，像诗人似的踉跄走来，	

  他对于暗探们及其爪牙毫不在意，	

  把他心中的宏伟意图吐露无遗。	

  	

  他发出一些誓言，宣读崇高的法律，	

  要把坏人们打倒，要把受害者救出，	

  在那像华盖一样高悬的苍穹之下，	

  他陶醉于自己美德的辉煌伟大。”	

	

本雅明紧接着指出，拾荒者并不是波西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是每个属于波西米亚

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荒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本雅明

写道：“在适当的时候，拾荒者会同情那些动摇着这个社会的根基的人们。他在

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在他四周随时会碰上暗探，而在梦中却是他支配他们。”

ii	

  阿多诺对于本雅明将波德莱尔的作品与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尤其是经

济特征联系起来，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这样的过渡或联系，在理论上，完全站



阿巴斯纪念专辑	

	 108	

不住脚。“理论的缺省影响了经验主义证据本身。一方面，它赋予后者一种欺骗

性的史诗特征；另一方面，它剥夺了只能主观经验的现象真正的历史哲学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认为，那个在本雅明写作中，从波德莱尔作品到社会

特征的过渡或联系的地方，“被施了魔法”。	

  在文集《棱镜》中，阿多诺进一步批评了本雅明的方法：“用唯物主义的观

点阐释现象对他而言，不是将现象作为社会整体的产物，而是将其孤立地直接与

物质趋势和社会斗争相关联。”如此指责，也就是恩格斯于 1890 年 9 月写给柏

林大学学生约瑟夫·布洛赫（J.Bloch）的信中对“庸俗唯物主义”的指责：“历

史的 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换句话说，阿多诺所谓的本雅

明写作中“理论的缺省”，还不是阿尔都塞所说认识的中断，而是“从酒税到《酒

之歌》”，也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关联的过程中，对阿尔都塞后来所强调的

鸿沟的抹平。如此抹平，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让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取

消了“第一历史行动”的存在姿势，进入到一种偶然性的直接关联当中，而不是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实践，也即实际生活过程，

在社会整体以及人类历史整体当中的决定性。	

	

从居伊·德波到戈达尔	

	

  本雅明对于唯物主义的“矫揉造作”（阿多诺语），并不是孤立的，之后延续

如此脉络的思考和行动，似乎将影像实践，从过于牢固的战斗电影的实证性、实

在性和实践性的斗争境遇中，引入一个诗意的模棱两可的情境之中，从而使得影

像实践近乎艺术行动。	

  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写于 1963年的《情境主义在政治或艺术中的

新行动形式》一文中，将情境主义的实践理解为一种先锋艺术的行动，他写道：

“情境主义运动，同时表现为一种艺术先锋派，一种对日常生活自由构建的试验

性调查，以及一种对新革命主张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表述的贡献。”iii这样一段看似

简单的话语，联系到当时法国左翼阵营境况的话——包括左翼电影、左翼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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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艺术、工人组织、农民运动等——就不难发现，居伊·德波在这里试图为情

境主义运动提出更为广泛以及庞大的任务，这个任务要面对的不单单是工人阶级

或农民阶级的斗争，也不单单是先锋艺术的危机或文学革命的未来，而是一个更

为残酷的结果：整个革命事业在 20世纪头 30年的全面失败。	

  居伊·德波似乎在本雅明和阿多诺之间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时空穿越的调停，

如此调停，将使得波德莱尔笔下的拾荒者与城市暗探，马克思笔下的法兰西无产

阶级与农民阶级，进入一个重新发现世界一致性的时刻/地带。如此时刻/地带，

区别于阿尔都塞揭示的“多元决定”的时刻/地带，它将艺术和政治，缝合在统

一的运动形式中。这一运动形式，类似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实现着斗争从一个

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地扩展，与此同时，它将“从电影

到绘画的一切”容纳进来，并用一致性的尺度衡量诸种形式与诸种实践。这一尺

度，居伊·德波戏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景观”。	

  1969年，《情境主义国际》杂志上登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标题沿用了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副标题为“电影与革命”。这篇文章声称探讨电影与革

命，可是通篇却在批评戈达尔（Jean-Luc	Godard），因为这一年，戈达尔的影片

《快乐的知识》（Le	 gai	 savoir）上映并且遭禁。《理论实践：电影与革命》一文

的作者，回应戈达尔一部名为“爱”的短片中关于“电影作为幻念的艺术将不能

描述革命”的台词，称戈达尔为骗子，因为他在《快乐的知识》中宣称发现了一

种将不再是电影的电影。情景主义者对戈达尔的如此发现嗤之以鼻，认为电影不

仅可以描述革命，而且可以作为革命批判的工具。很难判断这位作者到底是不是

居伊·德波，只是在这篇文章末尾，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这位作者调侃了

一下居伊·德波的影像实践，他这样说，“一旦有可能，居伊·德波本人将会制

作根据《景观社会》改编的电影，而电影将肯定会不及他的书”。	

  与情境主义者不同，与战斗电影小组也不同，戈达尔的影像实践近乎意外地

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在回答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的访谈中，戈达尔回顾与让

–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成立“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情形，他

说到自己包括戈林与其他战斗电影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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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从而不做政治电影，而是要讲究政治策略地去做政治电影”：	

	

  “我们用吉加·维尔托夫的名字，并不是为了践行他的理念，而是以之为旗，

与爱森斯坦形成对比。在我们看来，爱森斯坦已成为修正主义电影人，而从布尔

什维克电影开始，维尔托夫就完全提出另一套理论，旨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

打开他们的双眼、呈现他们眼中的世界。”iv	

	

