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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手里拿着摄影机 ，走上马拉喀

什的山。

一个冰冷的曼哈顿早晨 ，站着 ，面无

表情，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剧组正在拍

摄短片。

“电影并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方法或观
念。 ”

文学亦应如此。 艺术没有定法，正像

石涛所说：“我自用我法。 ”永远绕开既成，

走自己的小道。

就像他的教学 ，“我也永远不会提出

忠告并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工作”。 在交流

中，阿巴斯只谈个人的实践、想法。 他认

为，艺术交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评判彼

此或将自身的趣味强加于人。 我们的目标

是帮助释放你们的积极性”。

确实，真正的文学批评 ，应该是让受

评者，清晰自身本来具有的特质，并唤醒

它，挖掘它，呈现它，光大它。

“观众数量与电影的原创性成反比。 ”

这样的一句话，呈现的是极富艺术勇气和

艺术自信的阿巴斯。 相当认同。

这里的“原创性”似应包含 ：探索性 、

先锋性、个人性。

那么，读者的数量与文学的原创性之

间，是何关系？ 值得思考。

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当它遭遇社会主

流人群的热捧时，无疑，已经暴露了它的

中庸甚至平庸的特性。

“如果你拍电影是真诚的， 如果你不只

想着市场的要求，你的作品就会包含你的个

性元素，无论你有意还是无意。 ”阿巴斯说。

这位伊朗导演这样评价美国电影 ：

“美国电影在全球成功背后众所周知的秘

密是有意地惊吓、娱乐观众，迫使他们流

泪或大笑。 在这种固化的因果关系中，它

完全缺少微妙之处及不确定性。 这类电影

通常不要求观众思考。 ”

阿巴斯的电影灵感来自何处？

1.瞬间。

“好电影来自最简单、最细微的瞬间。

用新鲜的眼光来看每日的庸常生活，看看

它们其实多么让人着迷。 ”

“我每部电影的起点都是一个瞬间 ，

要么是别人讲给我听的， 要么是亲历的

……一个瞬间会以明显的或有时陌生的

方式引起共鸣，获得新的重要性，也许会

成为一部电影的源泉。 ”

“你观察得越好，越专注地见证世界，

你的作品就会越好。 ”

2. “街上行走的人们”。

“街上行走的人们每天给予我灵感 。

我甚至不太编造，而是保持警觉，关注我

周围的事物，然后在将其呈现于镜头前的

时候，我激发并组织它们。 ”

“导演翻阅书籍杂志寻找要讲的故

事， 就如同人们住在湍急的水流及肥鱼

旁，却在吃沙丁鱼罐头。 ”（一手生活！ ）

“我寻找普通人不同寻常的时刻。 ”

3.梦和想象。

“最好的讲故事的灵感还是源于梦和

想象。 ”

“最理想的安排是永远运动于现实和

幻想世界之间，世界和想象之间。 ”

“一个故事是疯狂幻想的产物还是从

头到尾细致地表现真实事件并不要紧，重

要的是观众能够相信它。 ”

在此，阿巴斯提到了两种创造方式：

“疯狂幻想”和“从头到尾细致地表现

真实事件”。

一个是超现实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阿巴斯具体的创作习惯：

“在我写下任何东西前， 我会在脑海

中产生某些事物的大致图像，就好像我在

拍摄前就在看那部电影了。 ”

“一部电影越是忠于拥有开头、 中间

和结尾，我就越抗拒。 ”

我同样信奉这样的文学创造方式：无
所谓开头，无所谓结尾；什么都可以是开
头，什么都可以是结尾……

“一部电影能够从寻常现实中创造出

极不真实的情境却仍与真实相关。 这是艺
术的精髓。 ”

这句话有些拗口。 但值得深入玩味。

这是阿巴斯披露出来的干货。

他曾经表述过类似的意思：

“对生活的精确模仿……不可能是艺

术。 ”

“一切都是谎言……然而都暗示着真

实。 ”

“几年前， 在欧洲某地我的一次电影

放映会上，当地伊朗大使馆的一位员工对

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导演， 阿巴斯先

生，但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拍出像

《宾虚》那样好的电影。 ’”

阿巴斯如实记录下这个肯定让他印

象深刻的经历。 但未置一词评论。

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也许都会遭遇

类似的瞬间。

这位使馆员工的话 ， 也许……似乎

……好像……是正确的。

正像诗歌“无法期待即刻的 、完全的

理解”一样，阿巴斯追求这样的电影：

“对我来说， 电影是为了引诱人们去

看，去提问，并努力把电影视为一种不仅

仅是娱乐的东西。 ”

“诗歌特质的电影……它拥有复杂

性。 ”

“它像未完成的拼图， 邀请我们来解

码信息并以任何一种我们希望的方式把

这些碎片拼起来。 ”

