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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力量
每一次都想讲点新的东西，事后一分析，发

现有时候语言的外壳换了，内容虽然变化不大，

但是感觉却不同了。语言表达就是有这个魅力，

你每次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同一个事物或者同

一个概念的时候，有可能产生非常意外的效果。

为什么语言表述的时空换了，传递的信息就发生

了变化？有的时候可能更丰富了，有的时候可能

更贫乏了，这个就是语言的魅力，也是它的陷

阱。我觉得电影实际上也是一样。大家可以按

照这个逻辑去考虑电影语言的效果。

电影的效果所展示的就是电影的力量，它大

致包含三个部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艺术力

量。我先谈政治力量，因为它在我们这里受到空

前的重视。我们以前觉得电影是个消费的商品，

是个娱乐产品，是个展示我们艺术家个性的东

西，或者是一个表达我们的批判性，展示我们思

想深度的东西，或者是一个供我们抒发诗意的东

西。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它，但是有一个

角度处于这个结构的头部位置，在逻辑上占据了

源头的，无疑就是政治力量。

毫无疑问，政治在电影当中的权重增加了。

这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别人愿意不愿

意，它就是增加了。增加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

大的背景还是意识形态竞争，跟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世界格局中的博弈状态有关系。从民族竞争

的角度看，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看，也必然是这个

结果。实际上，这种竞争模式跟我们人和人的关

系是一样的。我们导演和编剧处在这个行业的

不同位置，站在你边儿上的人就是你直接的竞争

者。用萨特们的存在主义学说来解释，他人即地

狱！他人的成功，他人对资源的占有，对优质资

源的垄断，就意味着你的失败多了一系列可能，

而且你获取资源的那个源泉就干涸了一大块。

我们个人在职场是这样，国家在这个地球上不是

同样处于这种局面吗？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你

获取利益肯定不能靠你个人单干，肯定是以国家

来组团，国与国之间在博弈嘛，在拳击台上打嘛！

就是在这种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处

于极快的上升期，令竞争对手感到不适应。战略

竞争加剧，所有的博弈手段都会用上。政治博弈

不用说了，外交博弈也不用说了，军事博弈更不

用说了。文化和电影也加入了博弈，是立体化博

弈的一部分。美国好莱坞盛产的只是娱乐和票

房吗？它一直在努力用优质产品传播它的价值

观，传播它的生活方式，传播它的理想，而且一直

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侵略性的输出。法国都

受不了了。照理说法国跟它是同一个意识形态

圈的，遵循的政治伦理是一样的，你着的是哪门

子急呢？但是，法兰西出于自己的民族利益，它

要保护法语文化的纯洁性，要保护法国电影，保

护本土的创作者。最后就涉及到存在主义的那

个理念，人和人的利益是彼此分割的。一个人无

法完全感受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无法把自己

的幸福完全和另一个人分享。古人说的人心隔

肚皮，隔的就是这个。这个肚皮就是两个世界的

边界，就是你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的边界，这个

是永远无法逾越的。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一

样，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也一样。

我们在经济实力扩展之后，创造了巨量的物

质财富。但是在精神财富的层面，创造性和积累

都远远不够。在实力相对羸弱的情况下，你怎么

跟人家强有力的好莱坞的文化输出竞争？这就

是我说的大背景，电影的政治权重增加，它是政

治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担负的第一个使

命，是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防守。

第二个使命，要推动文化特性和文化智慧的

输出、对抗、交流与融合。我们给予电影的希望

就是这个希望，经过大致的逻辑分析，深感赋予

电影这个使命是恰当的。而且非常显然，在现有

的对外交流框架中，其他表达手段也可以承担这

个任务，但是信息传递的容量和力度显然都不如

电影。我们中国的新闻想漂漂亮亮地打出去，太

难了。我们的哲学想出去，我们的社会学想出

去，文史哲想出去，能有多大影响力？惟一有可

能的是什么？电影！因为它的表达方式有鲜明

的识别共性，可以弥补语言的隔膜，通过比较廉

价的传输手段跨越边界，直接抵达国境之外的具

体的观众。如果你足够感人，有足够的艺术性和

力度，就能够实现文化输出和文化博弈的目的。

博弈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利益，在文化智慧的

频繁较量之中，最终实现的是对人类创造性的激

励与开拓。

我说的第二个力量，中心词是社会。社会的

内涵太广了，跟电影有关系的最重要的那个部