  为了通过影像实践打开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双眼，进而重新呈现他们眼中

的世界，戈达尔在《快乐的知识》这一影片中通过角色之口向图像与声音的既有

关系进行追讨：“我们必须在图像中找到一种方法，它的方法，同时还有我们自

己的方法。”然而追讨如此方法，不是为了形成一种电影的新的形式，而是为了

找到新的关系。就像他在访谈中提到的，“首先要摧毁旧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的

镜头风格。因为需要认识到摧毁镜头风格，就等于摧毁它所寄寓的特定社会现状、

劳资关系，其中蕴含着矛盾的对立斗争，所以这是一项政治工作”。关于摧毁图

像与声音的旧的关系，戈达尔在《快乐的知识》里面详细罗列了三年的三个步骤：

第一年采集图像，录制声音；第二年对这些素材进行批判，对它们进行分解、削

减和替代，然后重新架构；第三年开始制作几个声音和图像的样本。通过这样一

个三年的政治工作，戈达尔为我们展示了影像实践的另外一个尺度。	

  如果说，居伊·德波的一致性尺度，在于对“地球表面的集中营组织”趋于

正常状态的对于社会和全球关系生产接管的忧虑与斗争，那么，戈达尔的影像与

实践的尺度，则来自于一次看似是两点一线 短距离的黏合，其实却是长途漫漫

的上下求索，借用电影《快乐的知识》里的台词，这一尺度可以表述为：“没有

分析不了的情况，用马克思或弗洛伊德的方法。”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一个是外

在物质性运动，一个是内在精神性运动，将两者统一起来，似乎就可以拥有解决

当下一切问题的方法。果真如此吗？戈达尔无疑是犹豫的。为此，他特意在《快

乐的知识》片尾，通过男主角说出了一个生造的词语：Misotodiment，作为方法

（Method）、伤感（Sentiment）两个词语的拼贴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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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otodiment”，按照本雅明解读波德莱尔“拾荒者”的“魔法”，在戈达

尔这里，既是方法的梦，也是伤感的梦，它所呈现的是一个 终所有一切被拾荒

者的梦境所接管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居伊·德波戏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景观”

互为倒影，前者为梦境，后者为幻境。但不管是哪一个，在影像实践的角度，均

趋向一个辩证法的停滞状态，或者说，辩证法的梦幻时刻。	

	

从运动到姿态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撰写《时间-影像》的时候，奇怪于克里

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在区分电影影像与照片时，竟然丝毫不提运动，

而只提到了叙事性。在德勒兹看来，一旦将影像归之于叙事性，就相当于赋予影

像一种虚假的表象，从而抽调了它 真实的表面特征：运动。v	

  从运动出发，而不是从影像表征的符号、形象以及语言关系出发，影像实践

才更为接近于唯物辩证法的批判与斗争形式。这一点，在“战斗电影小组”，以

及“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等法国左翼电影团队的实践中均有体现。从运动出发，

可以理解为，这是首先面向影像自身的一个批判与斗争，是对电影语言、电影风

格以及电影生产、发行、观看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否定和摧毁。应该说，这

是法国左翼电影运动的突出贡献，他们将影像实践，从形象的神话般意识形态性

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热拉尔·勒布朗意义上，也更加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矛

盾斗争场域，从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实际生活过程产生一种持续的批判与

革命能力。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vi，即，将电影影像中

的运动看作形象是一种非常浅陋甚至是相当反动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指出，

类似像瓦尔堡（Aby	 Warburg）“记忆女神图集”的研究，只有目光短浅的心理

艺术史才会将其描述为“形象的科学”。阿甘本认为，虽然瓦尔堡的工作是以形

象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他的任务在于将形象转化为绝对的历史动态因素，因此其

“记忆女神图集”及其尚未完成的两千张左右的照片，从来不是固定的形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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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古希腊到法兰西的西方人的姿态的移动再现。阿甘本进一步指出，姿态，区

别于运动状态的“行动”，也区别于潜能状态的“做事”，它既不行动也不做事，

它只承诺和负责，保持一种历史状态的“担责”。因此，姿态，在阿甘本这里，

类似一种人的历史性动态，是人的当下行动与做事的梦境逸出。	

  这与本雅明指出的辩证法的梦境显然是一致的。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

的都城》中关于波德莱尔的那一节写道：“辩证法的法则此时处于停滞状态。这

种停滞状态便是乌托邦。辩证法的意象因此也就是梦的意象。”vii在本雅明看来，

之所以从基础结构到上层建筑，从酒税到《酒之歌》的过渡或关联抹平了唯物辩

证法的鸿沟，在于这本来就是一个“既不行动也不做事”的时刻/地带，但是它

从来没有说与自己毫不相干。这就是为什么本雅明要在马克思关于撤销酒税的言

论与波德莱尔的拾荒者之间进行魔法般的关联性。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的拾荒者

想要表达的，乃是打开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打开唯物辩证法新的尺度空间的诉

求，继而引入辩证法的停滞状态，将人之于历史的绝对姿态——担责——揭示出

来。要知道，这是一个无论行动与不行动，也无论做事与不做事，都将会发生实

际效用的担责。	

  阿甘本将这样一种担责的绝对姿态，认作艺术、政治、伦理、生活等的共同

尺度，而影像，或者说电影，承载其做梦、休憩以及苏醒，是姿态的梦境表达形

式与停滞的乌托邦场所。换而言之，影像的实践尺度，在于让一切实践以姿态的

星群呈现在形象与运动的解放之中。虽然说，梦境仍然会延续，人的工作也总是

会停滞，但是恰如阿甘本所指出的，将苏醒的因素带入梦境，以及将批判与革命

的因素带入乌托邦的停滞状态，则始终是电影人的政治任务。而这也就是克里

斯·马凯（Chris	 Marker）在纪念战斗电影人马里奥·马雷（Mario	 Marret）时

所感受到的某种寓言，即，“共产主义者似乎是凭借着热情和大无畏精神，在一

架已经无人知晓如何去操作拍摄的摄影机上，来转动历史车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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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5-132。	
vii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出版

社，1992，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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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电影的任务 

 

丛峰 

 

 

A／贫乏电影的一些原则  

 

（1）我喜欢“贫乏”这个词附着在“电影”这个词上面的感觉，但什么是贫乏

电影，无法定义。 

 

（2）贫乏电影的含义之一是从枯竭、乏味、习以为常中出生成电影；力求题材

的贫乏，庸常，以使生活的面目得到更为真切、普遍的揭示。 

 

（3）以最节约的方式制作电影，从必要性出发制作电影，用贫乏的财力、人

力、技术资源做出具有丰富性的电影；贫乏电影的丰富性是因为它的内容过于

贫乏平庸，少有人关注，但一旦贫乏的内容被唤醒，它就会发出光亮。 

 

（4）贫乏电影是一种主动的电影实践，它尽可能少地等待现实本身从贫乏转变

为精彩（对于“精彩现实”的依赖，已经意味着将现实景观化的潜意识），相

反，它不挑剔现实的贫乏，它从贫乏本身挖掘足够的现实。它对介入现实和生

成新现实感兴趣。 

 

