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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歷史的個人化和遊戲化 

 

第一節 文化反思的消解 

 

 從一九九○年代開始，中國的文化形態面臨了巨大的改變，進入了評論家所

說的「後新時期」。一九八九年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被鎮壓後，言論自由被

中共政府縮緊，一九八十年代的「文化熱」也逐漸退潮（Xu, 1999: 1）。正如本

論文第二章第三節中所指出的，中國在一九九○年代開始以開放的步伐，搭上全

球資本經濟的列車。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越來越依靠市場經濟、外來資本和國

內的消費行為。因此，消費式的娛樂和通俗文化降臨中國，一個消費社會逐漸成

形。而隨著中國進入「世界貿易組織」，這種「與世界結軌」的趨勢已經對它的

社會主義制度帶來了深遠的影響。 

 Arif Dirlik（1989）在他一篇闡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章中曾

指出，中國人在文革後逐漸的對社會主義失去了信心，因為這系統無法為他們帶

來一個進步的社會以及一個共產式的未來。他更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到來，使到

它與中國本身的社會主義制度產生了巨大的矛盾。徐賁（Xu, 1999: 29）卻認為

中國「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基本上存在著兩種元素，就是「社會主義

宏願的死亡」以及「後極權主義和支配」的延續。這使到中國出現了一種現象，

就是官方繼續進行著某種意識形態的支配，人民卻追求選擇的自由，在官方的政

治話語中，卻同時出現了流行文化與消費潮流。換言之，中國出現了極權主義政

治和市場消費經濟共存的現象。這也造成政治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逐漸的失去了它的影響力和重要性。魯曉鵬（Lu, 2005: 121）更直截了當的指出︰

「一九九○年代是消費主義、商業化、去政治化和去意識形態化的時代。它更是

缺乏英雄和眾神的年代。」 

 因此，這種社會與經濟的演變，使到後現代文化的到來。Fredric Jameson（1991: 

2）曾闡述，後現代的特徵是高雅文化和被稱為流行或者商業文化的界線的消解，

以及出現以各種形式、類型和內容所呈現，試圖瓦解現代性觀念的嶄新的文本的

出現。那中國後現代現象所顯影的，便是諸多文化產品如通俗文學、流行服裝、

流行音樂、娛樂電影出現在「文化市場」上，使到文化變得破碎和多元，更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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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精英話語造成了一定的衝擊。這種後現代文化形態逐漸的滲透各種日常生活

而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份（Lu, 2001: 10; Zhang, 1997: 15-16）。換言之，後現代

的降臨，為中國的歷史性和文化發展增添了各種差異性、多樣性和異質性的元素。 

 但對於一些評論家來說，後現代在一九九○年代降臨中國，使到中國的文化

語境中有一股拋開文革和一九八○年代的歷史重負的趨向，使到自一九八○年代

以來對歷史性的批判反思面臨了消解（戴錦華，1999b︰232；Xu, 1999: 89）。

換言之，一九八○年代以來的文化反思和歷史反思，以及啟蒙和拯救民族的話

語，逐漸的成為昨日黃花。而政治在電影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因為這種社會文化

的新趨勢而有所變化。陳曉明（Chen, 1997: 236-237）便指出一九九○年代的中

國電影有遠離以意識形態和政治為中心的趨向。他認為那時候的中國電影仍然繼

續把玩和操弄著各種政治符號，但這種政治符號已經失去了實質的政治內涵和意

義，他稱這為中國電影中的「後政治」（postpolitics）現象。而魯曉鵬（Lu, 2001: 

155）更進一部的指出，如果一九八○年代中國的藝術創作，是通過對中國過去

和現在持續、無畏的和直接的批評以便為中國建構一個新的歷史主體（這就是所

謂的中國現代性），那後新時期的藝術創作卻是傾向於妥協、間接的介入、戲仿

（parody）和拼貼（pastiche）。因此，Fredric Jameson 的「國族寓言」已經不是

藝術和文化表現中佔優勢的表現形態了（同上引︰158）。 

 當然，描述文革的電影在一九九○年代仍然陸續的出現，一直到兩千年新世

紀的來臨，文革這題材還是受到一些電影人的青睞。在上一章筆者處理了三部從

「第五代」出身的導演的文革電影，認為電影中深深的烙印著某種中國民族的「國

族寓言」。雖然他們的這幾部電影是生產於一九九○年代，但他們的特殊文革背

景，使到他們的電影仍然延續著一九八○年代的文化批判和反思的意識。從一九

九○年代直到新世紀的初期，我們仍然可以通過了其他曾經歷過文革時代的電影

人的鏡頭來目睹文革。然而，他們卻為觀眾帶來了藝術語境和前三部作品非常不

同的文革電影。換言之，同樣是經歷過文革，在文革時代長大的電影藝術家，卻

對文革有著不一樣的觀念和見解。本章便將闡釋聚焦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爛的

日子》、戴思傑執導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以及呂樂所執導的《美人草》。為了

闡釋的需要，本章將把《巴爾札克與小裁縫》和《美人草》作為討論的起點，再

回到比這兩部電影更早拍攝的《陽光燦爛的日子》。 

 

