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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以歷史的觀點去探討中國電影史的發展脈絡 ,就 目前研究成果

而言 ,主要多屬於通論性或通俗介紹性的著作較多 ,能夠進而探究

電影產製過程中操作者的意識操型態與手法 ,仍不多見 。本書作者

試圖透過研究 193U年代中國電影形成左翼電影風格的路線 ,以及

左翼電影的發展如何與當時的政治意識型態 、商業資本文化等歷史

脈絡作緊密結合 ,進而探究其所扮演歷史角色的意義 。透過此書 ,

可使我們窺探中國左翼電影發展史的面貌 。

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 ,共分五章 。作者試圖探討 19笓一釘 年之

中國左翼電影在上海興起的歷史脈絡 ,與左翼知識份子所主導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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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與劇本中 ,各項主題所反映的社會改革與意識型態等 問題 。

l竻2-田 年中國電影史以 「左翼電影運動 」
1著

稱 ,尤其在上海的左

傾知識份子 ,如夏衍 、田漢 、阿英等人 ,以作家與編劇等模式進入

各電影公司 ,如明星 、聯華 、藝華各公司 ,積極提倡具有社會改革

與民族主義的文藝宣傳策略 。作者透過分析 193U年代具代表性作

品的電影製造者 (導演 、編劇 、演員 )與受眾 (閱讀者與評論家 )

的角度 ,試圖勾勒出當時左翼電影與歷史文化脈絡交織的歷程 。以

下就各章分別作概述 。

二 、內 容 大 要

第一章 「藝術與政治 」中 ,作者回顧 中國左翼電影發展的歷史

背景 ,認為伴隨著 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 ,五四時期文學革命所散佈

的活力在各地被左翼份子重新召集 ,成為 3U年代左翼電影走向藝

術為革命服務的教化功能 ,奠定往後 中共文藝路線的基礎 。接著 ,

作者論述近代以來 ,上海在外力逼迫下展 開了現代化歷程 ,電影則

體現了上海生活文化與機械生產的兩種層面 ;並隨著城市中產階層

與受新式教育者的興起 ,共同參與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組成 。左翼電

影家將蘇維埃拍攝的電影視為其創作時參考的意識型態指標 (如蒙

太奇理論 ),並且從好萊塢找尋創作形式的靈感 (如劇情 、剪片上

的美學與策略 )。 當時 ,上海的電影製片家與影迷 ,皆視好萊塢電

影為一種典範與偶像 ,使其成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的一種模式 。

作者認為 ,2U世紀初的上海可說是 「擔任一種從西方工業革

命後引進制度與科技的實驗室 ,並以 中國的脈絡呈現出來 。」電影

除了具有資本主義與商業化的性質外 ,也遭染因面臨國難而產生民

眾 自發性的愛國情緒 。左翼電影家便藉由積極參與電影的製作 ,達

成終結國家的危機 ,以及改造社會功用 。因此 ,如何利用文學與藝

術為政治服務的功能 ,隨著 日本入侵 喚起反帝 國主義情緒不斷高

漲 ,此時的電影在創作題材上 ,在一定程度上呼應歷史的真實性 。

l有
關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可參考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編 ,《 中國左翼電影運動》

(北京 :中 國電影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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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者也提醒讀者應注意的是 ,由於當時的左翼電影仍具為商業

