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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与中国当代小说：从文学时代到影像时代的变迁 

 

苏七七（Su Qiqi） 

 

 

 

从 1987 年的《红高粱》到 2006 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二十年间，张艺

谋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导演。诚如在文学史会对“好作家”与“重要作家”

进行区分一样，张艺谋的电影作品，评论或誉或毁，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却是勿

庸置疑的。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美学风格与成绩，而在于它与意识形态及

文化潮流之间的共生关系——它是某个社会阶段的文化产品，同时是它的症候与

构成。也因此，探讨张艺谋电影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关系，重点不在于这种“改编”

的成功与否，而且在于改编的内容，改编的取舍，以及最后对于改编的放弃里，

折射出了怎样的媒介型态与社会型态的变化——并且进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

影像时代与消费时代来临的时候，电影与文学之间怎样能形成一个良性关系，在

思想与美学上互相启发。 

 

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是一个反面例子。如果把他的电影作品大体上分为

三个时期： 

早期：《红高粱》（1987）——《活着》（1994） 

中期：《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幸福时光》（1999） 

近期：《英雄》（2001）——《满城尽带黄金甲》（2007） 

很明显可以看到，张艺谋的早期作品几乎全部改编自 80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

的当代文学作品，莫言，苏童，刘恒，余华这些重要小说家的代表作；从《摇啊

摇，摇到外婆桥》开始，他依然是中国文学期刊的一大订户，但电影的原著小说，

往往是不太知名的作家作品了，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算不上重要作品；最

后，自《英雄》开始的古装武侠大片，与当代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满城尽带黄

金甲》回到一个现代戏剧名著中去取材。 

 

这条极其明显的渐行渐远的轨迹，是张艺谋的选择，也能从中看到整个社会

的文化潮流变迁，张艺谋总是能紧跟上时代的潮流，同时也站在潮头成为最醒目

的标志。他有他的机敏，但缺乏反思，他有他的幽默，但缺乏反讽，他的形式主

义是他的风格所在，而这种形式的最高成就，是不自觉地成为时代状况的同构。

——离开了文学，张艺谋电影的美学水准不见得下降了，但电影中的思想和倾向，

成为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 

 

《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妻妾成

群》，《菊豆》改编自刘恒《伏羲伏羲》，《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万家诉讼》，

《活着》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红高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活

着》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奖，在张艺谋电影与当代小说的蜜月期里，他的起步就是

高峰，然后以一系列加强与加深类似主题的作品，建立了一个张艺谋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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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电影的成就，一方面在于张艺谋在电影语言上的天赋与创新，莫言，

苏童，刘恒的文字风格相去极远，但《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与《菊豆》，

却都是鲜明的，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张艺谋风格。从小说到电影，张艺谋最重要

的贡献是突出了空间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院，《菊豆》

中的染坊，都是封闭式构图中的封闭式空间，直接地达成感官冲击与象征性——

也就是说，张艺谋绝不是微妙细腻的，他把原作中很多的精微之处都抹去了，但

是直接，大胆，不那么依赖于情感逻辑，而通过视觉感受来引发共鸣与理解。这

种较为粗鄙的方式当然也容易流于简化，比如《英雄》的结尾，不但无法共鸣，

反而引发了大片的质疑之声。而小说对于电影的贡献就是：虽然张艺谋对小说的

背景，细节有所取舍，却依然保持了基本的情节构架。应当说，这些八九十年最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好“故事”，这些故事溢出了原来的宏大叙事体系，

寻找不同寻常的场景与角度，事实上是从文学的角度，省视历史与人性，而隐含

的指向，则是一个现代社会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这些小说，可以汇入 80 年代的文学大潮的波涛之中，所谓寻根文学，担负

的还是启蒙功能。即是在社会的转型之中， 通过对性（《红高粱》、《妻妾成群》、

《伏羲伏羲》）与人性（《活着》）的“寻根”，启蒙着一种个体的肉体生存与精神

生存的复苏——个体的生存是必然的，多元的，从而对群体大于个体的叙事，进

行非正面的反击。诸多寻根文学，例如《红高粱》，将背景设定在爷爷奶奶这一

辈，正是因为在年代上恰可避过解放后一长段的叙事禁区，在抗日这一传统的革

命叙事里旧瓶装上新酒。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正好汇入了这股大潮之中，成为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股支