 



 65

第二節 個人化的歷史與朝氣昂然的青春愛情記憶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從草原來到天安門∕無邊的旗海紅似火∕戰鬥

的歌聲響入雲∕偉大的領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電影以這首歌頌毛澤東

的歌謠開始，引入觀眾眼簾的，是兩位知青羅明和馬劍鈴背著行囊，在上山的石

階上徐徐的跋涉、艱苦的「向前進」。《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旅居法國的華裔

作家戴思傑，揉和了自己當年的知青歲月－－在四川鳳凰山鄉的下鄉經歷的故事

（Dai, 2003）。這部電影裡頭的兩位男性知青，在村子裡遇見了一位被稱為「小

裁縫」的女孩，而在他們的青春歲月上留下了無法泯滅的愛情烙印。 

 當兩位年輕知青第一天到達村落，而被村中的生產隊隊長，把馬劍鈴所帶來

的小提琴看成是資產階級的玩物，而試圖把它給燒了，但也因為羅明要求馬劍鈴

演奏一曲「莫扎特想念毛主席」而得以解圍。整體上來說，電影中所描繪的知青

「上山下鄉」的生活，並不是異常痛苦的。這兩位知青的痛苦，也不過是勞動的

痛苦，不能演奏小提琴的痛苦，以及不能讀外國小說的痛苦。但伴隨著這些痛苦

的，便是許多愉快的經歷和體驗，如偷看少女洗澡、在溪水中悠游暢泳、偷裝滿

外國小說的箱子、為村民解讀電影任意的加入外國小說的情節、在「藏書洞」內

為小裁縫念外國小說、要小裁縫重複說「我愛你」的談情說愛等。這兩位知青為

老裁縫念外國小說，卻激發了老裁縫在服裝縫製上的創作靈感，在服裝上增添了

許多清新的花式。他們綁著生產隊隊長幫他補蛀牙，隊長頓時成為了他們的戲弄

對象。隊長在一次為了「救」出毛澤東的照片的事件中受傷，令到生產隊癱瘓。

他們更享受了幾個星期的自由，馬劍鈴更可以悠閑的去收集山歌民謠。在這些電

影所描繪的生活片段中，總是以輕快悠揚的小提琴配樂所陪伴，再加上綠色的山

林、清澈的小溪、所散發出的是一種朝氣勃勃、輕快、純潔的青春歲月和少年情

懷。 

 而電影中的傷感，是由小裁縫離開了鄉村，以及這兩位知青年長老大後才開

始的。電影中在臨結尾處增添了小說所沒有的長江三峽水霸工程的背景。它是世

界上規模最大，也是中國和世界有史以來建設最大型的水力發電工程，是中國在

一九九○年代後進入現代化和資本化的最佳象徵。而陪伴著這兩位知青青春歲月

的鳳凰山村，將會因為這工程而淹沒在長江的河水中。在這村落被淹沒前，馬劍

鈴來到了以前他和羅明棲身的屋子。在屋子前他看見了巨大衛星接收器，凸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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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已經來到了這純樸和落後的村落。在河邊，正上演著這地方在被河水淹沒