（5）贫乏电影就是运用影像手段进行的日常生活批判。贫乏即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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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需要粗糙，暴烈，而不是精致。“电影语言”一词大多数时候已经被学院

教育和行活能手劫持，成了其标榜的软实力；这些电影因为这种标准化的语言

成了哑巴，不及物，被绝育。 

贫乏，即及物，即明晰，即远离抽象，即由于洞察力的在场而有可能展开的描

述。 

 

（7）写作是一个社会无法消化的部分的必然溢出，是对难以表达又必须表达的

部分进行的表达。 

在一个影像媒介占据压倒性地位的世界中，影像写作的责任必然是对这样的现

实加以消化，用写作的细菌去感染所有需要考察的事物。 

 

（8）电影不是现实的渐进线。电影可以成为投向现实的曳光弹。 

不要被动地靠近云雾，以免被云雾吞没； 

包围它，对它进行立体造影。 

 

（9）贫乏电影的一种可能指向，就是从不同的路径迂回到同一事物，试着穷尽

其可能性，揭示新的之前不存在的意义。 

被陈腐的电影模式所阻隔的接近事物的可能将会出现，传统的叙事－人物，只

是导致了非常单一而局限的接近与表达事物的路径。 

 

（10）与其说这些是一种已经业已存在的贫乏电影的主张，不如说是朝向这种

贫乏电影的努力与意向，是业已开始的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纲领。 

 

（11）警惕那些拿起摄像机就标榜自己为文化英雄的人。 

 

（12）贫乏电影并不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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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贫乏电影的两个相关概念：考现学和电影－经验 

 

（1）考现学 

为了应对我们历史毁灭的加速度，应该有一种考察和表达当代变动的科学，这

就是考现学。 

从考古学(Archaeology)到考现学(Archaenowlogy)。 

在当代史成为地层中的干尸之前，就应抓住它的脉络加以最及时的考察审视，

趁它仍旧在场，而不是已经风干。  

考现学最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系统的日常生活批判，贫乏电影为考现学的这一目

的服务。 

 

（2）电影－经验 

电影是对它所表现的现实进行流通的一种媒介；电影流通它其中的现实。电影

本身的流通产生了继发的经验。 

电影-经验是由电影发散和聚拢的经验，一种不断的阐发，以使电影成为一种并

非孤立的经验，在电影－生活、电影以及其他表达方式之间建立通道。 

电影是一种始终不会完成的人类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完成的影像制品／作

品。 

电影-经验就是“电影和生活”。是影像——现实——生活的相互激发。 

 

在“电影－经验”这一概念中，也包含了和电影史的交集，包含了电影史与生

活史和社会史的融合，电影与认知的交汇； 

我想构造一种历史的回声：既是人的历史的回声，也是电影的历史的回声，这

些回声萦绕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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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进入了电影；电影的传播带来了和它其中所

表达的经验完全不同的经验；电影成了某种原型，甚至预示了某些经验的到来

⋯⋯ 

电影－经验是关于电影这一事物的散点透视。 

 

具体到实践，正在制作的《地层 2》中将暂时跳脱与《地层 1》相关的空间脉

络，使用网络下载视频和一些现有电影的片段构成，来自电影世界的段落与来

自现实世界的段落的产生出某种共振，相互调频。《地层 2》对于现成电影片

段的使用，有些是异轨，有些则不尽如此。 

 

 

C／贫乏电影目前的主要工作 

 

（1）贫乏电影的实践主要在城市中展开。 

 

城市空间，作为现代性的主导区域，还没有通过电影手段加以整体性的考察与

描述，只有非常局部的展现，或只是单个人的或群体的经验，被孤立于整个城

市的环境、条件、氛围描述和表现出来，城市成了巨大的匿名的背景。这种对

于具体空间的忽视，造成了抽象的电影表达，命运－境遇都变得抽象。人被包

裹在故事－事件里，城市只是故事的陪衬。 

 

依赖于对某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叙事”构成的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极度虚弱的

形式，无法再产生革命性的认知。 

不从总体上探讨城市——现代生活的主要发生空间——就不可能得到关于当代

人生活境遇的真实描述。 

作为电影考察的场所,城市仍然像处女地一般既荒芜又充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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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贫乏电影实践之开端——《地层》系列 

 

从 2011 年开始的《地层》系列的电影工作，意欲从对当代城市空间的剧烈变动

的考察出发，延伸到对于整个时代的“地质构造”之考察。这是一个时代的

“地质学”电影系列，超越于现象的简单罗列、表现和复述。 

 

《地层》系列电影最初的考察对象是紧邻我个人住所旁边的一片巨大的四方形

拆迁区域，随后逐渐脱离这个局部空间，试图沟通城市中不同区域之间的联

系，试图从总体上对这种普遍现象所展现的时代变动加以理解和描述，从这一

点来说，它的工作具有开创性。 

这一系列的主角不是人，是一种变动。 

 

目前这个系列的作品，已经完成的《地层 1：来客》像是对“生活剧场”的模

拟：一方面，它将我所考察的区域虚拟成一个舞台，在上面搬演了两位“导游

－演员－经验提供者”的回忆，并驱使他们穿过一片片真实的城市废墟，做一

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移动，另一方面，它展示了这个舞台幕布揭去然后被摧毁的

过程； 

正在制作的《地层 2》是残酷剧场，由网络下载的大量与各地拆迁有关的视频

构成，就其目的和出发点而言，这是一些“失败”了的视频，我想其中的大多

数都没能实现引起更多的关注进而改变事态的作用。影片的两个看似毫无关联

的要素：“持摄像机的人”和“空间的停产”。从地层 1引出的对于当代废墟

景象的考量，被深化为空间的问题，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停产”相伴随。它

也探讨景观和反景观的影像。 

已经规划好的《地层 3》将是景观剧场，它会回过头去继续考察《地层 1》拍摄

的主要地点——曾经的郊区大市场－国营工厂区－回民聚居区，如今的通州万



阿巴斯纪念专辑 

 120 

达广场所在地——以这个区域为样本，探讨综合景观如何在今天展开它的统

治，包括对一系列相关区域的景观地理学的分析。 

（3）转向与并拢 

 

