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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异域导演，四堂文学课

作家眼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安东尼奥尼 （意大利）：

“巨大的银幕等着去填满它”

个人内在心灵世界中的外部现

实 ， 是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1912—2007）取之不竭的电影材料

库，在这个库中，有无数潜藏的、早

已存在的电影等待他去挖出。 他精

细入微地审察生活；他沉着节制，不

紧不慢；他既宏观，又局部；他简洁、

细腻、深刻；他有强大的选择力和控

制力。 而一切， 安东尼奥尼又如中

国太极高手， 做得非常放松。 他举

重若轻。

“巨大的银幕等着去填满它。 ”

安东尼奥尼总是跃跃欲试。

这是接近于暴力美学的艺术自

信。 让我震撼，给我激励。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本质于此揭

露：这是个人而非集体的电影。 是的，

这是属于创造者个体的电影。

巨大的银幕， 如作家面对的白

纸或空白电脑屏幕———只是， 银幕

的面积更为巨大。 安东尼奥尼，想用

从他心中幻出的声色、光影、人物、故

事、情感、思想，来填满它。

在“巨大的银幕”上，他想展示

什么？

他说，他试着想拍一部电影，一

个男子生命中两天的故事： 出生的

一天，死亡的一天。

他也曾试着思索：“一部拥有一

个早晨和一个夜晚的电影。 ”

他头脑中幻显的这个世界的某

一局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

在海滨餐厅。

进入画面的， 还有： 晶莹的红

酒、手工面包和沙拉米香肠。

两个人慢慢喝醉了。 他们在说

话。他们的手搁在桌巾上。此刻，“世

界是一块桌巾，三乘三英尺见方”。

后来，他们还是要动身，继续他

们的旅途。

外面在下毛毛细雨。 女人把头

倚靠在潮湿的车顶上， 一动不动地

待了几分钟。 一片沉重的铅灰色的

云，在她背后。

她仰起头，男人看见她在哭泣，或

者，是在发笑，或者是同时又哭又笑。

男人也开始笑了，可是，他的双

眼湿润。

“他们是被诅咒的角色，两种无

法匹配的身份使得他们的关系变成

不可能。 他们是毫无疑问为对方而

创造的男女。 ”

最终，他们离开。 车子开走，“潮

湿的铺道上留下车轮的痕迹”。

安东尼奥尼说：“这是电影的开
头，或说是整部电影。 ”

安东尼奥尼对于人性的探究，

极其克制、冷静，又极其深入。 他用

放大镜缓缓移动， 他有着非常充裕

的时间。

略显寒冷、 空旷的欧洲式诗意。

奇怪的是，呈现此种诗意的，又是现

代工业社会的视像与景观。

安东尼奥尼善于并享受用文

字， 记下脑海中也许稍纵即逝的零

碎片断。 这些残简———视像、情感、

声音、故事、情绪、思想的残简，平静

却具有强大的爆发力， 当它们被放

在更大、更合适的形式里，于是，安

东尼奥尼的电影生成。

他不喜欢设定结局。“不管是文

学、戏剧，还是电影，一旦锁定结局，

故事可能就有内缩死亡的危险。 ”

他引用契诃夫说过的话：“给我

新的结局，我就能重新创造文学。 ”

以纪录片起家， 他始终都是外

在世界犀利而热情的观察者。 但又

有莫名的、由实而生的神秘，也许，

是人性的神秘。

《南极》：“南极的冰山每年以 3

毫米的速度朝我们的方向移动。 计算

它们何时会碰着我们，就像期待在一

部电影里会发生什么事一样。 ”

《没有房子的地方》：“波河三角

洲延展出一片景致宽阔的平原……

到了晚上老是有一辆空的小货车，

就好像它的主人住在那里一样，而

那里没有任何房子。 ”

典型的安东尼奥尼式的风格。

他的文字， 复杂的感官体验远

远甚于电影。

“圣诞节前夕，一个多雨芬芳的

黄昏。”他自己承认：“‘芬芳’不是电

影的形容词。 ”

“白杨的绿意从窗外涌入，带着

一股湿意。 ”

“那气味是湿灰的泥墙和柏油

的气味。 ”

“我有种感触，当我觉得乡间电

话线在尖叫时会使景色显得很不耐

烦。尤其在春天的头几天，当你不断

听见时。 ”

“芬芳”“湿意”“气味”“景色显得

很不耐烦”， 这些都是电影难于表现

的东西，但安东尼奥尼的心中，充满

了它们。 也许恰恰正是它们，在黑暗

中，强烈地助推了他的电影，使得安

东尼奥尼最终超越一般。

《一个导演的故事》。这是 15 年

前购买的一本书。 却一直珍视、收

藏。偶尔抽出来，常读常新。全书 33

篇长短文章， 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在

某一时间段落内的叙事核心和电影

胚胎。

确实，安东尼奥尼的厉害之处，

就在于一下子能够抓住核心———视
觉核心，故事核心，情感核心，完整
能量的影片核心。

他的文字， 有着激发一个会心读

者，去创造自己世界的特别功能和特别

气息。 （《一个导演的故事》[意]安东尼
奥尼/著，林淑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3年 6月第 1版）

费里尼 （意大利）：“一
个人的根， 与他的目标紧
紧相连”

费 德 里 科·费 里 尼 （1920—

1993），是深受“故乡滋养”和“童年

滋养”的电影艺术家。他的出生地里

米尼，他的罗马，他的意大利，是他

一切创作的精神根、核。 而里米尼，

这个意大利北方海港小镇， 则是他

的根中之根、核中之核。

费里尼的台湾译者邱芳莉， 曾这

黑陶

样描绘里米尼：“小镇灰郁森寒的冬

天， 保守又肃穆迷人的天主教氛围，

让费里尼的想象力得以自由驰骋。 ”