流，《黄土地》，《盗马贼》，也都很寻根，很启蒙。但当时的电影相对于文学还是

弱势，一个原因是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尚未到来，另一个原因是影像时代还处于

初始阶段。当这二者在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纯文学小说成为小众与边缘时，张艺

谋的电影又紧追时代的主流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分手是势所必然。 

 

而张艺谋电影与当代小说的这段蜜月期，恰恰是在一个诗歌和小说可以成为

大众读物的时代，物质虽然不丰裕，文化产品也没有成为消费品，依然担当着启

蒙者的重任。计划经济体系尚未解体，电影拍摄的资金有制片厂解决，票房也不

成为压力。——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资金不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最重要

的是电影的思想水平与艺术表现力，是来自国际电影节的认可。因此，在 80 年

代第五代电影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历史的夹缝中，遇到了一个最好的

拍摄艺术电影的时机：原本小众的艺术电影与纯文学作品一起，参与并成为了大

众思想解放潮流的一部分。 

 

回顾张艺谋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基本都上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准。《红高

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与《菊豆》中各种民族与民俗元素构成的视觉奇观，提

供了一条与“全球”与“本土”之间的沟通捷径，通过这种技巧性的“观看”关

系，张艺谋顺利地登上了国际影坛。——但他的能力，在于使这种“观看”不仅

仅只是关系，本身还有其审美价值。而且对于这几部电影来说，除了表层的民俗

或伪民俗，它们的核心情节依旧是一个强大的在破旧立新的启蒙故事，力比多所

释放或压抑的能量，试图对抗一个封闭性的旧体系，寻找与建构有生命力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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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的世界在这些电影中尚未出场，但这些统统以死亡结局的故事外，有整个

社会文化对某种新状态的准备与期待。社会文化的新潮流，电影的新潮流，乃至

于开始电影生涯不久的张艺谋（以及巩俐），同时地都具有一种新鲜冒险的气象

与力量，当一个艺术家在一个整体性的潮流中显示了自身的艺术天赋与操作能力

时，他也势必成为一个代表人物。 

 

在抗日与反封建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体系之中，夹带进个人叙事，

是新历史小说与张艺谋电影在这一阶段的共同行为方式。但与小说比较起来，张

艺谋显然要更保守一些。在莫言的小说里，对已有革命叙事的直接抵触之处在电

影中基本上不见了（余占魁与冷支队长的冲突被省略，只保留了余占魁与日本鬼

子的冲突），莫言的小说结尾一直写到 1976年，绝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结尾，而

电影结束在战斗之中，是一个相当混乱的结尾。——在高蹈的激情与壮烈的悲剧

中，夹杂着一些闹剧性的成分，战火声中混杂的吹号声，临时出了问题的枪炮，

都使这场悲剧的悲壮性大大减少。这些人为国而死，但是死得并不是非常英雄。

导演对气氛的把握似乎有些矛盾：到论底是抒写一曲悲歌呢，还是保存这曲悲歌

中的一些不协调的音调。最后他是折衷的：保留了一些可笑的成分，但在最后还

是给了一个最传统的英雄式的仰角镜头，红高梁在风中呜咽。 

 

这是张艺谋的问题所在：他意识得到什么东西是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意味着

对于边界的拓展，对于程式化的感受与表达的扬弃），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取巧的、