分，不是娱乐，而是教育。在大众的认知中有一

个牢固的逻辑，如果社会出了毛病，一定是教育

出了毛病。这个说法没毛病！那么，教育出了问

题就抓教育呗，把电影扯过来干什么？因为电影

确实有教育功能，把它扯过来是社会需求的一种

自然反应。这个教育是艰巨的教育。你要用电

影展示所谓正确的价值观，要坚持主旋律，要坚

持正面描写，正面表达，要正能量，等等。这是几

个常见的关键词。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把

我们艺术家传递的信息包装成这个样子？从某

个角度说，哎呀，你把我的功能窄化了，你把我最

擅长的优点给扭曲了，你让我干最不擅长的事情

了。也就是说，你把我的艺术性里赋予了更多的

宣传性。这是从某个角度来理解，但是你要换个

角度：它确实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品！你不宣传

这个，你就宣传那个。包括你个体的表达，是完

全个性化的表达，那是你在宣传自己的或舶来的

理念。它们不是从你脑子里平白无故就长出来

的，所有信息都有各自的DNA，都是基因的重组

和传递，是击鼓传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击鼓

传花。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教育干的就是这

个事，电影干的也是这个事，后者不应该感到委

屈。要害是干得好还是不好。

大家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忧虑

的。如果你一直喜欢写小说或写诗歌，你喜欢玩

视频玩设计，你都会知道艺术表达的特别有价值

的一面，就是人和人要不一样。他那样做了，我

不能再那样做，要绕着它走，得换一条道，而且要

展示我的个性。有的时候为了展示我的个性，我

嗓门大一点，夸张一点，扭曲一点儿都没有关系，

我怪叫一声都没有关系，响应的人更多。但是当

赋予了我刚才说的这两种力量之后，你觉得这样

做是生存所许可的吗？我强调的这个许可不是

政治许可。比如说环境，每年降雨量是有数的几

个毫米，或者到某个季节肯定要刮台风，有的地

方干旱，滴雨不下，有的地方涝得一片汪洋。所

有植物的生长不都是根据这个自然环境来自我

调节的吗？你说我这个小花一定要开，我这花太

美了，从我心里长出来的，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花

儿，你得给我下点儿雨。土壤碱度不够，你得给

我增加碱度，凭什么呀？是你决定环境还是环境

决定你呀？

从生物学的逻辑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对环境

的适应问题。对环境的适应是必然选择，要增强

自己的适应性。犬儒主义也罢，中庸之道也罢，

我们的局限性和深度都取决于我们所站的那个

位置，取决于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这个问题扯

得太远了，收回来。

说完了政治，说完了社会，下边儿就离咱们

自己越来越近了，就是艺术，艺术的力量。艺术

还有没有力量？艺术的力量在什么地方？艺术

当然有力量！而且严格说来，在所有这些力量的

比较当中，艺术绝非弱不禁风。比如说政治的力

量，它通常是有时间限定的。在某一个时间段，

它会显示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它会变化，有的

时候，变化非常剧烈。社会力量也一样，社会的

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琐碎的力量，它的世俗

性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我觉得跟它们相比，艺术的力量更深入，更

牢固，更持久。我们现在还在读《诗经》。那个时

代的国王在哪里？那些贵族在哪里？那些时尚

在哪里？我们在乎那些统治者颁布的什么条令

吗？我们在乎当时的社会是什么风气吗？历朝

历代的政治动作和社会动作全部死掉了，像尸体

埋在土里一样，化为泥沙了。惟有艺术同样被土

掩埋，最后化为闪闪发亮价值连城的钻石。钻石

恒久远，它的美，它的光芒，它的力量，不会受岁

月的消磨。当然，我指的是真正的艺术经典。我

们所有的表达者追求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我

们的力量由此而来。

我觉得艺术的本能之一，就是要尽可能的深

刻！在这个人类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狠狠地

划一刀，让它永不泯灭，让一代又一代的人都看

到这个痕迹，从这个痕迹里汲取营养，吸取美感，

或者领略那种悲剧感。艺术的力量是真正核心

的力量。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政治如何变化，艺

术的宗旨不变，展现艺术家个性的宗旨不变。我

们有时候说到伟大的导演，伟大的演员，伟大的

作家，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为什么伟大？因为他

经过世代人的注视，世代人的挑剔，经过世代人

的抛弃，最后他仍然稳稳地站在那里。当我们阅

读的时候，感受的时候，仍然被感动。被艺术感

动了之后，我们会下意识地或理智地觉得生而为

人，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对他人有益的

人，尽量做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能够承受人生痛

苦的人。所以艺术的力量，严格说来，它是无坚

不摧的。

我不知道大家投身艺术工作的时候，出发点

是什么？反正我自己的出发点，后来我自我分