前，最後一次的鬼節放紙船慶典。在這因為現代化而面臨消失的傳統文化慶典

中，馬劍鈴走進河水，走過一個個裝有蠟燭的紙船，尋找著小裁縫的點點訊息。

但代表著他們年輕美好歲月的小裁縫，已經無從尋覓。貫穿這一幕的，是中國傳

統樂器二胡所拉奏，充滿著悲傷哀怨的電影配樂。這二胡配樂，把我們帶到上海，

中國發展急速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更是中國走入市場經濟和全球資本的最佳標

誌。雖然羅明已經成為現今口腔學術界的權威，但覆蓋這一幕的昏暗攝影，比較

起有身穿豔紅衣著的小裁縫和青翠山林所陪伴的青春歲月，畫面上的氛圍更顯得

黯淡無光許多。在馬劍鈴所帶來的錄影中，隊長仍然拿著那從前這兩位知青所帶

來的鬧鐘，鬧鐘卻慢了整二十分鐘，代表了時代已經無法停留在過去的歲月中

了。而最後，小裁縫用過的縫衣機、馬劍鈴從法國帶回來的香水以及承載著兩位

男知青的青春歲月的小屋，隨著悠揚悅耳的小提琴樂曲而被淹沒在長江三峽河水

的波濤中。所留下的，只有馬劍鈴在拉小提琴、羅明為小裁縫念小說的那段青春

回憶。 

 然而，劇中對文革也並非是全無批判的。在劇中開始時隊長要燒掉小提琴的

一幕，就顯出作者對文革時候盲目崇拜毛澤東的批判。但從電影的敘述方式來

看，使用嘲諷更來得恰當。隊長認為小提琴是資產階級的玩物，要把它給燒了，

但較機敏的羅明卻告訴這不是玩具而是樂器，更建議馬劍鈴演奏一曲「莫扎特想

念毛主席」，隊長聽後滿是欣喜，立刻補充一句「莫扎特永遠想念毛主席」，小提

琴因此而避免了成為火中之碳。除此，隊長因為奮不顧身的從礦坑中「救」出毛

澤東的照片，而受傷躺了一個多月的一幕，更是對這種「毛式崇拜」極盡嘲諷之

能事。更令人發笑的一幕，便是農人在法國作家福樓拜（Gustave Flaubert）的

小說《包法利夫人》（Madame Bovary）中看到了外國人的畫像，為書中的外國

人是馬克思，列寧還是斯大林（其實那畫像是 Flaubert 本人）而爭辯不休的場

面。這一幕更徹底呈現了文革時期形式主義的泛濫。 

 然而，這部電影雖然有著這些（少許的）嘲諷元素，但文革時候的「傷痕」，

已經在這部電影中盪然無存了。這部電影缺乏像「第五代」導演如陳凱歌、田壯

壯等人對民族梏結的強烈省思。劇中對山林和大自然的運用，更缺乏「第五代」

對大自然的那種那充滿寓言性和反思性的特質（參閱本論文第二章第二節）。大

自然在這部電影中所扮演的功能，更多是作為一種與電影臨結尾處所呈現的現代

化和大都會的比較。這比較中所凸顯的，是戴思傑對那段「上山下鄉」的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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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留戀。戴思傑通過這兩個知青所回溯的那段日子，基本上是美好。相比之下，

現代在作者的鏡頭下更顯得黯淡無光。在中國邁向全球化與市場化的過程中，所

破壞的更是過去的傳統文化以及代表著那種美好回憶的人與物。 

 類似《巴爾札克與小裁縫》的知青圖像，也出現在呂樂的《美人草》中。呂

樂作為與陳凱歌、張藝謀等同輩的「第五代」攝影師，在自己執導的電影中把鏡

頭對準了自己的年輕時代所經歷過的「上山下鄉」歲月。這部電影改編自美國華

裔作家石小克的小說《初戀》，和《巴爾札克與小裁縫》一樣，都是述說著一個

女人和兩個男知青的愛情故事。這段愛情故事跨越了知青年代，一直到現今二千

年的新世紀。 

 《美人草》的開場，為觀眾帶來了《我們走在大路上》這首文革知青老歌︰

「我們走在大路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主席領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