《地层》系列是一个转向，代表了我目前最主要的努力，从内容、地域、方法

上均迥异于此前我在甘肃古浪拍摄的《甘肃的意大利》系列。甘肃系列是我电

影工作的起点，主要依赖于直觉、热情与某种朴素的诗意现实主义。这个系列

同样强调对于地方性的庸常现实的考察，它进行了超过 10 年的时间，已经有三

部作品，仍在继续之中。没有理由放弃对这个区域的持续性考察，需要的只是

更新观念和工作方法。 

 

关于外省／地方／县乡村的甘肃系列，与关于城市的《地层》系列，正好形成

了城与乡的呼应。 

在甘肃，无论我和当地的朋友们有多么长久的友谊，我仍是个外来人，那个地

方外在于我，我是本地生活的浅泳者，我只承担那种生活里很少的重量，我只

是他人生活的阐释者； 

在北京，我被迫阐释自己的、至少是和自己紧密相关的生活／生活环境；我被

迫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这是离我最近的地震。 

 

距离我日常生活区域近两千公里的西北农村，也在发生剧烈的变迁。这种变

动，我逐渐意识到，和我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环境周边的变动甚至是同质的，是

同一种动荡因子在不同地理区域、文化区域诱发的有差异的表现。城与乡，同

一种变迁的两极。 

 

城市中，空间的不断生产－“停产”，这一迅速轮回的过程，造就了一片片的

废墟，一种更深刻的变化在日常视野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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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古浪的乡镇和农村——那里的土地和空间也在发生另外一种变动，另外

一种空间的生产－“停产”。这种变动比之我所在的城市，甚至要引发出更为

复杂的空间问题，并带有更多的阶层性：（地层，stratum，英语里也有阶层的

含义） 

对农民而言，由于生态极度恶化，纷纷离开山区搬迁移民，去河西或新疆打工

落户，山区的农田进而荒芜，村庄荒废，成为无人区——空间“停产”了；由

于耕作终止，山区的植慢慢恢复起来，一些野生动物重又出现，生态似乎有了

明显改善； 

搬迁的移民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这些区域性搬迁在未来可能引发的问题，包

括对迁往的新疆与河西地区造成的影响； 

 

对地方“中产”阶层而言——比如我当地有公职的朋友们，包括老师，邮局职

员，银行职员，政府职员等等——他们纷纷离开乡镇，农村，去县城买楼房，

费尽周折地调入县城工作，成为“城里人”。他们很多人在小小的县城里重又

成为邻居，这里似乎一夜间冒出无数新兴的小区，县城突然具有了以前从未具

有的新兴小城市的面貌和气息，好像突然开始获得了它的“现代性”——和大

城市同样模式的空间的生产，在此蓬勃进行着。 

 

我相信这两个异质地区的工作可以统一起来，可以并拢，具有整合的可能。 

 

 

201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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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风景在 2017 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第一个部分 

	

A	Thousand	Landscapes:	Images	of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and	the	People	Who	

Inhabit	them	at	the	2017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y	Raphael	Koenig	（黎飞）	

	

The	goal	of	the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most	compelling	and	original	works	of	world	cinema.	The	selection	of	the	2017	edition	thus	

attempted	to	be	as	representative	and	inclusive	as	possible,	presenting	films	from	all	continents	

and	cinematic	traditions,	and	offering	a	platform	for	up-and-coming	talents	while	also	

showcasing	the	latest	work	of	established	world	cinema	heavyweights	like	Aki	Kaurismäki	or	

Hong	Sang-soo.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selection	of	the	festival	has	been	increasingly	driven	by	another	

motivation:	the	festival	organizers’	intention	is	to	show	that	cinema	as	an	art	form	does	not	

exist	in	a	bubble,	but	rather	holds	up	a	mirror	to	the	world.	Many	of	the	films	selected	for	the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ackle	major	contemporary	issues,	showing	that	cinema	can	be	

a	medium	particularly	apt	at	reflecting	upon	social,	political,	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e	

2017	edition	was	no	exception	in	that	regard:	many	films	in	the	selection	were	dealing	with	

issues	such	the	rapid	and	often	devastating	changes	affecting	the	environment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	problem	of	refugees	from	war-stricken	nations.	Very	few	films	commented	on	

these	issues	in	a	didactic	way	or	with	an	explicit	political	message.	Rather,	som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films	of	the	2017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ried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se	

issues	by	properly	cinematic	means,	interrogating	our	perception	of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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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ould	be	of	course	reductive	and	simplistic	to	pretend	that	the	entire	selection	of	the	

festival,	in	its	arresting	aesthetic	and	thematic	diversity,	could	be	boiled	down	to	a	single	

theme.	However,	in	my	opinion,	in	the	visual	cornucopia	of	the	festival,	a	red	thread	[=	

common	theme]	seemed	to	emerge:	landscapes	and	the	way	human	beings	interact	with	them.			

	It	is	fair	to	say	that	som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movies	of	the	festival	offered	entirely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way	in	which	humans	interact	with	their	environment	(be	it	

natural	or	urban	landscapes),	i.e.	the	way	humans	are	shaped	by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and,	in	turn,	leave	their	mark	on	it	[=	modify	it],	for	better	or	worse.		

From	the	jungles	of	the	Congo	to	the	suburbs	of	Beijing,	from	the	Sonoran	Desert	and	

the	Amazonian	rainforest	to	the	center	of	Paris,	a	Korean	beach,	or	the	hills	of	Yunnan,	this	

year’s	selection	took	us	around	the	world	at	breakneck	speed.	In	keeping	with	the	spirit	of	

diversity	of	the	festival,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discuss	some	of	the	most	compelling	movi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2017	Berlin	Film	Festival,	while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way	each	of	them	relates	to	the	notion	of	landscape.		

	

One	of	the	greatest	aesthetic	revelations	of	the	festival,	Joshua	Bonnetta	and	J.P.	

