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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江湖儿女》》的叙事的叙事，，始终氤氲在极具贾樟柯个始终氤氲在极具贾樟柯个

人化风格的忧伤氛围中人化风格的忧伤氛围中。。无论主人公身处何种环境无论主人公身处何种环境，，

或喧嚣的迪厅或喧嚣的迪厅、、或热烈的酒宴或热烈的酒宴、、或杂乱的闾巷或杂乱的闾巷、、或繁或繁

华的长街华的长街，，更不消说即将没入三峡库区蓄水线以下更不消说即将没入三峡库区蓄水线以下

的城垣集镇的城垣集镇、、无边暗夜之中北疆小镇孤寂的火车站无边暗夜之中北疆小镇孤寂的火车站

台台，，这一切均因为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射而令人伤怀这一切均因为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射而令人伤怀

念远念远、、低回不已低回不已。。

这种深入骨髓的忧伤这种深入骨髓的忧伤，，从表面上看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对于时是对于时

间无情流逝的叹惋间无情流逝的叹惋。。例如例如，，在关于在关于《《江湖儿女江湖儿女》》的创作的创作

谈中谈中，，贾樟柯说要表现出贾樟柯说要表现出““时间对我们的塑造时间对我们的塑造””，，并且并且

深深感喟深深感喟““我们都是时间的炮灰我们都是时间的炮灰””，，甚至强调拍摄该甚至强调拍摄该

片最初的动因片最初的动因，，就是有一次回到故乡就是有一次回到故乡，，看到当年被自看到当年被自

己视作偶像的小城江湖己视作偶像的小城江湖““老大老大””东哥东哥，，已经被岁月的已经被岁月的

风雨消磨成一个发福的风雨消磨成一个发福的、、衰老的市井男人衰老的市井男人，，正蹲在墙正蹲在墙

角专心致志地对付一碗面条角专心致志地对付一碗面条。。

然而然而，，透过这普泛的透过这普泛的、、作为文学艺术永恒主题的作为文学艺术永恒主题的

流年之叹流年之叹、、时光之叹时光之叹，，影片的忧伤还有着更深刻影片的忧伤还有着更深刻、、更更

具体的内涵具体的内涵，，即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导致的文即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导致的文

化失范化失范，，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主体的创伤体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主体的创伤体验。。

在在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中年代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中，，个体个体

基于市场原则获取利益行为的正当性获得了历史性基于市场原则获取利益行为的正当性获得了历史性

的承认的承认。。这一方面激发了这一方面激发了““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

奔流奔流””，，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利利

益最大化日渐成为社会生活强势逻辑益最大化日渐成为社会生活强势逻辑，，并深刻地改并深刻地改

写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相互关系写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最令最令

人唏嘘之处人唏嘘之处，，莫过于传统伦理价值逐渐失去了规范莫过于传统伦理价值逐渐失去了规范

人心的作用人心的作用，《，《江湖儿女江湖儿女》》文化上最深刻的冲击力文化上最深刻的冲击力，，就就

来自于对上述过程的沉痛言说来自于对上述过程的沉痛言说。。

影片开端之处影片开端之处，，小城小城““江湖老大江湖老大””斌哥的手下老斌哥的手下老

贾借了兄弟的钱理直气壮地不愿归还贾借了兄弟的钱理直气壮地不愿归还，，因为借钱时因为借钱时，，

对方出于对老贾的信任而没有要求他写下借据对方出于对老贾的信任而没有要求他写下借据。。老贾的行径毫无疑问老贾的行径毫无疑问

是由于利益的驱使而背叛了传统社会重然诺是由于利益的驱使而背叛了传统社会重然诺、、重信誉的人际伦理重信誉的人际伦理。。于于

是是，，斌哥斌哥““请请””出了关羽关二爷的塑像出了关羽关二爷的塑像，，以其所代表的以其所代表的““义义””的价值的价值，，激发激发

了老贾内心尚未被利益完全蒙蔽的良知了老贾内心尚未被利益完全蒙蔽的良知，，使他最终承认了借钱的事实使他最终承认了借钱的事实

并且答应还钱并且答应还钱。。影片格外强调故事开端于影片格外强调故事开端于20012001年年，，实际上包含了这一实际上包含了这一

暗示暗示：：尽管市场化进程已然推进了很多年尽管市场化进程已然推进了很多年，，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已然大行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已然大行