前方」。畫面所呈現的，是一張張描繪知青活動的黑白老照片，加上這首激情洋

溢的歌曲，隱隱的散發出導演對那段知青舊夢的回眸與眷戀。女知青葉星雨在一

次返回下鄉營中邂逅了來自另一個營的男知青劉思蒙。然而，星雨有一個青梅竹

馬，與她同駐在同一個營的戀人袁定國。因此，一段溫婉的三角戀愛故事也由此

展開。這部電影通過了從相識、相戀、分手、又相逢典型的愛情電影公式，平鋪

直述的為觀眾帶來這個愛情故事。 

 電影的前半段部份，為觀眾呈現了知青們「改造山河」的崇高理想，他∕她

們伐木砍竹、開山耕地，正如劇中袁定國正氣凜然的豪情壯語︰「我們都不屬於

這個地方，但要讓這個地方屬於我們」。這前半段的敘事中，是被綠色所圍繞著

的。雲南綠色的竹林與山林、知青們身上的綠色軍裝，從大自然到人物，無不綻

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青春活力與激情奔放。電影所呈現的知青生活，是一個互助

互愛、同舟共濟的集體社會。他們成群結隊到市集去購買日常用品，在開山勞動

時更是同心協力、同甘共苦的。他們知道星雨在家鄉昆明的父親病了，更一致同

意把返城的機會讓給星雨。當其中一個女知青衛紅因為意外受傷而大量出血，他

們更是「早晚都要抽血」來為她輸血活命。甚至與另一個知青派系的動武爭鬥，

開始也是為了營中的集體利益著想。 

 反觀電影編導在處理知青返城回家後的劇情，就顯得陰鬱了許多。文革結束

後返城的星雨和定國的生活，電影大部份是以灰藍色調的畫面來處理，與知青時

期的綠色生機勃勃比較，也顯得黯淡和陰鬱許多。脫下綠色軍裝後的星雨，總是

身穿一身素色的服飾，臉色更顯得蒼白疲憊，而陰天和雨天的不時出現，增添了



 68

電影這後半段的沉重壓抑的氛圍。在這裡，電影創作者為觀眾呈現了某種從集體

逐漸過度到個人的社會意識的變化。袁定國患癌病危臨終前，也只有星雨在醫院

陪伴著定國，這場面更是顯得冷清與淒涼無比。隨著時間的演變，昔日的集體精

神、理想和激昂早已經盪然無存。 

 在電影中文革後的新時期，有一幕呈現了星雨工作的圖書館單位的成員正頌

唱著《龍的傳人》，但隨著電影鏡頭的掃攝，卻發現合唱團裡頭卻是以老年人居

多。星雨的女同事更向星雨說︰「你們整天這樣唱傻不傻？妳也應該為自己考慮

考慮了。」這首由台灣作曲家侯德健因受一九七八年台灣和美國斷交事件的激發

所創作，被戴錦華（1999b︰201）說成是「『海外赤子』的歌唱，印證著『祖國』

巨大凝聚力和召喚力」，更被林文淇（2000︰235）批評為「偽裝了一個中國國族

的本源和本質」的名曲，頓時失去了它召喚國族認同的影響力了。一個國族的「共

同體」，逐漸的讓位給個體的慾望和需求。換言之，這部電影表達出那時候生活

在某種激昂宏大的理想下的年輕人對私人愛情和感情的需求。在愛情的需求下，

政治逐漸退位，唯美的愛情與抉擇，逐漸取代了革命的理想。在掛有毛澤東圖像

的會議室內，一班知青所討論的已經不是甚麼宏大的改革建設，而是如何在市集

上埋伏攻擊仇人。和另一個知青營的鬥爭，也逐漸的從為營的集體利益過度到為

同伴的愛情生命受到威脅而同仇敵愾。這正好表達了 Lyotard（1984）的觀點，

認為在後現代的狀況中，「總體敘事」或者「大敘事」已經不再具有權威性，而

被一種局部、暫時、斷裂的「小敘事」取代之。換言之，後現代做為一種「對所

有後設敘述的懷疑」（同上引︰xxiii-xxiv）的現象，已使到大寫的歷史已經被小

寫的、複數的歷史（histories）所取代。 

 在這狀況下，中國的歷史上充滿政治性的「大敘事」，也因為電影中的「小

敘述」而退居次位。這部電影顯然沒有避開描繪知青和當時政治環境的複雜性，

如買避孕套需要種種證件、申請返城要通過層層的官僚程序，或者必須依賴該知

青或者知青的家人和領導層的關係等等。從衛紅和星雨的交談中，電影告訴觀眾

有女知青為了返城而和男性領導進行權色交易。而知青也因為資源分配的問題而

發生了派系間的動武爭鬥。但這些政治現象也只能夠作為點綴這部唯美愛情故事

的背景，更無法扮演著擺弄主人公們的命運和愛情的巨大力量。電影中更呈現了

一些知青對「上山下鄉」充滿了歸屬感，如衛紅曾說過她不願意回去，因為回到

家中連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而衛紅的死，也被呈現為純粹是勞動時候的意外（因

為在扛龍竹下山時不小心摔了一跤，身體插上了竹根而流血不止），不像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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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著》中的死亡那麼具有政治指涉性（參閱本論文第三章第三節）。 

 而與上面所分析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一樣，劇中對大自然（雲南山林）

的運用，基本上缺乏了「第五代」的反思性和寓言性。大自然作為電影前半部份

中朝氣勃勃、青春洋溢的的象徵，是後半部份返城後的黯淡陰鬱的對立面。星雨

在山村學校教書的那一幕，更顯示出這部電影與「第五代」電影的不同。星雨教

村民的，僅是「回鍋肉」、「紅燒肉」、「豬頭肉」等這些與他們日常飲食生活有關

的詞彙，而村民更回應她說︰「溫習就會直流口水，肚子就會咕咕直叫。」這與

陳凱歌在《孩子王》中通過知青老桿的教學（《孩子王》的故事背景同樣被放在

雲南的山村中），對通過文字的重複和傳承的文化進行思考，以及對「以後甚麼

都不要抄，字典也不要抄」的強調可謂是大相逕庭。 

 簡言之，這部電影的主旨並不是要深入探討和思考作為歷史的文革，更並非

要花費篇幅來探討民族國家的梏結。歷史僅以碎片的方式穿插在那段刻骨銘心的

愛情之中，為這道愛情菜餚添加調味料和色素。 

 

第三節 個性渲洩的文革與歷史再現的遊戲性 

 

一、「陽光燦爛」的文革 

 

 在一九九四年，中國著名演員姜文在導演筒上初試啼聲，為中國影壇帶來了

《陽光燦爛的日子》。如果把以上所討論的兩部電影和這部更早製作的《陽光燦

爛的日子》放在同樣的脈絡來探討，更可讓我們看見一種不同於「反思」思潮下

的文革圖像。電影以這段畫外旁白開場︰ 

 

北京，變得這麼快。二十年的工夫它已經成為了一個現代化的城

市，我幾乎從中找不到任何記憶裡的東西。事實上，這種變化已經

破壞了我的記憶，使我分不清幻覺和真實。我的故事總是發生在夏

天，炎熱的氣候使人們裸露得更多，也更難以掩飾心中的欲望。那

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伴隨著我，陽光充足，太亮，

使我眼前一陣陣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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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開場白已經非常好的說明這部影片的風格。這部被戴錦華（2005︰239）稱