Sniadecki’s	documentary	El	mar	la	mar	was	shot	entirely	on	location	in	the	Sonoran	Desert.	This	

desert,	at	the	border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vast,	arid	expanse	of	sand,	

rocks,	hills,	and	cacti.	Inhospitable	and	dangerous,	the	desert	seems	to	have	a	life	of	its	own,	as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seems	indifferent	or	even	hostile	to	human	life.	This	inhuman	sublime	

is	magnified	in	the	documentary	through	a	particularly	innovative	approach	to	filmmaking:	the	

relative	fixity	of	the	image	(shot	with	a	a	heavy	16-mm	camera)	and	the	predominance	of	long	

shots	that	allow	the	spectator	to	survey	large	swaths	of	the	landscape,	are	balanced	by	an	

expertly	constructed	soundtrack	that	offers	a	symphony	of	natural	sounds	(the	screeching	of	

the	sand	under	one’s	feet,	the	sound	of	the	wind	in	the	bushes,	the	cries	of	birds	and	bats)	

recorded	with	small	microphones	attached	to	natural	elements	(cacti,	rocks,	etc),	a	proprietary	

technology	invented	by	Joshua	Bonnetta	that	allows	the	spectator	to	feel	as	close	to	poss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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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erial	components	of	the	landscape.	Indeed,	the	documentary	is	based	on	what	Joshua	

Bonnetta	and	J.P.	Sniadecki	described	as	“a	democratic	approach	to	landscape”,	meaning	that	

the	goal	of	the	movie	is	not	to	privilege	a	specific	element,	a	plot,	or	a	character	that	would	

have	the	landscape	as	its	background,	but	rather	to	offer	a	broad,	decentered	view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that	would	grant	equal	rights	and	bestow	equal	interest	and	on-screen	time	

to	all	of	its	mineral,	vegetal,	animal,	and	human	components.		

At	times,	the	massive,	sublime	presence	of	the	landscape	is	expressed	through	near-

abstract	sequences	showcasing	naturally	occurring	geometric	patterns:	swarms	of	bees	and	

insects,	grains	of	sand	violently	projected	onto	the	camera	lens	during	a	sandstorm,	a	thick	

cloud	of	bats	flying	out	of	a	cavern	in	the	early	morning,	creating	mesmerizing	patter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lack	dots,	like	a	pulsating	abstract	composi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diant	morning	sky.	The	inhuman,	inhospitable	immensity	of	the	desert	landscape	is	often	

depicted	as	imbued	with	the	sense	of	a	diffuse,	vague	but	terrifying	menace,	the	uncanny	

presence	of	an	unnamed	force	directly	threatening	human	life.	The	movie	opens	with	a	

monologue	from	one	of	the	desert’s	rare	inhabitants	relating	his	encounter	with	a	hair-raising	

“monst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is	testimony	is	actually	reliable	or	is	simply	the	effect	of	

hallucination	or	substance	abuse	is	beside	the	point:	it	provides	a	powerful	metaphor	to	

express	the	idea	that,	simply	put,	the	Sonoran	Desert	is	no	place	for	humans.		

But	El	mar	la	mar	is	not	only	a	movie	about	the	sublime	indifference	and	dangers	of	

extreme	natural	environments.	It	is	also	about	the	way	in	which	government	policies,	human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shape	a	particular	landscape.	The	Sonoran	Desert	

might	be	dangerous	for	humans,	but	paradoxically	it	is	also	brimming	with	human	activity:	it	is	a	

place	through	which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people	travel,	struggle,	and	often	die.	

Migrant	workers	from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US	economy.	

Migrant	workers	with	low	qualifications	and	little	to	no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are	employed	

to	do	low-paid,	physically	demanding	and	dangerous	job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are	reluctant	to	do:	working	as	daily	laborers	for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or	fac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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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onsistently	refuses	to	grant	them	legal	status,	turning	

these	migrant	workers	into	second-class	citizens	deprived	of	elementary	rights.	Even	though	

their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is	essential	as	part	of	the	workforce,	they	are	not	granted	visas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e	to	enter	the	country	illegally	through	various	means,	for	

instance	by	attempting	to	cross	the	Sonoran	Desert.	This	crossing	is	as	dangerous	as	the	one	

attempted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migrants	to	reach	the	shores	of	Southern	Europe	by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	on	small	boats	that	are	often	barely	seaworthy.	Similarly,	the	Sonoran	

Desert	represents	a	kind	of	sea,	a	vast	expanse	in	which	it	is	very	easy	to	lose	one’s	way,	and	

where	running	out	of	food	or	water	can	be	fatal.	Throughout	the	documentary,	spectators	can	

observe	that	the	desert	is	strewn	with	litter	and	small	objects	abandoned	by	migrants	as	they	

cross	the	desert.	The	filmmakers	don’t	offer	a	didactic	voiceover	commentary,	relying	instead	

on	the	power	of	images	and	the	way	they	can	stimulate	spectators’	imagination:	the	camera	

will	simply	linger	on	a	cell	phone	lying	in	the	sand,	do	a	close-up	on	a	brightly	colored	backpack,	

clothes,	or	bottles	of	water.	Abandoned	in	the	desert,	these	banal	objects	take	on	a	different	

dimension,	and	are	suddenly	imbued	with	a	sense	of	human	tragedy.	The	spectators	are	left	

wondering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se	objects	were	abandoned,	and	most	

importantly	about	the	fate	of	the	people	who	dropped	them,	probably	because	they	were	too	

exhausted	or	weakened	to	carry	them	further.	Many	questions	are	left	unanswered.	Did	these	

people	make	it	across	the	dese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Did	they	manage	to	find	safety,	a	

house,	a	job?	Were	they	caught	by	the	American	border	police	and	denied	entry?	Or	did	they	

simply	run	out	of	water,	lose	their	way,	and	die?		

At	times,	in	this	quest	for	answers,	spectators	seem	to	be	invited	to	investigate	the	

landscape	for	tracks	or	clues	–	especially,	but	not	exclusively,	tracks	left	by	the	passage	of	

migrants	trying	to	cross	the	dese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filmmakers,	

paradoxically,	their	meeting	with	the	American	border	patrol	provided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As	the	border	patrol	officers	explained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perpetually	on	the	

lookout	for	ever	minor	clues	in	the	landscape	(lights	in	the	distance,	traces	of	footstep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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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se	age-old	procedures	as	an	addition	to	more	modern	methods	of	detection	(drones,	

sensors,	infrared	cameras,	etc.),	Joshua	Bonnetta	and	J.P.	Sniadecki	thought	that	this	search	for	

minute	details	could	become	a	model	for	the	way	in	which	their	own	documentary	would	relate	

to	the	landscape	of	the	desert.	Rustle	of	leaves	in	the	wind,	lights	in	the	distance	(often	

belonging	to	border	patrol	vehicles),	hardly	audible,	often	interrupted	fragments	of	audio	

messages	on	short-wave	radio	and	walkie-talkies	crisscrossing	the	desert:	all	of	these	are	

offered	to	the	spectators	as	clues	of	a	hidden,	mysterious	reality.		