其道其道，，但是在最底层但是在最底层、、最偏远的江湖的角落最偏远的江湖的角落，，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在岌岌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在岌岌

可危之中看管着人性可危之中看管着人性，，使之不至于在利益的拨弄下完全迷失于异化的使之不至于在利益的拨弄下完全迷失于异化的

深渊深渊。。

但是但是，，当更为嚣张的利益浪潮以无可阻挡的姿势席卷而来之际当更为嚣张的利益浪潮以无可阻挡的姿势席卷而来之际，，斌斌

哥基于传统伦理建构的江湖世界最终崩塌哥基于传统伦理建构的江湖世界最终崩塌，，斌哥及其兄弟斌哥及其兄弟““风流总被雨风流总被雨

打风吹去打风吹去””，，接受了利益的收编接受了利益的收编，，所谓所谓““都企业化都企业化””了了。。因而因而，，他坐视情人他坐视情人

巧巧为其承担罪责而服刑巧巧为其承担罪责而服刑，，却从来未曾探视却从来未曾探视，，甚至决绝地弃她而去甚至决绝地弃她而去。。因因

为巧巧恪守的江湖道义为巧巧恪守的江湖道义，，此时已是斌哥要竭力躲避的东西此时已是斌哥要竭力躲避的东西。。斌哥进入昔斌哥进入昔

日小弟在千里之外经营的公司以谋取一份薪水日小弟在千里之外经营的公司以谋取一份薪水，，他之所以能够安心接他之所以能够安心接

受这一受这一““大哥大哥””与与““小弟小弟””关系的重构关系的重构，，正是因为对利益原则的认同正是因为对利益原则的认同。。多年多年

后后，，当刑满释放的巧巧千里迢迢找到他时当刑满释放的巧巧千里迢迢找到他时，，他伤感却不失坚定地拒绝了他伤感却不失坚定地拒绝了

巧巧的深情巧巧的深情，，并明确地说并明确地说：：““我已经不是江湖中人我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与其说他拒绝了巧与其说他拒绝了巧

巧巧，，不如说他拒绝了过去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规范不如说他拒绝了过去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规范。。斌哥的人生于斌哥的人生于

是具备了符号性的意义是具备了符号性的意义，，象征了传统伦理溃败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呼啸象征了传统伦理溃败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呼啸