甚至取悦的思想与表达方式。在早期的三部非当代题材的代表电影之后，张艺谋

拍了《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这篇小说当年在《小说

月报》头条发表，然后头条转载于《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陈源斌长于

写法制题材，这篇小说就其情节与语言有其可取之处，但归结到底，还是一个非

常主旋律的农妇上访的故事。张艺谋基本上照用了小说的情节，突出了纪录风格

与女主人公的个性特征，应当说，电影比小说更好些，饱满亮丽，节奏与细节都

很利落。但是在这个“成功”的电影里，恰恰隐藏了张艺谋所要面对的拍摄当代

题材的问题：手法是纪实的（例如偷拍），但他镜头下温情丰裕的图景，的确是

当代中国的纪实？女主人公依旧是强悍的，“一根筋”的，但性的问题即便还作

为电影的叙事核心，却不是情节逻辑的原动力——“一根筋”只是用来支撑情节

发展的性格特征，可以构成一个性格喜剧，而无法启发与解决普泛性的问题，在

《一个都不能多》里，这一叙事问题还在继续发展。 

 

《秋菊打官司》的缺陷，在小说中也有存在，但张艺谋往往能从小说的细节

中变化出漂亮的画面，却很难在思想上比小说更高一筹。他最好的电影作品，是

他最忠实于一个优秀小说的思想内涵的作品，《活着》。虽然在情节上，电影对小

说有相当大的改动——取消了小说的双重叙事框架，并只改编了小说的前半部，

但电影保留了一种诚恳地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态度。小说中所发掘的人性之美，通

过镜头语言与表演，得到了更为质朴直接的表现。人物的生命力，建立在福贵式

的，不过分去反省生命意义而保持着对日常生活的坚定维持上，而最终慰藉，来

自于家珍式的，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始终不泯灭的善良坚韧。 

 

《活着》是张艺谋的一部好作品，但却是最不“张艺谋”的一部作品。他的

形式主义爱好，在这部电影里被一种来自原作的态度影响了：没有将对象呈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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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定形式，就形式达成简易的理解，而是试图深入到对象的核心，从而考查

整个语境与历史。 

 

二 

 

《活着》在艺术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现实语境中的成功。90 年代中期，

整个第五代导演都拿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同时开始“转型”。陈凯歌拍了《霸

王别姬》，田壮壮拍了《蓝风筝》，连同《活着》，这几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开始

涉及到建国后的当代状况，——启蒙主义叙事把场景设置在过去，在边缘，但“当

代”却是一个互补性的隐含他者，并且挣扎显形。也许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当

代电影能够出现真正立足于当代生活的杰作，但这个方向上却路障累累，一个接

一个是“此路不通”的标志。 

 

首先，主导意识形态不允许这样的电影出现在电影院。余华的小说不是禁书，

但张艺谋的电影是禁片，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远不止于知识分子阶层，受到的管

制要严厉得多。张艺谋忽然发现，他不再是能兼得金狮奖与百花奖的“双赢”导

演，也有可能被抛向田壮壮式的边缘位置。其次，计划经济时代结束了，《活着》

的投资方不再是省级电影制片厂，而是香港年代电影公司——电影不能公映，没

有票房，如何向投资方交待？一个双重困境摆在了张艺谋的面前。一方面是对当

代题材的电检限制，一方面是影像时代来临了，同时消费社会也来临了，市场成

了对导演的考验。 

 

时至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大潮退潮，经济大潮涨潮。文学不再占据历

史的中心位置，而有趣的是，张艺谋也不再选择那些重要作家，重要作品作为他

的改编依据。在电影与原著作品之间，大体上有这要的对应关系：商业电影改编

自通俗文学、畅销书，艺术电影改编自名著，纯文学作品，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

律电影改编自报告文学或者主旋律小说。文化大潮一退，艺术电影与纯文学作品

共同弄潮的美好时光一去不返，张艺谋的第二个创作阶段，不再与当代的一线作

家联手，他开始拍商业电影，以及具备商业价值的类主旋律电影。 

 

改编自李晓《门规》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显然是张艺谋试水之初的一

个失败之作：他赶着对三十年代的怀旧风，却没有掌握类型片的要素特征。在一

个文艺片与一个黑帮片间摇摆不定，只能说明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片导演。

接下来的几部电影，都改编自一些不知名的作品：《有话好好说》改编自述平的

《晚报新闻》，《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纪念》，《一个也不能少》改编自

施祥生《天上有个太阳》，唯一一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的，也是莫言小说中很不起

眼一个《师傅越来越幽默》。 

 