為「對公眾『常識』及其『共同夢』的冒犯」的電影，將文革這充滿敏感而特殊

的歷史時段，呈現為一段「陽光燦爛的日子」。電影並不像謝晉的電影中（如《天

雲山傳奇》和《芙蓉鎮》）以一片灰蒙蒙的色調來呈現文革，更沒有田壯壯的《藍

風箏》般沉重憂鬱的氛圍。相反的，電影是以「陽光充足」的暖色調攝影貫穿了

它的白晝場景。「太陽」作為毛澤東的化身，已經失去了類似《藍風箏》中的殺

傷力。相反的，它映照出一段充滿激情活力的青春歲月，遠離陰天、掃除陰霾，

只有「陽光明媚」的日子。正如姜文（1996︰59）在電影的導演手記中就如此寫

道︰「那是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國家中的一群處於青春期的人的故事，他們的激

情火一般的四處燃燒著，火焰中有強烈的愛和恨。如今,大火熄滅了,灰燼中仍劈

啪作響。誰說激情已經逝去?」 

 電影中的所呈現的主人公們，都是所謂的「軍隊大院」裡頭的孩子，這些「軍

隊大院」的孩子，基本上是屬於較不同的「圈子」。他們大多數出生於文革初期，

但因為年紀太小而沒有積極投入「造反」和「革命」中，更未趕上「上山下鄉」

的宏大列車，沒有受到政治運動的直接衝擊 （劉心武，2005︰232）。正如這部

電影的原著小說－－《動物兇猛》的作者王朔（2005︰37）就這樣指出︰「我不

在紅衛兵那圈兒裡，但《動物兇猛》的圈兒裡就是我們這幫人。」姜文和王朔是

同齡人，更有著類似的成長經驗。他曾說道︰「我和王朔有相同的經歷，都是部

隊大院的孩子，又都跟地方上的孩子有很多接觸。看完了這部小說，我內心有一

種強烈的衝動。王朔的小說像針管插進我的皮膚，血『滋』地一下冒出來。」（劉

蔚然，1998︰109）因此，可以說這些「軍隊大院」的孩子沒有甚麼「傷痕」可

言，有的只是青春期的情緒波動。在電影開始不久的一幕中，三個女孩在教室中

以樣板戲[10]式的芭蕾舞姿，唱著「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個信兒到北京∕

翻身的農奴想念恩人毛主席」，教室窗外的一束陽光，把教室映照得詩情暖意，

但這種詩情暖意的氛圍，就輕易的被主人公馬小軍和他的伙伴們所扔的石頭給破

壞了。陽光，已經不再是對毛澤東個人的歌頌，更是一種青春期的狂妄和渲洩。 

 電影以大人的離開序幕，轟轟烈烈的革命卡車，把成年人和年長的人都給載

走了，留下來的城市便是他們的自由王國。父輩和大人管束的缺席以及家庭約束

的「真空」，使到孩子們獲得了「空前的自由」。在這「沒有大人束縛的世界」中，

他們更像脫韁野馬般橫衝直撞、呈強鬥狠。主人公馬小軍便是其中佼佼者，他開

鎖進入其他人的家、把玩避孕套、窺視老師小便、打群架、抽煙、追求異性等。



 71

在這荷爾蒙在增加分泌、對異性逐漸好奇的成長階段中，馬小軍不斷的在心儀的

女孩米蘭前吹噓自己，誇大自己。為了吸引米蘭的注意力，甘於冒著生命的危險，

爬上高高的煙囪上再從煙囪的內部跳下來，充分的表達出這青春階段的個性的解

放和渲洩的快感。那個轟轟烈烈「造反」時代的世界，卻變成了這群孩子如馬小

軍冒險遊戲的嘉年華天堂。正如姜文在接受訪問時也曾如此說過︰ 

 

西方人忘記了那是一個充滿歡樂的年代。生活非常愜意，沒有人工

作；沒有人讀書。如果你是紅衛兵的一員，每當抵達村落時，每個

人都跑出來向你致敬，一起唱革命歌曲。文革就如一場巨大的搖滾

演唱會，毛（指毛澤東）是最大的樂星，而每一個中國人則是他的

歌迷。（Solomon, 1993: 70; 轉引自 Chow, 1995: 30） 

 

二、對權威的戲仿 

 

 然而，最主要的是，這部電影把文革呈現為一個父輩權威下降的年代。正如

馬小軍父親隨軍長期出門在外，使到馬小軍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他把玩父

母的避孕套，把避孕套吹成氣球，玩完了又偷偷放回去，最後導致了其弟弟的出

生。而劇中的胡老師，卻是那麼受盡學生們的捉弄和威脅。他的草帽被學生裝上

了煤球，卻無從追究責任。兩個學生穿門而入，又從教室窗口跑出去，卻還要胡

老師幫忙把鬆脫的鞋子扔回給他們。在馬小軍的望遠鏡鏡頭下正在小便的胡老

師，更顯得多麼凡俗和猥褻，成為了絲毫沒有尊嚴的人。除此之外，我們還看見

那穿著整齊的朝鮮大使，竟然是個為了看戲而扮裝的騙子。而劇中那看似很有霸

氣威嚴的老將軍，竟然和年輕貌美的女人，坐在戲院的最前排，觀看有裸體鏡頭，

「受批判」、「毒性非常大」的電影。通過這部電影的敘述策略，大人和長輩的世

界，總是顯得那麼的虛偽和嬌情。這大人的世界，當然更包括了當時的政治社會

與政治話語。 

 馬小軍打開父親的抽屜，發現了父親的軍人勳章。他在身上戴上了這些勳

章，穿著父親的軍裝大衣，在鏡子前行軍禮、走正步，嬉戲扮演戰爭中的軍士英

雄。過後，更在有毛澤東人頭塑像的書房內，把玩著父親的避孕套。這種將政治

話語嬉戲化，把毛澤東和避孕套放在同一個敘事空間內的呈現方式，基本上便是

對毛澤東以及文革時候與毛澤東有關的政治話語，進行了所謂的戲仿（par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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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如評論家所指出的，一九九○年代中國的後現代式的美學表現，多以用一