化的消費需求 ,以及政治上國民黨設有嚴格的電檢審查制度等等侷

限 ,造成左翼評論家與製作文本者之間的觀點難免有所不 同 。

第二章是 「鄉村與城市 」,由於 中國走 向工業化的發展是藉由

外力所 引起 ,非 內部 自發形成 ,因此外國主權侵入的帝 國主義模

式 ,於 3U年代對南京國民政府造成經濟與政策壓力 ,如制訂經濟

與農產品稅率等 ,對 中國現代化有決定性因素 。作者分析當時左翼

電影家的作品 ,如 「小玩意 」、「漁光曲 」、「鄉愁 」等影片內容 ,多

充斥著批判受帝國主義迫害的中國農村經濟 ,以及農民逃離鄉村至

大城市 (上海 )尋求出路的苦境 ,試圖重新定義中國現代性的模糊

界線 。作者發現左翼電影家眼中的上海 ,其形象為浮華且帶有許多

黑暗面 ,即透過美麗的田園場景布置與農民經歷 ,電影家欲顯示封

建地主 、軍閥與帝國主義如何欺壓農民的巨大苦痛 ,顯現出一種破

碎 的 國家 形 象 ,城市 與 工 業 化 帶 來 階級 鴻 溝 。在 本文 ,作者 引

BenedictAndersUⅡ 提 出的 「國族主義 」概念 ,即將國家視為一種國

族想像的論述 ,來說明中國左翼電影所拍攝影片 ,如 「小玩意 」可

展現 出未受外國侵略 、先進科技與人民富強的國家想像共 同體形

誓憂景芒。

第三章 「性別關係 」中 ,作者指 出中國革命時期女性地位未獲

得穩定的發展 ,是 由於五四運動中的知識份子 ,還未能完全賦予女

性團結與追求權力的 自主能力 ,不僅家庭改革具有政治改革成分 ,

性別關係的政策在戰火中失去法理憑據 。作者認為 3U年代左翼電

影家改革女性的觀點受兩種主要力量支配 ,其一為家族父權制 ,二

為向心力 。因此左翼電影家貢獻於婦女解放力量有限 ,對於 中國左

翼電影運動中 ,女性佔極少比例的現象提出質疑 ,認為是傳統性別

不平等關係之延續 。

作者透過影片 中如愛情 、婚姻 、母職 、職業平等主題 ,探討左

翼電影家對女性的刻畫 。如在 「都市風光 」與 「搖錢樹 」兩片中 ,

製片家以嘲弄的手法呈獻女性受傳統父權封建的社會壓制 ,導致女

性藉由賣弄性感以求取名利的悲劇 。另外 ,左翼電影公司如明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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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所推行的影片 (如 「神女 」、「新女性 」),多揭示左翼電影製片