析，在潜意识里有这个东西。表面的东西，我要

出人头地。我没有别的能力，掌握这个技能之

后，我能在社会上混，能挣够吃喝，能养家糊口，

能够获得名誉，甚至能够获得某种地位，获得别

人的尊重。这都是表面上的实用的一些目的。

背后真正的目的，还是我说的那个，在人与人的

竞争当中，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站在一个比较牢固

的位置。这个牢固的位置可能是出于某种本

能。坦率地说正是这种心理，造就了各行各业的

精英，所有的精英出发点肯定都是这个东西。就

像动物在争夺食物和配偶一样，要彼此撕咬，通

过这种争夺积累并延续自己健康的基因。我这

个生物基因强大才能传递下去，才能持续地传递

下去。你争不过人家，你就败了，你的基因被自

然淘汰掉了，你的痕迹就没有了。艺术就是这么

个过程。强大的竞争者，那些基因最优秀的人，

他会留下自己的痕迹。

我自己的梦想实际上跟你们一样，真想坐到

你们中间去。我曾经做过《少年天子》的总导

演。邓超、郝蕾、潘虹、何赛飞演的那个戏。当时

先后找了四个执行导演拍摄，我一边写剧本一边

看拍摄素材，给大家提建议。有很多愚蠢的建

议，被那些资深导演痛斥。拍完赶上“非典”剧组

都散了，就我带着一个小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

个大楼里剪片子。那个楼里有十多个剧组都跑

掉了，躲SARS。我戴着个大口罩跟一个小孩儿

在那个大楼里忙活，就我们这一个组，剪了一个

多月。剪得真是高兴啊，特别高兴！就觉得好像

一大堆词汇，形容词、动词、名词在那儿堆着随你

挑。编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章节，一直向下

编，真是乐趣无穷。我觉得那个时候只要精力够

的话，就恨不得一直坐在那儿，不编完不走。最

后往里加音效的时候，仍然有那种感觉，真是好

玩！跟写小说，坐在写字台前搜肠刮肚地找词一

模一样。书写的快感，叙述的快感，我觉得这就

是导演工作的性质，导演是影视视觉艺术最终的

且是直接的书写者。

我那个时候也感到不少遗憾，哎呀，这个现

场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拍下来？想要的东西都

没有啊，翻箱倒柜的怎么也找不着。要是你当时

多个心眼，拍了该多好。这都是事后诸葛亮。那

个剪片的小孩儿现在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后来也

没联系了。这孩子至少知道一个秘密，刘恒老师

在所有人眼里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很谦虚的人，

但是在剪片子的时候，对着那个屏幕骂了无数脏

话。痛骂，指着屏幕痛骂。现在想想，我自己都

不好意思了。但是这就是导演的权利，导演有痛

骂的权利，但是最好不要骂。优秀的导演大部分

是温文尔雅的人。拍《本命年》的时候，我到剧组

去探班，发现谢飞导演的举止特别飘逸，在片场

走来走去，跟那个说说，跟这个说说，总是笑眯眯

的，大家合作得特别协调。我的好朋友跟过李安

的剧组，对他一直赞不绝口。李安对所有人都客

客气气，对场工也客客气气的。他很内向，习惯

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分别传给剧组的人，信

的抬头和收尾都客客气气，把那些礼貌用词用尽

了。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却如此谦卑。真是好样

儿的！我希望你们做有个性的导演，但是请尽量

儒雅一点儿，这样大家都舒服。

刚才说了电影的三个力量。政治的力量，社

会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如果让我概括以上表述

的共性，我觉得它们都涉及了“形而上”的问题。

形而上你们可以查，到百度里可以查，它是《周

易》里的用语。它跟形而上学还不是一码事。形

而上为道，道就是道家的那个道。道是神圣规

则，是精神层面的，是看不见的一种东西。形指

的是人，形而上指的是在人之上的那个东西，天

上的东西。

除了刚才讲的形而上，还有两个形，一个是

形而下，一个是形而中。形而下为器。器就是工

具。你所有的力量是要靠工具来展示的。你必

须熟悉那些手法、规则和套路，它们像数学的公

式一样饱含逻辑，是对行业规律性的总结，你的

所有创新都离不开这些工具。编剧有一大套，导

演有一大套，制片人有一大套。形而下就是逼你

落地，你要光在形而上上面飘着，没有形而下支

撑的话，就是空中楼阁，不堪一用。

最后是形而中。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

形而中则为心，心脏的心。形而上是理念，形而

下是手法，形而中指的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

品质和状态。后者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上。上中

下，天地人，人是最宝贵的。

昨天晚上考虑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临时生

发了一些想法，记在笔记本上。我看能不能试着

用这个新的瓶子，把那些旧酒给装进去。这个想

法我曾经开过头，但是没有像昨天那样，好像一

下子就有了灵感，一下子就贯下来了。我想用

15对反义词，来分别拆拆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

下的具体意思。

电影的反义词
先插一句题外话，我在某个当代政治家的著

作里接触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在我的知识范

围里。他简述了“概念的兑换”。他用了“兑换”