種戲仿的形式出現（戴錦華，1999b︰233-234；Lu, 2001: 155），那這部電影的戲

仿手法更是淋漓盡致。它首先通過把毛澤東以及和毛澤東有關的政治話語，與孩

子成長中對異性的好奇結合起來進行了這種戲仿，進而把各種政治意識形態變成

滑稽可笑的事物。在劇場前的那一幕，四個孩子看見了一些穿著韓式服裝的賓客

進入劇場，便你一言我一句的討論北朝鮮是友邦，「南朝鮮」（南韓）是敵國的事

情，忽然馬小軍的同伴羊搞提出一個問題︰「那是哪國大使?」，但出現在鏡頭上

的，只不過是一位穿著普通的中國女孩。他們於是吩咐一同在場的女孩予北蓓，

把那個女孩給叫過來，以便可以認識該女孩。在另一幕中，馬小軍為照片中穿著

紅色泳裝的米蘭神魂顛倒，但他竟然在這張照片後插上了中國和朝鮮的國旗。在

這裡政治意識形態已經被情慾的因子所潛伏，頓時使到它的意義扭曲變形、變得

滑稽可笑。正如在馬小軍第一次遇見米蘭的那一幕，米蘭勸告馬小軍以後不准追

女孩子，馬小軍立刻回答道︰「我向毛主席保證，這是頭一回。」在這段對異性

和性愛充滿好奇的成長階段中，「追隨毛主席」這回事，已經讓位給「追求異性」。

政治這個「大敘事」，已經讓位給「情愛」和「情慾」這些「小敘事」。 

 除此，電影更通過年輕人們的呈強鬥狠、暴力渲泄來對文革當時的政治意識

形態戲仿一番。最明顯的，便是馬小軍等人為同伴出口氣而打人的一幕，出現的

畫外音和配樂竟然是「援越抗美」的廣播和《國際歌》（共產黨的會歌，每次中

共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前都會演奏這首歌曲）。這一幕除了嘲弄了代表共產意識形

態的《國際歌》，更指涉了文革時代政治意識形態泛濫下那「合法」、「燦爛」的

暴力。在另一幕中，我們看見年輕人們開著綠色的軍用車，車上載滿了武器，準

備進行一場浩大的械鬥，但經過一位被稱為「小壞蛋」的調解人說服而雙方和解

了。過後，兩幫浩大的人馬在一間被稱為「老莫」的餐廳中喝酒言和，餐廳的裝

飾背景卻是巨大的「紅太陽毛澤東」的畫像。然而，全場備受注目和贊揚的，已

經不是毛澤東，而是那位被認為威震北京、「膽大手黑」的「小壞蛋」。他被眾人

高高的抬起，眾人更踴躍的向前來和他握手。筆者認為這一幕是對紅衛兵崇拜毛

澤東的戲仿，這群年輕人對「小壞蛋」的熱烈崇拜，就如紅衛兵狂熱的崇拜毛澤

東那般。然而，「小壞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這群年輕人是無法清晰瞭解的，

正如馬小軍對他的印象，也只不過是「手特柔軟，像女人」。因此，像「小壞蛋」

這號人物，在馬小軍這些人的心目中只不過是一個「抽象」的權威。而這也和在

電影中開場時出現在半空中，用低角度拍攝的巨大毛澤東塑像一樣，雖然低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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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顯示了某種權威性，但它又並不是活生生的具體人物。也因此毛澤東對於馬

小軍以及其他生活在那個年代的人，也只不過是一個「抽象」的權威而已。但不

久，這「小壞蛋」也被兩個想要代替他的十五六歲的孩子扎死，而這個「權威」

最後也面臨了消弭的狀態。 

 

三、記憶的主觀性和欺騙性 

 

 隨著父輩權威的下降，「老莫」餐廳也成為了這群孩子表現自我的場域。在

一幕中，這群年輕孩子們一同在「老莫」餐廳慶祝馬小軍和圈子中的另一個伙伴

劉憶苦的生日，但馬小軍為了米蘭而與劉憶苦起了衝突，他打破手中的酒瓶向劉

憶苦的身上捅去。然而，這一幕卻也讓前一百多分鐘幾乎是平鋪直述的敘事起了

變化。電影通過慢動作來呈現馬小軍不斷的將破瓶往劉憶苦身上捅，但這重複多

次的攻擊動作卻沒有對劉憶苦造成任何傷害，使到整個衝突事件顯得極度的不真

實。劉憶苦更沒有任何痛苦的跡象，他甚直把自己的身體向馬小軍的手靠過去。

這時，畫外音傳來了一陣笑聲，作為電影敘述人的成年馬小軍（姜文自己的聲音）

向觀眾解釋說︰ 

 