家欲塑造新的女性典範 ,即擔任母職 ,與男性能互助合作 ,具無產

階級改革的集體認 同意識 。作者引用 「新女性 」片中的台詞 :「 假

使大眾未能被解放 ,自 由與平等也不會通過 。」作為呼應 3U年代

女性問題淪為次要的議題 。

第四章 「自我和社會 」中 ,作者論述五 四新文化運動產生的 「個

人主義精神 」,如何喚起茅盾 、老舍 、郁達夫等作家在作品中刻畫

「自我醒悟 」的深沈覺醒經歷 。至 3U年代 ,由於受帝國與殖民主

義侵略與衝擊 ;加上 中國本身面臨社會經濟等災難 ,五 四時期重個

人主義精神在此時被視為 自私的象徵 ,認為應召集大眾合成助國家

奮鬥的力量 。作者在本中舉出應雲衛 (「 桃李劫 」)、 沈西苓 (「 十字

街頭 」)、 與孫瑜 (「 野玫瑰 」、「大路 」)之導演與影片作探討 ,發現

這些作品多為表達出對 自我的否定感 ;在情節上 ,藉 由描述人物與

公領域的互動與 緊扣 ,彰顯集體主義與 團結對拯救 國族危機 的功

效 。同時 ,導演藉由在影片 中勞工 、愛情等主題 ,強化私領域 中 「個

體 、私我 」與公領域 「團體 、社會 、國家 、民族 」的衝突與對立 ,

寓含唯有透過集體主義 、意志 、團體紀律 ,以及捨 「私 」為 「公 」

的奉獻精神 ,才有拯救解放 國族的可能 。

第五章 「戲劇性與真實性 」中 ,作者認為受限於西方電影審美

與術語標準的訓練 ,以及早期電影難以採取抽樣的評價模式 ,因此

應打破過去學者以統一審美標準與敘事手法 ,為左翼電影定義的特

色作出評斷 。作者透過分析程步高 、孫瑜 、蔡楚生三位導演 ,及其

作品 「春蠶 」、「小玩意 」、「漁光曲 」所呈現的劇情 ,認為其拍片風

格具有強烈的情緒與形式主義的誇大風格 ,並融合現實主義的文學

批判性 。換言之 ,作者認為左藝電影家在創作上兼具商業的美學藝

術形式 ,並與現實的現狀作呼應 ,兩者 間未能截然二分 ,具有兼容

並蓄的想像與創造力 。

結論部分 ,作者總結 3U年代的中國左翼電影 ,以反帝國主義

與反封建主義的意識型態為主 ,揭露社會黑暗與反應現實面貌 ,具

有強烈改革現狀與集體主義路線 ,奠定往後 5U年中國電影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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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電影與藝術的形式與走 向 ,在 19佗 年毛澤東於延安文藝談

話中被承繼與理論化 ,強調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文藝思想 ,便一直延

續到 7U年代末毛澤東逝世為止 。從性別角度來看 ,作者將中國左

翼電影史中的性別關係作階段性的區分 。如 193U年代 ,多以城市

中無產階級女工 、為黨國效力的集體與社會共產主義精神的題材為

主 ;直到 198U年代以後 ,張藝謀導演才推出背離左翼傳統的反叛

女性主義色彩 (鞏利 )。 在個人與社會方面 ,193U到 197U年代的

左翼電影呈現以揚棄五 四時期個人解放主義 ,邁 向拯救社會 、民

族 、共產黨與參與社會階級革命的理想奮鬥 ,預示了往後共產政策

路線 。

三 、本書特點

本書的重點大致如上 ,接著就本書的特點 ,分別做介紹 。近年

來電影被視為歷史文本作分析 ,漸趨普遍 ,然而史家對此多有爭

論 ,並試圖開展出多種研究電影與歷史相互作用的理論與看法 。作

者主要運用語言學與文學理論的分析手法 ,透過檢視 3U年代左翼

電影中具代表性導演 、受眾與文本脈絡 ,說明其背後所寓含社會改

革的意識型態與文化宣傳策略 。

其次 ,由於作者在中國就讀大學時主修文學系 ,加上其論文指

導教授為李歐梵 ,其作品深具後現代文學主義與理論所影響 ,因此

在處理電影文本脈絡上 ,更 關注政治與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因此在

分析各項主題時 ,皆先對文學創作 、政策改革與歷史政經脈絡的互

動關係作探討 ,對往後電影文本的詮釋極具輔助功效 。此外 ,作者

強調歷史的延續性特質 ,如探討 3U年代電影左翼份子所強調的集

體主義精神 ,不忘參照先前五四新化運動的轉折 ,與後來毛澤東「延

安談話 」的承繼關係作連結 。

在資料運用上 ,作者除至北京電影檔案館 閱讀早期影片 、文件

等一手資料外 ,並不時參酌電影評論家 (如 田漢 、沈西苓 、夏衍 )

與上海文學作家 (如魯迅 、茅盾 、老舍 )的思想與觀感作呼應 。其

按照主題式的安排 ,並分別舉左翼電影片子作深入分析 ,在某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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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給予讀者對時人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有更深刻的憑據 ,擴充了歷