而来的利益而来的利益。。

在影片最后的情节段落中在影片最后的情节段落中，，巧巧回到故乡巧巧回到故乡，，继续经营麻将馆继续经营麻将馆，，并且并且

依然以大姐的口吻言说着依然以大姐的口吻言说着““王哥王哥”“”“李哥李哥”“”“看好场子看好场子””之类的江湖切口之类的江湖切口。。

但是但是，，今日的麻将馆早已不是斌哥当年以虎踞龙蟠之势坐镇其中今日的麻将馆早已不是斌哥当年以虎踞龙蟠之势坐镇其中、、并以并以

道义价值为民间社会提供秩序的江湖道义价值为民间社会提供秩序的江湖。。此时此地此时此地，，满座的客人都是耄耋满座的客人都是耄耋

老者老者，，他们已经退出人生的竞争他们已经退出人生的竞争，，在油漆脱落在油漆脱落、、陈旧不堪的麻将桌上消陈旧不堪的麻将桌上消

磨生命的黄昏磨生命的黄昏。。影片终结于视频监控器中巧巧靠在麻将馆门前孑孓独影片终结于视频监控器中巧巧靠在麻将馆门前孑孓独

立立、、模糊黯淡的身影模糊黯淡的身影，，隐喻着这是行将被覆盖隐喻着这是行将被覆盖、、被遗忘的旧时代的残迹被遗忘的旧时代的残迹。。

贾樟柯说贾樟柯说：：““我就是一个片面的人我就是一个片面的人””。。他专注于时代变迁过程中令人他专注于时代变迁过程中令人

沉痛的侧面沉痛的侧面，，叙述话语始终包含着淡淡的叙述话语始终包含着淡淡的、、难以排遣的忧伤难以排遣的忧伤，，自有一番自有一番

动人心旌之处动人心旌之处，《，《任逍遥任逍遥》《》《站台站台》《》《世界世界》《》《三峡好人三峡好人》《》《山河故人山河故人》《》《二十四二十四

城记城记》》等等，，莫不如此莫不如此。。当然当然，，历史的横断面丰姿繁盛历史的横断面丰姿繁盛，，值得从各个方面书值得从各个方面书

写写，，不过不过，，有这样一位叙述者有这样一位叙述者，，以以““片面的深刻片面的深刻””探析民族心灵秘史之中探析民族心灵秘史之中

一道奇特的痕迹一道奇特的痕迹，，让我们得以借此凝视让我们得以借此凝视、、感悟感悟、、追怀追怀、、铭记自己灵魂中潜铭记自己灵魂中潜

藏的丰富藏的丰富，，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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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已逝江湖已逝 斯人不在斯人不在
□刘小波

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近日在国内公映，这部冲

击金棕榈奖的影片讲述的是江湖逝去的故事，该片在第

71届戛纳电影节未上映前就吸引众多人的关注，成为话

题之作。《江湖儿女》作为贾樟柯第五次向金棕榈发起冲

击的力作，在戛纳掀起一阵狂澜。不过，透过影片可以明

显看出导演创作上的瓶颈，全片几乎都在挪用之前的作

品而无多少创新可言，可谓江湖已逝，斯人不在。

《江湖儿女》讲述了一段跨越17年的爱情故事，故事

时间线索明晰。故事分三段进行：第一段的故事为巧巧救

人，在一场突发的斗殴中，巧巧为了救自己的男友郭斌打

响了枪，为了保护郭斌谎称枪是自己捡来的，最终入狱；

第二段故事为寻人，巧巧出狱后一路去寻找郭斌，甚至为

了必要的生活费去行骗，得知郭斌有了新的生活便选择

离开；第三段为助人，巧巧得知郭斌仍然一事无成且半身

瘫痪后选择收留他，不过她宣称这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

江湖的义字让她这么做，最终郭斌逐步恢复，却无颜面对

巧巧，选择离开，他一直在找寻一个男人的尊严，最后留

下的不是书信，而是钱，这是郭斌眼中维护尊严最有力的

武器，巧巧出门去追赶已来不及，故事就此完结。最终是

巧巧扛起了江湖的大旗，而其他人则纷纷退出了江湖。

导演在类型上融合了犯罪、动作与爱情，将影片定

位为江湖，实际上演绎的是一段儿女情长，甚至滑向了

时下最为流行的大女主剧，赵涛饰演的巧巧成为故事的

重心。这样普通的故事如何去国际上争夺奖项？导演借

助“江湖”这一极具中国风的元素作为故事的引擎。“江

湖”二字的出现有讨好西方世界的目的，国外对中国的

江湖深感好奇，这次贾樟柯打着这一旗号，为影片在国

外造势增加了筹码。但是“江湖”在影片中仅作为简单的

概念挪用，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生发。影片别有用心的地

方在于，将一把枪作为江湖的标志，有了枪就是江湖的

人，而实际上，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导演实际上一开始

就已经把江湖解构了。

在主题上，江湖或者爱情都只是表层的东西，深层里

贾樟柯仍努力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予以审视和观照。

影片一开始就是矿区整体搬迁的情节，而巧巧、郭斌等人

曾经也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在时代的大潮中很多东西都

变了，不得不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是时代的发展让他们不

得不混迹于江湖。一直不曾停歇的音乐进一步暗示了时

代的喧哗与躁动。不断出现的金钱、国外音乐以及国标

舞，是中国在全球资本浪潮中所面临的真实境遇，导演也

一如既往地在影片中表现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时代的进程让导演担忧，这在片中多有表现。老贾捉