哈哈哈......千萬別相信這個，我從來也沒有這樣勇敢過，這樣壯烈

過。我不斷發誓要老老實實地講故事，可是說真話的願望有多麼強

烈，受到的干擾就有多麼大。我悲哀地發現，根本就無法還原真實，

記憶總是被我的情感改頭換面，並隨之捉弄我，背叛我，把我搞得

頭腦混亂，真偽難辨。 

 

過後，電影的畫面開始以慢動作倒轉，退回了酒瓶還未被打破的那一刻。而結著

電影畫面所呈現的，卻是他們興高采烈的對飲歡慶，並沒有發生任何的衝突。這

種故事呈現手法，開始動搖了觀眾對劇情的認知，更留下陣陣的懸念。但回溯電

影開場時候的旁白，敘述人早已經告訴觀眾他「分不清幻覺還是事實」。而電影

也在多處暗示了敘述人的敘述是多麼的不可靠。例如馬小軍送米蘭回農場的一

幕，畫面以金黃色調來呈現，米蘭坐在馬小軍的自行車上，穿越了兩旁栽滿樹卻

沒有其他車輛的道路。烙印著重重樹影的道路的畫面，再加上配樂是即舒緩又抒

情的 Pietro Mascagni（在歌劇《鄉村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中）的《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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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Intermezzo)，使到這一幕洋溢著詩情畫意。但敘述人（成年馬小軍）的畫