“有开放式结尾的电影比有确凿 、稳

固、封闭式解决方案的电影更可信。 ”

“它允许幻想进入， 在观众的想象中

发展，引发各种诠释。 ”

———对文学写作的启发？

谨记阿巴斯的教诲：

“知识……必须被个人化。 ”（知识是

公共性的，必须经过个人化后，才会是你

的，才会真正有用。 ）

“这个星期把你们的电脑放在一边 ，

关掉电话，抵制带着它们的欲望。 如果你

带着那些机器，不管你去哪里，世界都会

变得一模一样。 有它们在你的口袋里，世
界就被堵住了。 ”

阿巴斯对自身所立足的地域的重视，

与费里尼一样。

“要创造出那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

能理解的作品， 必须深入你自己的文化

里。从头到尾地学习它。逐渐了解地方、想

法和人，他们的爱和关心的东西。 ”

“有些导演想去全世界旅行来获取知

识，但世界上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在你自己

的社区里找到。 熟悉你周围的一切，那样

你的作品就会是世界性的。 ”

“艺术家的原材料来自他在周围找到

的东西。 对我来说，人———个体———是电

影里最重要的元素。 ”

———不要舍近求远。 微小地方，即浩

瀚宇宙。

“我创作的电影是个人化的。 ”

“在国内， 他们指责我为国外的电影

节拍电影，但其实我是为人类拍电影。 ”

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 曾经如此

评价他的这位伊朗同行：“阿巴斯是罕见

的对于世界有着特殊认知的艺术家。 ”

这句话很中肯。 人所面对的世界，似

乎全部一样，其实不然。 一个真正的艺术

家，他面对这个世界，肯定有独属于他自

己的“特殊认知”。

不要怕“特殊”，不要怕主观、偏激、无

理性，因为，这才是艺术的活命之所，也是

艺术家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 （《樱桃的滋味：

阿巴斯谈电影》[伊朗]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著，

btr/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大卫·林奇（美国）：“醒着时
的梦境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类艺术家， 天生对习见的、 通俗

的、 主流的形式充满叛逆。 一般的电影叙

述，要求符合逻辑，易于理解，而大卫·林奇

（1946年出生），对这种叙述方式毫无兴趣。

反叛艺术习惯。 毫无商量的反叛。

就像作家使用文字一样 ，影像 ，是林

奇的造梦工具和创造工具。

大卫·林奇的内心或艺术标签： 不确

定性，诡异，不安。

它们均异于日常 ，然而 ，也许正是这

种“异”，揭示了我们所置身的“日常”的某

种本质。

“迷失在黑暗和混乱之中。 ”与日常世

界的疏离。 疏离感。

平民超现实主义者。 直觉化。 实验性

叙事。

通过电影 ，林奇 “不同寻常 ”地渴望

“接近他自己内心生活”。 他的电影，呈现

了他的愿望和能力。

总是把衬衫的第一个扣子也扣得紧

紧，大卫·林奇穿行于现代魔性城市空间，

像一个幽灵。

“在地铁站， 我记得进站的列车挟着

很大的风驶来，然后是气味和声音。 我每

次去纽约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

隔绝，工业时代城市的特性。

人的空间性恐惧：广场恐惧症和幽闭

恐惧症。

“他创作电影的方式不但是高度直觉
化的，而且完全对运气、宿命和偶然性敞
开大门。 ”

当然，他也在“大量而富有成果地利用

他的童年经历来创造他的影像、声音、结构

和事件。而且继续成为他看似取之不尽的个

人源泉，像一个特定的、经过编码的银行，储

存着感官印象、未解之谜以及种种暗示”。

还有“理念”。 他在访谈中曾经声称，

他所有的电影都源于一种“理念”。 某些时

刻， 这种理念那么突然地闯入他的头脑

中，然后，他就觉得有义务将这种理念“以

一种它想被创造出来的方式”，使其成型。

“我更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记忆。 ”

甚至记忆，也可以、也应该是“以我自

己的方式”。

记忆其实不会被遗忘。 林奇的这种感觉

或许我们都有：“有时候当你集中注意力在某

个领域的时候， 经由某种触动你会突然想起

什么来，接着，过去的记忆就会纷至沓来。 ”

“我的童年确实像是一个梦， 因为世

界是如此的小……而那几个街区显得非

常之大。 ”

应该恢复用儿童视角， 看这个世界。

“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个完全 、绝

对奇妙无比的世界。 ”“简单到一棵树的外

形都会令你百思不解。 ”

梦境， 做梦———大卫·林奇电影的最

显要特征。

他对此的陈述：“醒着时的梦境是非常重
要的……而当你沉睡的时候， 你就没法控制

你的梦了。 我喜欢一头扎进一个由我制造或

是发现的梦的世界，一个我选定的世界。 ”