弄郭斌的场景中，首先是拿手机拍摄落魄的郭斌，双方打

赌时所有人都拿起了手机在拍摄，而影片最后镜头是巧

巧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之中，影片戛然而止，这种时代进程

步伐的刻画让影片有了一种厚重感。再比如影片的囚徒

主题，巧巧相信徐峥饰演角色的描绘，最终产生了UFO

的幻觉等。《江湖儿女》体现了导演浓浓的乌托邦情怀，英

文片名《Ash is Purest White》源自郭斌与巧巧在火山

旁对话时的一句台词，“火山灰是最洁白的”。经历了高温

的历练，无论经历什么，最终是洁白无瑕的，这只能是一

种理想情怀，一种乌托邦情愫。歌曲的使用也有此种意

味，反复吟唱的Y.M.C.A其实是一块乐土，极乐世界，是

想象的乌托邦。但遗憾的是，这些都不是这一部影片的首

创，而是在其之前的影片中反复表达过的。甚至《山河故

人》对时代进程的刻画比这部《江湖儿女》更为深刻。

贾樟柯将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导演资本进行回炉，试

图打造一个超级商业大片。很多故事情节与技法观众并

不陌生，包括山西方言、音乐元素、主要演员、镜头语言

等。《江湖儿女》开场时的几幕对交通工具上的人的面部

表情的特写就是导演惯常使用的长镜头和空镜头。全片

的音乐安排也与之前的影片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在具体

呈现上，《江湖儿女》和《山河故人》在时间跨度、叙事结构

和时代对个人的影响上相似点很多，同样是三段式的时

间安排，同样是时代背景下的人生变革。第二个时间段的

故事又完全是《三峡好人》的翻版。无论是故事发生的地

点还是人物道具都有极强的相似性，例如关于三峡蓄水

将淹没景观的叙述、巧巧手里一直攥着的撕了标签矿泉

水瓶、等待迁徙的移民等都说明了这点。迁徙这一基本主

题也有所延续，矿区要迁徙到边疆去、巧巧服刑期间监狱

也要迁徙、在奉节寻人阶段也有大批的移民等着迁徙等，

这些与《三峡好人》如出一辙。此外，爱情故事是《任逍遥》

的延续，卡拉OK厅的躁动有《小武》的影子，暴力书写与

《天注定》相仿。这些明面上是对自己过往作品的致敬，实

际则杂糅了过去的成功来实现新的成功，但是艺术需要

的是不断超越自我，一味的复制只是江郎才尽的表现。

《江湖儿女》带观众回味了大量流行歌曲。开篇的背

景音乐是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而最后郭斌似乎没有

朋友了，无论是林家栋兄妹的消失，还是老贾的捉弄，都

是没有朋友的表现，歌曲的反讽性极强。此外，叶倩文的

《浅醉一生》、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呼应片中

的情感戏，叶丽仪的《上海滩》等烘托出江湖氛围。国外流

行歌曲方面，导演选择了村民组合（Village People）的

Y.M.C.A，这仍是一首迪斯科舞曲。导演的音乐安排呈现

出东西杂糅的局面，实际上也是中国最真实的一面，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华语流行歌曲和西方流行乐同时响