外音卻如此說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晨風的撫摸使我一身起雞皮疙

瘩、周身發麻。有一股好聞的燒荒草的味道，大夏天哪來的燒荒草的味兒呢？但

無論如何，記憶中那年夏天發生的事總伴隨著一股燒荒草的味兒。」這裡明顯的

告訴觀眾，主人公馬小軍的記憶已經徘徊在虛構與真實之中，難分難解。 

 當然，在馬小軍記憶中佔據重要位置的，便是米蘭。馬小軍對米蘭的認知，

是從在米蘭房間中用望遠鏡看見的那幅米蘭穿著紅色泳裝的照片開始。過後當馬

小軍向米蘭問起這張照片，米蘭卻否認這張照片的存在。翻開相簿，只看見米蘭

穿著普通白色衣服的黑白照片，更沒有任何彩色照片的存在跡象，這點也顯示了

馬小軍記憶中的錯亂。同時，馬小軍對米蘭的認知，卻也和他對另一個女孩予北

蓓的認知混淆起來。馬小軍心目中的米蘭是健康、活潑、陽光、性感和充滿青春

活力的。而予北蓓在馬小軍的敘述中卻是大膽開放，狂亂無序的。她吸煙、強吻

馬小軍，闖男生的洗澡堂等，使到馬小軍對她畏而遠之。換言之，在開始的時候，

這兩個女孩在馬小軍心目中是有明顯道強烈對比的。但因為米蘭和劉憶苦的交

往，使到他開始調整對米蘭的認知，原來米蘭也是一個喜歡抽煙喝酒，放縱享樂

的人。當米蘭第一次以真人的方式穿著紅色泳裝出現在馬小軍眼前，在馬小軍的

觀點鏡頭下，米蘭卻顯得如此的肥胖，她爬上游泳池的動作更是如此的笨拙，最

後馬小軍更把她給踢下水裡。米蘭的形象也開始和予北蓓重疊，以至馬小軍自己

也開始他分不清誰是誰了。在一句畫外音中，他曾這樣的說道︰「天哪﹗米蘭是

照片上的那個女孩嗎？還有予北蓓怎麼忽然消失了呢？或許他們兩根本就是同

一人，我簡直不敢再往下想......。」我們可以說，馬小軍把握記憶的信念，也已

經動搖。 

 簡言之，這部電影通過成年馬小軍的口述來否定了自己敘述的真實性。電影

通過這樣的敘述手法，引發了觀眾去思考各種問題，如人的記憶可靠嗎？人的記

憶是否都是主觀的？人的主觀是否又可以反映真實？正如 Michel de Certeau

（1988: 82-89）所指出的，記憶其實並非物體，因為它難於尋覓。記憶也並非碎

片，因為它可以生產出它自己也忘卻了的整體。但它又並非整體，因為它不自我

完善，又不穩定，每一次的記憶都是一種重組。換言之，過去已經無法通過記憶

而再被尋覓，而記憶更是某種感情在真實上的再創造，是注定充滿著各種不確定

性、主觀性和欺騙性的。依照這種思考模式，那我們可以做結論說那些在某程度

上通過人的記憶來紀錄書寫的文革歷史，也肯定充滿著各種建構性和不確定性。



 75

我們無法通過記憶來重構一種「絕對的」、「整體的」的「真實」文革圖像，更無

法尋求一種單一而穩固的文革歷史。這部電影質疑了所謂「集體記憶」這回事，

更挫敗了任何試圖為文革做出評價的嘗試。 

 這部電影通過作為電影第一人稱的敘述者的「我」，向我們述說著記憶的主

觀意識。在這裡，「我」是多麼的不可靠，「我」越想說真話，卻越加謬誤百出、

言不由衷，而最後根本無法還原真實。電影所運用的敘述技巧，除了顯示出完全

絕對客觀的歷史呈現永遠都是一種迷思外，更顯示出歷史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建

構、解構和再建構的「遊戲性」的過程。 

 電影最後一幕進入了一九九○年代的時空。成年的主人公馬小軍（由姜文自

己飾演）和他的昔日伙伴們坐在一輛豪華寬大的 Cadillac 汽車中，一起舉杯品嚐

昂貴的 Cognac XO 酒。觀眾依然可以看見毛澤東的照片被懸掛在車窗前，然而

從他們的裝扮和舉動中，可以看出他們享用了中國進入全球資本後的經濟成果。

然而，這一幕卻是通過黑白攝影來呈現的。配樂傳來的，更是昔日的《翻身的農

奴想念恩人毛主席》，但已經不再是女孩在教室中那充滿詩意的歌謠，而是充滿

著悲傷氣息的薩克斯風版本。比起一九九○年代的成年現實，回憶中的那段充滿

幻想式的「陽光燦爛」、色彩斑斕的文革青春時光，更顯得較為快樂和絢麗。在

現代化的高架公路上，他們看見了昔日的友人「傻子」。「傻子」仍然騎著一根木

棍，但身上所穿的已經是現代的服裝。他們不停的向「傻子」喊道︰「古輪木，

古輪木」，期望這位昔日的友人回復一句他們所熟悉的「歐巴」，但出乎意料的卻

換來「傻子」的一句「傻 B」。這基本上顯示了出回溯一件不變的記憶已經是一

件不可能的事情。「傻子」的「傻 B」，更同時嘲笑了這群成年得志的主人公們對

那段「陽光燦爛的日子」的回憶，是多麼的嬌情造作。 

 

第四節 結語 

 

 總結來說，這三部電影並沒有呈現出文革的殘酷性，或者可以說它們表現了

文革的另一個面向。劇中沒有「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沒有排山倒海的大字

報，沒有震耳欲聾的口號聲，沒有狂風暴雨般的「批判大會」，更沒有無辜的生

命被批鬥和侮辱。在《陽光燦爛的日子》裡頭，雖然有一幕提到了馬小軍的姥姥

因為被批鬥被抄家而憤然自殺，而導致馬小軍和他的母親必須前往唐山去處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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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這也只不過是通過成年馬小軍的畫外旁白娓娓道來，並沒有任何閃回的畫

面來表現姥姥的遭遇。然而這件事情，更沒有為馬小軍的生活和成長帶來了嚴重

的傷害與影響。它所帶來的「傷害」，也只不過是他從唐山回來就發現迷蘭和劉

憶苦在交往，他心儀的對象被友人捷步先登了而已。 

 相反的，這三部電影都把敘事重點放在主人公們的青春成長經歷上。在這成

長階段中，生活總是「陽光燦爛」的，青春更是青澀而甘甜的。綠色的軍裝，綠

色的樹木山林，散發著生氣勃勃的青春生命力和奔放的激情。青春的躁動，在燦

爛的陽光下、在綠油油的山林中自由的舒展和奔放。戴錦華（1999b︰96）就曾

指出一九九○年代所出現的知青小說的作家，「與其說是拒絕清算『文革』時代，

不如說是拒絕清算自己的青春記憶」。為了挽回自己的青春記憶，這些知青小說

的作家便試圖將自己的青春記憶從歷史和歷史的話語中抽離出來。（同上引︰

97）。這可以從筆者在上面所分析，改編自知青小說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和

《美人草》明顯的看見這個現象。 

 因此，這三部電影為我們帶來再現文革的另一個嶄新話語。它們裡面沒有苦

難、沒有傷痕，對文革更沒有控訴、反思之意。正如魯曉鵬（Lu, 2001: 81）所

指出的，如果說在一九八○年代中國新時期的文化語境，是依循「五四運動」所

主張的「啟蒙」與「救贖」的「大敘事」，那一九九○年代後現代的出現，大眾

文化與消費社會的成形，使到中國的文化語境漸漸的背離了「五四運動」的人道

傳統。而主導一九八○年代文化語境如「啟蒙」、「人道主義」或者「主體性」的

這些話語也面臨了瓦解和去中心化的趨勢。也因為這樣，這三部電影為我們呈現

了文革過後一九七○、八○年代以及和上一章筆者所討論三部「第五代」導演的

電影中，較不一樣的文革圖像。它們拒絕背負反思民族與國家梏結的「重任」，

更顛覆和拆解了「反思」話語下的歷史「大敘事」。歷史，已經遠離了「國族寓

言」的角色扮演，逐漸邁向「個人化」的趨勢，更多是個人對回憶的緬懷所做的

表述。姜文通過王朔的小說，將文革的敘事編織成一部充滿幻想、青澀迷亂的青

春成長故事。政治的激情，便在青少年對性的焦灼和好奇中消解。歷史的「真實」，

也在不斷的解構和再建構的過程中，變成了一種「敘事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