（“灰郁森寒”，如此好的汉语词语。 ）

“我不想‘说明’任何事物，我

只想‘表现’出他们。 ”甚至，不是

“表现”，只是主观的呈现。

费里尼的所有电影，都和他的出

生之“根”与精神之“核”紧密相连。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拍一部关

于我老家的电影；我是说，我出生

的地方。 ”费里尼这样表示。 “有人

会向我提出异议，说我根本没拍过

别的。 或许是真的，可是我仍然觉

得自己好像被所有那些跟我家乡

有关的人物、事件、氛围、真真假假

的回忆所填塞，甚至打扰，所以为

了彻底摆脱，我不得不把它们都整

理到一部电影里面去。 ”

对于里米尼小镇，费里尼想呈现

的，是如下零零碎碎又永无尽头的主

观记忆画面：残缺但始终有感染力的

里米尼舞台， 脑海里学校的朋友、教

授，夏日和冬季的大饭店，国王视察，

海上扁舟，琼·克劳馥的丰唇，以及丽

求内湖中游泳的领袖与军人……

里米尼是客观的，但费里尼的
里米尼，又是主观的无尽之书。 他

根本无法“彻底摆脱”。就像井中之

水，今天被汲干之后，第二天，又是

满满的汩汩清泉。

费里尼拍罗马也是如此。拍罗

马的本意，是“神经质地想要榨干

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

但事与愿违。 他确实拍了很

多， 同时他也无奈感叹，“我放弃

的东西不计其数”： 罗马的夜游 ，

一场罗马对拉齐奥的足球赛 ，英

雄广场喷泉中的潜水人， 罗马的

女人，罗马的夏季风和云，静止的

如画街景，夜晚淫荡的紫红光线，

被庞然阴影切割的庄严大楼的荒

芜景象……

到最后拍完片子，“我却有连

主题还没碰触到的奇怪感觉。资料

不仅没有耗尽，甚至还原封不动”。

“罗马，依然纯洁无瑕，跟我拍的关

于她的这部电影一点也不相干。我

还想拍另外一部，其他的关于罗马

的故事。 ”

费里尼拍的罗马， 他自述是

“一个旁观者所观察到的罗马，一

个近在眼前又远在另一个星球的

城市”。

就费里尼而言，家乡是永远也
拍不完、挖不尽的矿藏。 家乡与祖

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永远不竭的

丰沛泉源。

费里尼完全不愿意“动身”。

“我是个最不及格的旅行者。

偶尔他们提议我拍一些必须要旅

行的电影：譬如美国电视台想送我

去中国的西藏、印度、巴西，好拍一

段精彩的关于宗教及地方魅力的

影片。 很吸引人的提议，我立刻就

说好，但同时心里有数，我是不会

动身的。 ”

费里尼最喜欢的线路，“是罗

马—奥斯提亚—维特波尔三角地

带。 我待在这里很好”。

费里尼很坚决：“我真的认为而

且坚持不要为了收集奇谈、异闻、惊

奇而旅行；身边事物，尤其是身边事

物也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 ”

费里尼告诫自己也告诫我们：

“必须永远记得自己的局限， 我们每

个人都有明确的界限。或者不能太过

贪心。只在我感觉有话要说或有工具

可操作的东西上开口和动作。 ”

这位大我 48 岁的意大利人 ，

似乎是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家。但这

种现实，是他所偏好的、重构的一

种现实，是主观的现实。

“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一再

见到现实的重构———重新以一种

反现实， 甚至荒诞夸张的精神，来

雕塑他早年接受的现实主义教诲

下理应呈现的真实世界。”确实，现

实与想象，都应该是艺术家手边的

积木，利用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

拼搭出属于自己的璀璨王国。

费里尼，“他也似乎较诸一般

人更能自由地进出神秘、超乎理性

知觉的空间”。

“整个意大利在他独特的心灵
视野之双重镜头下过滤、 净化了，

真实变成了梦境。 ”

整个中国南方， 在我的心灵、

想象、汉语之过滤下，能否同样变

成梦境？ 能否让它既是公众的，又

是独属于我个人的一方精神领地？

不断地间离，但有完全“沉浸”

于故事的无数片断。

一种叙述或结构的方式？

费里尼的如下艺术观点让我

暗暗激动：

“对我而言， 称一位艺术家具有

‘边缘性’恰是界定他最好的方式。 ”

“因为艺术家与现实对话的位

置必然是偏居一隅的。 ”

“他必须被他所看到的事物吸

引，但同时又有偏居一隅所带来的

疏离。 ”

“我想他该是一个具有边缘性

格、并置身具体现实与抽象现实之间

的人。而当具体现实和抽象现实对话

时，我们———都是偏居一隅的人。 ”

这些话语的关键词是 ： 边缘
性，偏居一隅，疏离，具体现实和抽
象现实。

对我来说，对真正的文学来说，

这几个语词，都是暗夜中振聋发聩

的私人教导。 这些，是真正的秘笈。

令我欣喜的是，大多数所谓的

同道，根本不需要它们。 （《我是说
谎者：费里尼的笔记》[意]费里尼/

著，倪安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0年 10月第 1版）

阿巴斯（伊朗）：“不囿于
任何特定的方法或观念”

这个写诗、摄影，一生拍过《樱

桃的滋味 》《橄榄树下的情人 》等

22 部电影的阿巴斯·基阿鲁斯达

米（1940—2016），是什么样子的？

在意大利南部下雨的路上，透

过飞驰的汽车车窗在拍照。

在每顿晚饭上分享红酒。

(下转第 2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