But	sometimes	during	the	documentary,	this	quest	for	clues	leads	to	a	discovery.	

Something	is	found.	One	of	the	most	emotionally	loaded	moments	of	the	documentary	is	the	

monologue	of	an	American	hiker	who	explains	how	she	unexpectedly	discovered	the	rotting	

corpse	of	a	person	who	had	tried	to	cross	the	dese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ran	out	of	water,	

and	died.	The	indescribable	horror	of	this	moment	is	emphasized	by	a	radical	decision	on	the	

part	of	the	filmmakers:	as	we	listen	to	this	story,	the	screen	goes	black.	In	so	doing,	the	

directors	avoid	the	pitfalls	of	voyeurism,	or	of	the	aestheticizing	of	death:	no	image	is	shown,	

allowing	the	spectators	to	focus	entirely	on	the	voice	and	creates	a	space	for	reflection,	a	kind	

of	memorial	for	the	dead.		

The	highly	innovative	nature	of	this	experimental	documentary	was	widely	recognized	

by	moviegoers	and	professional	film	critics	alike.	El	mar	la	mar	received	the	2017	Caligari	Film	

Prize,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awards	of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delivered	by	an	

independent	jury	(distinct	from	the	main	jury	of	the	festival)	composed	of	recognized	German	

film	critics.	The	name	of	the	prize	is	an	homage	for	one	of	the	best	avant-garde	German	movie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The	Cabinet	of	Doctor	Caligari	(1920)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made	

famous	by	legendary	German	film	critic	Siegfried	Kracauer.	It	is	awarded	yearly	to	a	movie	from	

the	experimental	section	of	the	Festival	(called	“Forum”)	that	would	offer	the	best	and	most	

original	illustration	for	artistic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in	order	to	“advocate	for	the	

experimental	nature	of	cinema	and	encourage	innovations	that	are	yet	to	find	a	wider	

audience”,	in	the	words	of	the	organizers	of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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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director	Marie	Voignier’s	documentary	Tinselwood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by	

focusing	mostly	on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natural	landscapes.	Set	in	the	jungles	of	

Cameroon	(West	Africa),	it	offers	an	unhurried,	contemplative	promenade	that	allows	the	

spectators	to	observe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human	beings	can	relate	to	the	lush,	thick	

rainforest:	telling	stories	about	its	turbulent	past,	traveling	through	it,	living	in	it,	exploiting	it,	

domesticating	it	by	means	of	dams	or	dirt	tracks,	and	oftentimes	slowly	destroying	it.	The	

opening	shots	of	the	movie	take	place	on	a	small	canoe:	like	in	Joseph	Conrad’s	classic	novel	

Heart	of	Darkness,	the	river	offers	the	easiest	point	of	entry	into	the	forest.	It	is	its	main	

thoroughfare,	opening	up	its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human	exploitation	(the	roads	into	

the	forest	being	bad	and	arduous,	mostly	dirt	tracks),	but	also	allowing	for	an	intensive	traffic	of	

people,	ideas,	and	stories.	As	the	boatmen	point	out,	the	river	also	bears	testimony	to	the	

regions’	past:	large	rocks	protruding	from	the	water	were	thrown	into	it	by	the	retreating	

German	arm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o	impede	the	rapid	advance	of	French	forces	taking	

possession	of	their	enemy’s	African	colonies.	Like	in	El	mar	la	mar,	the	landscape	is	described	as	

possessing	an	uncanny,	maybe	even	threatening	quality.	Indeed,	director	Marie	Voignier	first	

discovered	the	region	a	couple	of	years	ago	when	shooting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elusive	

“Mokélé-Mbembé”,	an	enormous	mythological	monster	closely	resembling	a	dinosaur,	

supposed	to	live	in	the	rivers	of	Cameroon.	Unfortunately,	as	is	the	case	for	other	famous	

“hidden”	animals	like	the	yeti	or	the	Loch	Ness	monster,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is	

monster	simply	doesn’t	exist.	But	the	“Mokélé-Mbembé”	does	provide	a	powerful	metaphor	for	

the	depth	and	near-inhuman	dimension	of	the	rainforest.	In	Tinselwood,	human	bodies	often	

appear	ridiculously	fragile,	when	set	against	the	endless	sea	of	green	of	the	fores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scenes	of	the	movie	portrays	humans	progressing	slowly	through	two	towering	

walls	of	bright	green	bamboos,	closing	in	way	above	their	heads	in	a	somewhat	menacing	way.	

To	a	certain	extent,	one	could	say	that	the	color	green	is	the	main	protagonist	of	the	movie,	its	

on-screen	presence	much	more	massive	and	imposing	that	any	one	of	the	human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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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appears	in	a	thousand	of	subtle	nuances	in	the	blades	of	grass	and	the	variegated	leaves	

of	the	forest.	Filmmaker	Marie	Voignier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se	nuances	of	green;	

whereas	she	held	the	camera	herself	in	her	precedent	projects,	she	hired	a	cameraman	

(Thomas	Favel)	especially	for	the	occasion:	she	thought	that	his	advanced	technical	mastery	of	

the	camera	would	allow	him	to	capture	each	nuance	of	the	lush	greenery	of	the	fores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The	jungle	might	be	“inhuman”	by	its	proportions,	but	human	activities	are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inselwood.	The	movie	oscillates	constantly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Tales	of	the	brutal	exploitation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and	the	plundering	of	the	country’s	

natural	resources	by	the	German	and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lend	an	additional	layer	of	

uncanniness	to	the	landscape,	as	traces	of	this	past	still	can	still	be	observed,	for	instance	in	the	

shape	of	a	German	military	cemetery	lost	in	the	middle	of	the	forest,	overgrown	by	vegetation,	

and	surrounded	by	extravagant	legends	from	local	folklore.	The	present	is	represented	by	a	

gamut	of	activities,	from	a	local	botanical	garden	in	which	new	species	of	herbs	and	flowers	

from	the	jungle	are	discovered	and	painstakingly	cultivated,	to	old-school	gold	prospectors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thin	particles	of	gold	in	the	rich	mud	of	the	rainforest.	Sometimes,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forest	is	even	more	dramatically	portrayed.	One	of	the	key	

scenes	of	the	movies	depicts	the	falling	a	gigantic	tree.	Because	of	its	sheer	size,	it	is	impossible	

to	fall	the	tree	in	one	clean	swipe	of	the	chainsaw,	and	we	see	a	lumberjack	patiently	and	

methodically	hacking	away	larger	chunks	of	wood	from	the	base	of	the	trunk	with	his	chainsaw.	