这一阶段的改编，较之前一阶段，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不同：第一阶段的作

品改编，基本还是“忠实原著”的，情节的主干线没有变化，但第二阶段的电影

中，原著的影子已经很模糊。张艺谋作为一个“著名导演”，相对于这些不太著

名的作家，显然有更大的发言权。作家成为任他差遣的编剧，服从他的电影的需

要，在原著小说与电影之间，已经没有了平等对话的气氛，而是一种服务式的关

系。“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的莫言说：“写小说时我是一个皇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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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剧本时是一个奴才。” 当电影作为强势文化产品，意味着能给原著小说带来

极其可观的销售与名气上涨时，这些作者也多数乐于成为张艺谋的编剧。莫言尝

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种“作者”的独立与尊严时，这样分清二者的关系：“小

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

合，生出一个产品。”（1） 

 

在这些原著小说里，张艺谋多半也只要找到一两个他感兴趣的点，然后根据

他的意思另外重写——其实他自己是编剧组中最重要的一个。不能说张艺谋的眼

光不敏锐，也不能说他的改编不成功。事实上，他往往能抓住原作中最具备情节

力度和视觉效果的节点，但是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一部对当代生活有足够广度与深

度的写照，——它们刚好吻合了张艺谋某一阶段的思路，或者仅仅具备一个灵巧

合意的结构乃至场景设置。这些小说的起点本身不高，张艺谋也没有为它们增加

高度，他只是把他感兴趣的地方用他的形式与风格来处理，因此常常在视觉上尚

有可取之处，逻辑却往往贫弱。比如他自己认为是个好作品的《一个都不能少》：

结尾用大众媒体的关注来解决了一个小学校的问题，但这种解决方案是缺乏普泛

可行性的。不是每一个小学校都有一个“一根筋”的魏敏芝（她之所以坚持“一

个都不能少”的 前提也是偶然的），也不是每个孩子的走失都能得到电视台的关

注。当然，大众媒体的介入是件好事，它能够树立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加深大

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但它不是一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主

体。当将最后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搁在大众媒体上时，并且展现出乐观的心态时，

这种希望就显得华而不实。张艺谋的问题，在于他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太轻省了，

他非常迅速地把这个问题真正的严酷性给滑过去，而给出了一个轻巧的答案。 

 

这种轻巧的态度再走远一步，就变成《幸福时光》式的虚假。莫言的小说《师

傅越来越幽默》是一个黑色幽默，小说里，老工人在临退休时被下岗，在公园边

用一个废弃公交车开了一个情人旅馆供人寻欢作乐，他也好安度晚安，可是有一

天却有一对男女在里头出了事。——黑色幽默之所以黑色，就是要沿着当代生活

的逻辑一步步推进，最后落入一个无法脱身的悲凉荒谬的困境。而张艺谋只看中

了小说中的一个元素：公交车改装的情人旅馆。影片的开头，虽然是在一种闹剧

的风格中开始，但还是看得出人生的艰辛底子。但导演没有把这种幽默处理得更

有厚度，而是把它低俗化、表象化了。接着的情节更完全抛开了原著小说，变成

发生在老工人与盲女之间温情脉脉的故事。——弱势群体只能是在彼此的善意欺

骗中，维持着一个人间充满爱的悲剧吗？——如果这是一个答案，那么这种答案

也不失为一种理解。但是张艺谋的问题，在于他连这一个答案也不能承担，他在

现实与想象、直面与谎言中进退维谷，而只能通过插科打诨中取得暂时的缓解（这

个片子，连幽默都是很生造的）。  

 

莫言的这个小说比较潦草，不是他的代表作的水平，但是也没有跌出这个作

家的底线，有起码准确的对生活的描述与理解，而张艺谋的电影，如果还可以称

之为改编的话，几乎完全是一种“误读”。他扭转这个黑色幽默的方向，试图把

它变为温婉的含泪一笑，却暴露了在面对现实题材时最无力与软弱的地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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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当代小说合作的蜜月期里，张艺谋曾经说过：“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