林奇的电影就是梦。 模糊了幻象和事

实之间的区别。 他的梦，是神圣世界与世

俗世界的桥梁。 梦看起来像是现实，而现

实却是梦。

有人问：《我心狂野》演的到底是什么？

大卫·林奇答：哦，演的是一小时四十

五分钟。

他拒绝细究影像和观念，拒绝对自己

的电影文本进行阐释。 他渴望通过影片本

身“直接言说”。

林奇的第一任妻子佩吉·雷维这样

说：“如果他竟然告诉了你他的影片是怎

么回事，那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 ”

文学，也能这样做吗？

林奇评说自己的《蓝丝绒》：

“就像是个由怪异的欲望之梦包裹着

的神秘故事。 ”

“这就是美国给我的印象。 生活中有

一种非常天真、纯洁的特质，同时也有恐

怖和病态并存。 万事万物都是这样。 ”

“拍电影，是一种潜意识活动。 ”

在普通的日常平凡之中，如何发现并

展示：神秘？

“《我心狂野》展现的也是一幅濒于自我

毁灭边缘的社会图景。 ”林奇对小说原作进

行了天马行空的改编，他“那狂热的剪辑似

乎感染到了影片本身”，“林奇式的把戏：超

级市场里的超现实主义，以及现成的怪异”。

《我心狂野》：公路片、爱情故事、心理

戏剧、暴力喜剧，“奇怪混合”。 它表面化，

五光十色，速度快，非常忙乱。

文字时空。 并置。 错置。 幻与实。

“对我而言，一个谜就像是一块磁铁。

无论何时， 只要碰到未知的什么东西，它

总是对我有种吸引力。 如果你在一个房间

里，有一个开着的门，一条通往下面去的

楼梯，而且灯又刚刚熄灭，你就会有一种

想到底下去看看的渴望。 ”

“那真是非常梦幻的一种感觉———‘迷

失高速公路’。 它在你头脑中激起了各种各

样的幻想。 后来我又发现汉克·威廉姆斯就

写过一首叫‘迷失高速公路’的歌。 ”

创造的激发点。 每个人都有。 要善于

抓住。

“我不知道很多东西到底什么意思 ，

我只具有能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

种感觉。 ”

直觉。 作品的扑朔迷离。

也许，这就是特定艺术领域中我们遇

见的天才？

每一个汉字 ，或无数的汉字 ，构成了
我们的宇宙。

奇怪的瞬时联想。 从大卫·林奇而来？

也许毫无关系。 （《与火同行： 大卫·林奇谈电
影》，[美]大卫·林奇、[英]克里斯·罗德雨/著，

冯涛/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上接第 20 版)说回京剧，搬到大银幕上，倘

若单单影像记录，其实早在中国电影诞生之

初（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即是与京剧的

合作《定军山》，谭鑫培主演，后来京剧电影

也是不胜枚举，此处不赘，不过，这些京剧电

影虽然也蛮好， 相对还是比较平面化一些，

当然演员的表演是比舞台上看起来更加生

动了，然近年来 3D技术手段的加入，前有滕

俊杰导演的《霸王别姬》和《韩信月下追萧

何》，如今又有《曹操与杨修》，当下听闻滕导

的第三部 3D京剧电影《贞观盛世》正在紧锣

密鼓地拍摄制作中，使京剧和电影的亲密接

触较之以往的略有距离感的彬彬有礼，而变

得水乳交融甚或飞扬起来，舞台的布景真实

性强化，且兼之技术化特效的景深，观众不

易出戏，当然也许布莱希特之间离效果是减

弱了，以前听戏听戏，你知道是在听戏，可闭

眼拍拍调门，关节处不忘喝个彩，好比“我”

看着戏，也看着“我”在看戏，好的电影，是牵

引你浸润的、代入的，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

直至黑幕出现演职员表，竟生出几分依依不

舍，出来抬头蓝天白云或阴霾笼罩，心头却

还涌动着银幕上的那些爱恨情仇，你不会介

怀那精髓之老梗，看好看的让人浸润的表现

手段，也是人世间的梗。

这么说来， 也且了然何以不舍入睡，

自感得回味一番才算过完这一天，是因为

被感染了，身心浸润了，京剧之本依旧，比

如唱念做打， 比如简略的空间施展广阔，

扬鞭即代策马行军，等等，然 3D 摄影机，

立体化了原先的舞台设置，全方位了人物

的表演，技术并没有喧宾夺主，技术烘托

阐扬了京剧之美，京剧既很京剧，又蛮日

常，戏服行头虽在身，人物内心表达亦生

活。 是故，在我的陋见里，好的艺术，是不

单单这个文本自身的， 它有丰富的能指，

它好比一个隐喻，一个象征，过度阐释当

然不必，但其内涵之丰沛，其义之悠远，其

沟通生活与人性之厚重。 时间和空间流逝

变幻，它却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