Finally,	the	ant-sized	human	wins	its	patient	struggle	against	the	enormous	tree,	whose	trunk	

first	vacillates,	then	comes	crashing	onto	the	ground	with	a	thundering	sound.	The	more	

modern	aspects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forest	are	evoked	by	the	depiction	of	a	bar	for	

workers	of	a	nearby	electric	dam,	lost	in	the	middle	of	the	forest.	The	gleam	of	its	neon	signs	

and	lone	TV	screen	seem	incongruous,	nearly	out	of	place	when	set	against	the	dark	mass	of	

the	rainforest	at	sunset.	It	is	also	a	potent	image	of	the	way	in	which	globalization	can	rea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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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secluded	places	on	the	planet:	the	dam	is	built	with	Chinese	technology,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Cameroonian	jungle,	the	dam	workers	are	watching	CCTV…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also	offered	an	impressive	selection	of	short	films.	In	this	

enormous	and	rich	selection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wo	short	films	stood	out	in	particular	

for	the	innovative	way	in	which	they	dealt	with	the	notion	of	landscape.	American	experimental	

filmmaker’s	Fern	Silva’s	short	film	Ride	Like	Lightning,	Crash	Like	Thunder	offered	a	playful	

reflection	on	the	notion	of	landscape,	alluding	to	several	traditions	of	the	Hudson	Valley	in	

Upstate	New	York:	the	valley	was	hom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ols	of	naturalist	landscape	

painting	in	America,	known	as	the	Hudson	River	School	[哈德逊河派],	whose	painters	

celebrated	the	rugged	beauty	of	natural	landscape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But	Fern	Silva’s	

short	film	follows	a	logic	of	its	own,	offering	a	portrait	of	the	Hudson	Valley	that	entails	

allusions	to	the	Hudson	River	School,	the	urbanization	that	radically	modified	these	landscapes	

since	these	paintings	were	made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folkloric	traditions	of	the	valley	such	

as	the	story	of	Rip	Van	Winkle,	a	lazy	villager	abducted	by	spirits	[鬼]	and	returned	to	his	village	

twenty	years	later,	immortalized	by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writer	Washington	Irving.	In	Fern	

Silva’s	short	film,	the	uncanny	nature	of	the	landscape	and	of	the	historical	forces	that	threaten	

its	natural	beauty	is	alluded	to	in	the	form	of	a	recurring	joke,	as	an	unnaturally	large,	hairy	

hand	belonging	to	some	kind	of	monster	or	gorilla	(the	rest	of	the	body	is	never	shown)	and	

reminiscent	of	the	aesthetics	of	a	B-movie	is	seen	mysteriously	appearing	around	street	corners	

and	tree	trunk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Fern	Silva’s	whimsical,	associative	montage,	German	

experimental	filmmaker	Daniel	Kötter’s	documentary	HASHTI	Tehran	also	tackled	the	issue	of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rapidly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s,	but	in	a	highly	systematic	

fashion.	This	one-hour	short	film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one	for	each	cardinal	points	

(North-South-East-West),	each	of	which	exploring	a	remote	suburb	of	Teheran,	where	large,	

often	poorly	constructed	apartment	blocks	are	gaining	ground	against	the	forests,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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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rts,	and	mor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s	that	surround	the	city	of	Teheran.	A	“hashti”	is	a	

kind	of	patio	or	waiting	room	in	a	traditional	Iranian	house,	a	transitional	space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similarly,	the	documentary	describes	the	entire	periphery	of	the	capital	city	of	Iran	

as	a	shifting	boundary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the	countryside,	and	nature	is	

constantly	renegotiated.	As	Iran’s	economy	is	booming,	this	frenzy	of	construction	around	

Teheran	allows	Kötter	to	allude	to	some	of	the	most	salient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acing	contemporary	Iranian	society.	The	absence	of	voice-over	

commentary	and	systematic,	nearly	clinical	approach	to	filmmaking	give	his	images	a	sense	of	

cold	objectivity	sometimes	reminiscent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famous	German	photographers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Bernd	and	Hilla	Becher,	while	contributing	to	the	strength	and	relevance	

of	its	socio-economic	commentary.		

One	of	the	most	astute	reflections	on	the	notion	of	landscape	was	to	be	found	in	an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Barbara	Wien	gallery	(Berlin)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which	wasn’t	part	of	the	official	festival	program.	A	small	exhibition	featured	the	

experimental	work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artist	Éric	Baudelaire,	in	particular	his	work	

entitled	Site	Displacement.	Tasked	with	realizing	a	series	of	photographs	to	document	the	

French	industrial	city	of	Clermont-Ferrand	and	its	surroundings,	Baudelaire	delivered	a	social	

commentary	on	the	notion	of	delocalization	(the	fact	that	industries	are	relocated	from	

Western	Europe	to	other	countries,	mostly	to	cut	costs	by	employing	a	cheaper	workforce)	by	

asking	the	Indian	contemporary	artist	Anay	Mann	to	realize	a	parallel	series	of	photographs	

(similar	topics,	framing,	background,	etc.)	in	India.	Éric	Baudelaire’s	work	is	directly	inspired	by	

avant-garde	Japanese	filmmaker	Masao	Adachi’s	[足立正生]	“Landscape	Theory”	[风景论],	

that	posits	that	a	landscape	isn’t	a	“neutral”	environment	disconnected	from	human	realities,	

but	rather	that	the	power	structures	and	socio-economic	mechanisms	of	a	particular	society	

can	be	investigated	and	deciphered	within	the	landscap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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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Chinese	movies	selected	for	the	2017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Yunnan-born	director	Song	Chuan’s	hyperrealist	drama	Qiao	Qiao	explored	contemporary	

conflicts	between	life	in	the	big	cities	and	the	much	slower	pace	of	life	in	a	small,	dormant	

county	town	of	Yunnan	Province.	But	the	lead	protagonist	of	the	movie	feels	trapped	rather	

than	entranced	by	the	sweeping	views	over	the	hills	of	Yunnan.	Indeed,	som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2017	Berlin	Film	Festival	explored	the	notion	of	closed,	

claustrophobia-inducing	environments.		