群，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像莫言、刘恒、苏童、王朔这几位我所合作过的作家，

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作为我的电影的文学母体，在表现文学走向的同时也引

导了电影的走向，所以你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我个人风格的演变，可以看作

家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

国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

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

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

离不开小说。”（2） 

 

时至 21 世纪，莫言刘恒苏童王朔都不再处于各自的创作高峰期了，更谈不

上作为精神导师，引导电影的方向，而扔掉文学这根拐杖的张艺谋，踏上了他拍

摄“古装武侠大片”的征程。但电影的繁荣与否，不仅仅在于花去多少投资与赢

得多少票房，在于有多少优秀的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共同构成起多元丰富的电

影生态。而“古装武侠大片”系列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

也并不是符合大众意识形态的主流商业片，事实上，它是主导意识形态与不充分

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奇特产物。在对这二者的迎合与利用中，张艺谋找到了另一类

型的宏大叙事，对于这类叙事而言，终极理想（《英雄》中的“天下”）与终极权

威（《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皇帝）还是需要的，不然无以形成叙事的自洽系统。

但这个叙事系统的元素与逻辑都极其简单，重要之处在于对空间的放大与场景的

铺张，使电影向着视觉奇观的极端前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视觉奇观，甚

至超越了视听感官享受的意义，成为形而上的直接象征——从这个角度上说，张

艺谋的形式主义，在此达到了颠峰状态。 

 

这样的电影，是“好电影”吗？离开了文学，他到底是另辟了光明大道，还

是走向了死胡同？回顾《红高粱》直到《活着》这几部电影，可以发现，小说—

—好小说，给张艺谋提供的是一种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力，隐藏着的反思与质疑

的能力。但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张艺谋与他的电影，渐次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畸

形市场状态的合作者，并且是最早的，最成功的合作者，陈凯歌，冯小刚，都远

不及他反应敏捷、操作漂亮。这时候的张艺谋，不再需要小说了，他的编剧大体

上也只是执笔者，但问题依然存在：他本身与听命于他的编剧，写不出好故事，

《英雄》、《十面埋伏》都因为情节遭人诟病，这事实上不仅仅是叙事能力的问题，

而是叙事目的与叙事态度，本身也带来对故事的伤害。 

 

及至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返过身去，在现代戏剧名著中找到《雷

雨》作为蓝本，只是调整了时代与场景的设置。反封建/反压迫的主题保留了下

来，但在换了时空后，《雷雨》扭曲变形，电影的语言与主题形成了对峙，在排

山倒海的丰乳、士兵与菊花之后，反压迫的主题被反攻得岌岌可危，因为压迫者

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象征。这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吊诡之处，形式与内容

分裂到极点，里芬斯塔尔式的电影语言，被用来讲述一个启蒙故事。当然当文本

形成之后，所谓形式与内容不可能二分，依然还是一体的，它于是成为当代语境

所混合着的强大的主导意识形态，依然被需要着同时流连不去的启蒙意识形态与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构体，成为所有“古装武侠大片”中最可从不同角度去感

受与理解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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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满城尽带黄金甲》绝不简单意味着对《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启蒙

主义的回归，它只是反映了这一类型电影被迅速挥霍与消耗时，试图从经典作品

中寻求资源帮助的急切心态。张艺谋电影与当代小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多少可能

“修复”的迹象，但从头看这二十年来二者的自密而疏，自合而分，可以看到的

是，在媒介权力的变迁中，张艺谋电影迅速地把自己从一个受教者调整到指导者

的位置时，却损失了自身的思想高度，并且最终还是要去经典作品中寻求思想与

情节资源。无论是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在与文学的互相联系与启发中寻求互惠，

都是一种合乎理想与现实的良性态度。 

 

 

 

注释： 

（1）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文史哲》，2/2004。 

（2）张艺谋，《谈艺录》。湖南出版社 1996 版，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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