起，音乐成为时代的注脚。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多少新意可言，尤其是和上一

部《山河故人》相比，歌曲的使用基本没有改动。在贾樟

柯的影像谱系里，一直以来都借力流行歌曲提升影片的

深度，他曾说，“他们的江湖，从流行音乐开始”，对流行

音乐的集体记忆，经由时间的冲刷，成为一代人生命的

烙印。流行音乐本身只是那个时代里娱乐消遣的产品，

但在这些人的生活里又无孔不入地消解了他们日常的

焦虑。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中国人的群像和流行音乐紧

密缠绕在一起。

这一次导演明显是从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转型，不

断出场的客串演员上演了一幕幕与故事有些游离的搞笑

片段，比如一同乘船的大姐吃饭前还要进行一番祷告，却

偷走了巧巧的钱包；摩的师傅拉客时心生歹意，反而丢了

摩托车；巧巧为了生活不得不冒充怀孕妹妹的姐姐行

骗……显然，这种搞笑方式与之前导演用黑色幽默来衬

托中国社会的现实已经大相径庭了。

从其早期作品可以看出，贾樟柯完全有能力拍好电

影。导演有着独特的情节构筑与叙述策略方法，其作品从

体裁上来看多具有纪实与虚构的双重框架。他一直想记

录真实的中国，这种叙事野心所伴随的体裁的暧昧性增

强了影片的艺术性与解读的开放性。然而这次，对于熟悉

贾樟柯的受众而言，影片并没有多少新意。或许因为观众

与他的电影之间始终有距离，这次他不得不选择简化主

题、激化矛盾、用琐碎的搞笑片段试图与观众亲密接触。

过去，他的影片常常出现两种评价的对峙，但这一次，贾

樟柯收到的基本都是赞誉，喜耶？悲耶？

··
争争

鸣鸣
··

新作点评

10月1日，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公布提

名名单，刚上映的张艺谋电影新作《影》以12项

提名领跑。在豆瓣上，该片评分也达到7.6，成为

张艺谋古装武侠片评分的新高。然而，电影于国

庆档上映后同样引发了舆论的两极化反应。也

许，我们对张艺谋或者更广泛的第五代导演当

下的电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充满了对他们

“下一部”作品重回巅峰的美好期待，又总是在

看过之后陷入茫然无解的众说纷纭。

《影》显然是张艺谋的。这不是无意义的废

话，而是从导演风格和美学追求上而言，《影》充

分继承并进一步彰显了张艺谋式的美学想象。

自《英雄》开始，张艺谋的电影体现出某种具有

一致性的美学个性，尤其是在视觉图谱的建构

上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个性可以归纳为对

影像色彩的极端化追求、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刻

意运用、对宏大场景的倾力刻画、对故事逻辑的

弱势把握，以及对价值传达的模糊游移。以至于

有时候我们看他的电影时，恍惚是在看奥运开

幕式和“印象山水”系列的混杂体。《影》中间当

然也有这些影子。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偏爱浓烈、饱和、具有

大反差的明亮色彩，从早期的艺术片到现在的

古装大片都有鲜明体现。《英雄》中黄叶漫天中

的树林战舞，《十面埋伏》中苍翠竹林中的敌我

追杀，《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让人瞠目结舌的向

日葵广场，乃至《长城》中奇特的五色守卫部队，

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却反其道而

行之，在影像色彩与视听空间的建构上选择了

另一个方向进行艺术探索，并且更加极致化。全

片以极富中国文化标识的水墨画风为主导影像

色彩，构建了一种黑白与彩色相融混的独特美

学空间，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同

时，配合“影者”主题的需要，张艺谋还创造了一

个阴郁压抑故事的物理时空。沛国与世隔绝的

皇宫、都督幽暗密闭的后庭、镜州难以跨越的天

险，都在浓重的乌云变幻和淅淅沥沥的雨中更

加潮湿，进而霉变，如同人心。

张艺谋一直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孜孜不

倦地在电影和各种大型演出中加以放大表现。

《影》也将中国文化的符号运用到了极致。稍加回

忆，电影包含了书法、绘画、建筑、太极八卦、琴瑟

箫笛、雨伞弓弩、雕版印刷等诸多中国文化符号

的运用。其中太极八卦图是核心意象和故事的主

要隐喻。太极的阴阳互转与互生，演化出真身和

影子、主公与臣下、阴柔与阳刚、幽闭与光亮、可

见与不可见，乃至于结局的反转。至少在表面上，