Beijing-based	avant-garde	filmmaker	Ma	Li’s	[马莉]	superb	documentary	“Inmates”	[囚]	

is	the	one	that	most	explicitly	tackles	the	notion	of	claustrophobic	confinement.	The	very	shap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at	constitutes	its	title,	“囚”,	evokes	the	idea	of	a	person	locked	up	in	

a	room,	but	also	calls	to	mind	French	philosopher	Michel	Foucault’s	famous	theory	of	the	grand	

renfermement	or	“great	locking-up”	of	mentally	ill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hospitals	that	started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More	than	four	hours	long,	Ma	Li’s	documentary	is	a	cinematic	tour	de	

force:	it	is	entirely	shot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psychiatric	hospital,	and	allows	the	spectator	to	

follow	the	daily	life,	dreams,	aspirations,	struggles,	and	sufferings	of	some	of	the	mentally	ill	

patients	of	the	6th	District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Beijing.	Some	of	these	patients	are	

institutionalized	for	a	couple	of	weeks,	some	others	with	no	definite	end	in	sight.	But	all	of	

them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ate,	obsessively	as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leaving	the	

hospital	and	finding	work,	acceptance,	and	love.	In	particular,	a	lot	of	them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tigma	associated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the	way	other	people	might	always	look	at	

them	as	irremediably	different.	“Am	I	an	extraterrestrial	[外星人]?”,	one	of	the	mentally	ill	

patient	keeps	asking,	half-earnestly.	Ma	Li’s		[马莉]	documentary	is	a	cinematic	event	in	its	own	

right:	since	experimental	American	documentary	filmmaker	Frederick	Wiseman’s	celebrated	

movie	Titicut	Follies	from	1967	(entirely	shot	inside	the	“Bridgewater	State	Hospital	for	the	

criminally	insane”	in	Massachusetts,	USA),	of	which	“囚”	constitutes	a	kind	of	extension	or	

follow-up,	no	one	had	been	able	to	provide	such	a	deep,	comprehensive,	humane	and	informed	

depiction	of	the	often-forgotten	fate	of	mentally	ill	patients.	The	movie	is	the	result	of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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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bservation	and	patient,	often	difficult	work	in	order	for	Ma	Li	to	be	accepted	in	the	very	

peculiar	environment	of	the	psychiatric	hospital,	earn	the	trust	of	its	residents,	and	be	able	to	

film	their	most	intimate	moments.	Even	though	the	patients	remain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nly	being	able	to	observe	the	slow	rhythm	of	the	seasons	from	the	hospital	windows,	

Ma	Li’s	movie	is	also	a	comment	about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large:	as	Foucault	argued,	the	

way	in	which	a	given	society	deals	with	vulnerable	and	marginalized	people,	for	instance	

mentally	ill	patients,	is	highly	revelatory	of	the	state	of	society	at	large.	But	in	spite	of	the	acute	

suffering	and	distress,	and	generally	bleak	daily	lif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mental	hospital,	

occasional	moments	such	as	particularly	lucid	and	insightful	reflec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patients,	friendly	banter,	and	outbursts	of	joy	and	hilarity	provide	a	form	of	levity	and	glimmers	

of	hope.	

Nanjing-based	avant-garde	director	Liu	Jian’s	virtuosic	animation	movie	“Have	a	Nice	

Day”	[好极了],	the	only	Chinese	movie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mpetition”	section	of	the	2017	

Berlin	Film	Festival	selection,	offered	a	grim	depiction	of	second-tier	cities	and	their	suburbs	in	

the	form	of	a	gangster	story	told	at	breakneck	speed.	As	the	local	mafia	boss’s	large	bag	of	

money	goes	missing,	a	cast	of	dubious	characters	set	out	on	a	desperate	quest	to	find	the	

money,	often	to	use	it	for	their	own	purposes	and	escape	their	dull	life	and	drab	surroundings	

(their	daydreams	and	life	goals	range	from	getting	an	expensive	aesthetic	surgery	in	Korea	to	

settling	down	for	a	bucolic	idyll	in	the	mountains	of	Shangri-la).	The	money	is	found	a	lost	again,	

changes	hands	every	couple	of	minutes	in	a	deluge	of	violence,	insults,	and	blood,	while	the	

blasé	mafia	don	smokes	cigarette	after	cigarette	and	philosophizes	about	the	impermanence	

and	fragility	of	life.	An	homage	to	the	genre	of	the	gangster	movie	B-movie	also	reminiscent	of	

Quentin	Tarantino	and	Johnnie	To	[杜琪峯],	“Have	a	Nice	Day”	[好极了]	can	nevertheless	be	

read	as	a	morality	tale	using	the	darkest	blend	of	humor	to	warn	against	the	danger	of	

unbridled	greed	and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greed	on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large.	

Whereas	the	movie	largely	takes	place	in	poorly-lit,	grim	urban	and	suburban	landscapes	at	

night,	it	is	also	concerned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movie	opens	on	a	quote	from	1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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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Russian	novelist	Leo	Tolstoy’s	Resurrection	about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the	

unchecked	quest	for	short-term	profit	on	the	environment.		

But	there	are	occasional	glimmers	of	hope	in	the	middle	of	an	otherwise	highly	pessimistic	

narration	(a	common	feature	of	both	Liu	Jian	and	Ma	Li’s	movies).	As	was	written	in	the	Tolstoy	

quote	that	constitutes	the	epigraph	of	Have	a	Nice	Day”	[好极了]:		

	

Though	hundreds	of	thousands	had	done	their	very	best	to	disfigure	the	small	piece	of	

land	on	which	they	were	crowded	together,	by	paying	the	ground	with	stones,	scraping	

away	every	vestige	of	vegetation,	cutting	down	the	trees,	turning	away	birds	and	beasts,	

and	filling	the	air	with	the	smoke	of	naphtha	and	coal,	still	spring	was	spring,	even	in	th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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