史想像空間 。而作者藉由左翼電影 中所展現的城鄉差距與社會衝突

等主題 ,尤以女性形象塑造 的性別關係來反映共產意識型態的轉

折 ,突顯出上海邁向現代化的複雜多元社會面貌 。

四 、對 本 書 之 評 論

本書雖有上述的特點 ,但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 ,在章

節架構上 ,除第一章論述上海現代化的歷史背景 ,以作為之後各章

的參照基準外 ,其餘 四章所探討 的主題皆 由電影評論者 的角度切

入 ,繼而對電影內容與主題相關的理論作 出分析 ,如此安排使讀者

在閱讀時 ,易產生各章有獨立與緊密度接合不夠的觀感 。在各章節

中 ,先論理而後花大篇幅在分析電影文本的敘事方式 ,往往也使讀

者易產生 「頭重腳輕 」之感 。

其二 ,作者指 出探討電影背後的歷史與思想脈絡時 ,除應注重

電影產製的過程之外 ,大眾文化所扮演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 。但在

對於各章主題 中所篩選的片子標準為何 ?作者未多作解釋 ,難免犯

了抽樣選擇的主觀意識型態 。從作者所引用的受眾觀感 ,如文學劇

作家 、導演評論者的文集與回憶錄來看 ,是否能代表整體社會大眾

對左翼電影製作家欲傳達 的改革理想 ?其效應與影響範 圍程度為

何 ?對此 ,作者若能運用當時報紙與雜誌等史料 ,或許更能貼近民

社會大眾的 日常生活反應 ,以作為互相驗證之效 。

其三 ,就 「歷史真實性 」而言 ,電影呈現手法 中最為學院派史

家所詬病的便是電影的 「虛構 」問題 。誠如電影史家羅森史東指 出 :

「在銀幕之中 ,歷史為了真實必須虛構 」,2因此難免帶有策略性與

美學的思想成分 。重要的是 ,如何發掘這些虛構的故事背後 ,與其

意識型態相互產生的關連 ,進而找尋產製者的意識型態與歷史的真

實面貌 。作者分析左翼電影 中虛構的情節或誇大現實的劇情時 ,便

2RobertARUsenstone.,既
㎡U那 6ˊ 妨εP邵〞rrhec乃aJJeπ羿 qㄏ F〃沕 ㄉ U羽rIdeaUㄏ 刀冰r.〞

Cambridge,Mass.:HaⅣ ardUniversi妙 Press,1955).轉 引白徐叡美 ,〈 電影與歷史 :評

介史家費侯 、戴維斯與羅森史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筍 期(mU4.,),

頁 21U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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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挖掘左翼創作家的根本 目的 ,認為是一種對社會現況不滿而特

意扭曲的意識型態手法 ,並進一步觀察到這種理想化的虛構 ,在往

後中國歷史被再現與重構的問題 。例如毛澤東後來在延安發表的文

藝戰鬥策略 ,以及青年下鄉去為農民服務精神等策略等等 。但作者

對於影片中如何呈現戲劇化的場景佈置 、拍攝運用手法 ,以及在美

學商業需要上 ,如何與拍片意圖的現實產生差距或抵觸等問題 ,未

能進一步作探討與補充 ,是較可惜的部分 。

其四 ,電影史家費侯主張藉由比對電影與文字史書 ,檢視彼此

針對歷史詮釋手法的差異度 ,以作為互補性與比較性的研 究 ;再

者 ,就電影與歷史文本間的對比參照 ,也可發現創作者背後蘊含的

歷史真實性與意識型態為何 。
3在

本書 中 ,作者雖列舉許多左翼電

影與作家間文本的連結度 ,但在比較歷史文本研究上較缺乏 ,多引

文學批評來反映左翼知識份子在文藝路線上為政策與 國家服務 的

特色 ,為本書較為不足之處 。

整體而言 ,本書以電影文本作為反映歷史與社會論述的手法 ,

對於 3U年代 中國左翼電影崛起的歷史脈絡 、產製與意識型態等面

向 ,可提供讀者許多思考啟發的空間 。作者分析左翼電影 中的人物

角色 ,可使歷史研究的層面向下延展 ,如城鄉差距 、勞工 、女性與

下層階級人物等 ,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官方的歷史敘述框架 。且作

者將左翼電影劇作家所呈現 的影片意識型態嵌入歷史政經脈絡之

中 ,對於想瞭解 3U年代 中國左翼電影所反映的歷史社會情境 、產

製過程 、與意識型態等 ,為不可錯過的作品 。

費侯 (MafkΓeio)著 、張淑娃譯 ,

輯 (台 北 :麥田出版社 ,199S),
〈電影 :歷 史的研究資料〉 ,《 電影與歷史》第 l

頁 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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