《影》离不开中国哲学形而上观念的引导。与《长

城》试图融合中西而难以驾驭的野心相比，《影》

是张艺谋更熟悉和纯正的中国文化及其故事。通

过水墨影像与太极八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

中国文化符号的结合，张艺谋尽情展现了自己对

于古典中国的文化想象，也在电影制作和故事的

敷陈上用足了心思，因而呈现出来的效果也就更

加自然顺畅。从这个意义上讲，《影》具有了某种

程度的实验探索性质。对于正在探讨中的中国电

影学派的美学追求而言，张艺谋所展现出来的美

学想象力和一以贯之的追求，恐怕无论如何都是

绕不过去的存在。

然而，在《影》的影像色彩与文化符号的极

致化追求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张艺谋

这种开挂式的美学想象力正面临着不可遏制的

耗散，因为这些表象无法掩盖其在内容叙事和

价值传达这些更为核心的电影要素上的自由落

地。我们都知道，电影形式的美学价值有其独立

性，但形式本身如果和内容之间长期无法达成

共识，则形式的美学价值就会持续贬值。第五代

导演对于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贡献，正在于推动

了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但这种电影语言现

代化的追求是内蕴于故事之中的。《黄土地》《孩

子王》《红高粱》这些作品就是经典代表。但自

《英雄》之后，这两者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影》中

也同样明显。导演想要创造独特的故事世界，这

无可厚非，但这至少要符合故事情景逻辑和历

史现实逻辑，否则这世界与故事就会脱钩变成

一种悬浮于空中的展览与观众欣赏时生硬的出

戏“跳接”。《影》中为了创造所谓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水墨画风，不但让人物的居住环境堆满了

书法和绘画，连人物的衣饰上也是如此，这即使

在被架空的三国时期的沛国，显然也是极为刻

意的。又如小艾利用太极悟得以女身入舞方可

破得杨家至阳至刚之刀法，这本无毛病。但一群

死士也要这么扭捏着腰身破敌，即使故事逻辑

上可以接受，也无法避免观众的尴尬与笑场。同

时，一群死士乘着旋转的刀片飞伞还能发射弓

弩毙敌，则罔顾了基本的故事可能性与观众的

接受阈限。其他诸如沛国皇宫建在山坳里水池

边，大臣上朝需要乘船，镜州高居山巅却不知城

门何在等都是如此。电影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为

了“团体操”的效果而采集符号展示的强烈动

机，无疑割裂了影片的形式与内容。

有人认为张艺谋的《影》受到了黑泽明《影

武者》的影响，并借此片致敬黑泽明。如果我们

对此稍做比较就能够发现，《影武者》和《影》虽

然都在讲“影者”，但旨趣却全然不同。《影武

者》故事发生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群雄争霸

历史中，“影武者”是在武田信玄被刺，为了不

让对手获知消息维持家族稳定的需要而不得

已想出来的主意，也探讨了“影者”在这历史的

选择与捉弄中自我认同与人性的变化。《影》虽

有原著《三国·荆州》故事的加持，子虞和杨苍

的角色显然也映射了周瑜和关羽，但张艺谋却

并非要讲“大意失荆州”，而是将故事设定在一

个类似架空的语境中来讲述，从而剥离了历史

并逆转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基调。这样做固然是

为了让自己的美学想象力不受时代的局限与

约束肆意飞扬，但同时也埋下了随意安排人物

和故事逻辑的引信。因而《影》的故事变成了单

纯的人性自私和权力欲望导致的一场观众不

知该同情谁、该认同谁的宫廷杀戮，在视觉感

官冲击之外很难让人感动。电影中几乎所有

人，无论阶层抑或身份，都在自私自利的算计

中谋取权势利益，没有体现出人性的真善美

好。“影”对于家乡、母亲与小艾的些许微薄情

感，也在作为“棋子”的绝命反击中烟消云散。

这不是绝对的命运之神所造就的不可避免的

人生，而是污浊的世界宵小的恶在肆意生长，

显然与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意蕴南辕北辙。

张艺谋后期的电影，给人留有印象的往往

不是人物，不是故事，不是意义，而是场景与色

彩。当《英雄》中的林中舞蹈、漫天飞箭和秦王天

下和平的顿悟在《影》中分别被替换成水墨太

极、旋转刀伞和沛王《太平赋》的说辞时，我们不

得不说，时光已然流逝，但张艺谋确实还是那个

张艺谋，似乎也仅此而已。

《《影影》》显然是张艺谋的显然是张艺谋的
□张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