两个字。概念兑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概

念可以代替另一个概念。通过兑换可以使原有

概念更丰富、更具体或者更生动，有多种延伸的

可能。比如说人这个概念，可以兑换成高级动

物。所以当我们说到形而上的时候，可以将它兑

换成主旨。我为它准备了五对反义词。

第一对反义词是生死。生和死是生命最重

大最辽阔的主题，并不局限于艺术。尤其是死

亡，对艺术影响之甚，无出其右。我前些日子到

乌镇戏剧节，跟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的名导演名

演员对话，一场谈契诃夫，一场谈陀思妥耶夫斯

基。谈到契诃夫的时候，我强调了他是一名肺

结核患者。肺结核在19世纪是不治之症，跟艾

滋病和癌症一样，得了基本就活不了了，苟延

残喘。我说过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就两类人，一

类肺结核患者，一类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个是

我开玩笑的总结，但确实很多顶尖的作家都得

过这两种病。鲁迅是这个病，卡夫卡是这个

病，很多都有肺结核。你们可以广泛涉猎作家

的传记，看看有多少人得了肺结核。在死亡的

阴影笼罩之下，他们对人类产生了非常沉重非

常阴郁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更极端了。他16岁的时

候妈妈死掉；17岁的时候，爸爸死掉。25岁的时

候，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被沙皇判处死刑，别人

都给毙掉，却把他放了，等于死了一回。熬到40

出头，老婆和哥哥同一年死掉了。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哥哥是一个烟草商，经济宽裕，一直支持他

写作。这些死亡摧残了他的神经，也极大地成全

了他的文学创作。

死亡对艺术家的影响，我觉得是第一位的。

比爱要强大得多，比恨也强大得多，比不满和怨

气，比那些追求世俗利益的种种焦虑要强大得

多。我曾经受命给国家大剧院写过一个歌剧《山

村女教师》，为此第一次接触了欧洲的歌剧。我

看《茶花女》把自己给看哭了，非常意外。我纳闷

儿怎么回事？再看一遍，又哭了。我就回过头去

看这个作曲家威尔第的身世。威尔第人生的第

一大挫折是什么？他才华横溢，在维也纳音乐学

院学习的时候，被这个学院的院长看中了，把女

儿嫁给了他。结果他毕业之后结婚，第二年老婆

就死了。老婆的死对他的打击之大，无以复加。

终其一生，他所有作品的主题都是死亡。最感人

的作品，最轰动的作品，至今还在不停地上演的

作品，都是死亡主题。后来我就琢磨，只有他这

样吗？我再看别的歌剧，我发现100部歌剧里边

儿得有99部是死亡主题。是不是这样，你们可

以去看，你们可以去听。

我还总结了古典歌剧里的死亡方式，刀刺

死、枪打死、毒死、跳楼摔死……不一而足。所以

死亡是大家共同的课题，而且是生命的第一课

题，没有谁能绕过这个。谁能摆脱死亡呢？我们

人生的困境太多了，没钱花，找不着老婆，考不上

好学校，住不上好房子，开不上好车，人家有的名

誉我没有！想得这个奖就是不给我，给那孙子

了，这么好的剧本，他们居然不用……不开心的

事儿太多了！但是哪个能跟死亡相比？死亡“咔

嚓”就能给你画上句号。你有多大的光芒，

“啪”！开关一关，灯就灭了。

所以我觉得死亡所焕发出的那种能量，作为

一种创作资源，是第一位的。大家可以想一想，

所有伟大的作品是不是都跟它有关系？我们可

以凝视自己的生命本身，从上升期到衰落期，眼

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消耗下去，像燃尽一根

蜡烛。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应该是艺术的起源，

就像宗教的起源一样。艺术起源于巫术，巫术的

实质无非是人类幻想永生，想挽留生命，想永久

地留住它。但是你留得住吗？留不住啊。古代

的名人愿意把自己的字刻在岩壁上，人死了让那

俩字儿替他活着，算盘打得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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