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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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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影評專欄作者。現居香港。

得獎者簡介

規訓之外　理想未滿

—婁燁與「理想主義」的十年之戀

序

如果說當代內地華語電影創作者中，仍有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

者，那麼婁燁一定無出其右。他是最擔得起「獨立影人」這一稱謂的

少數內地創作者之一——從2000至2010年，十年裡他的四部作品，

除去因以抗戰中地下鬥爭為主題、意識形態上「過關」的《紫蝴蝶》

獲准在大陸公映，其餘三部皆被打上「禁片」標籤，一問世便註定不

見天日，只能通過盜版DVD與觀眾相濡以沫。

當然，相比更多將「獨立」標榜到底、甚至終年穿街走巷手持拍

攝的獨立影人相比，婁燁姿態絕非最為前衛，但他已構成一種符號式

的存在——三部「禁片」部部非同凡響，幾乎像一道明燈，照亮所有

「獨立影人」們的乾涸心靈。從《蘇州河》入選《時代》雜誌年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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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影片，到因《頤和園》「被禁五年」，再到《春風沉醉的夜晚》公

然無視禁令、以港片身份送選戛納並拿下最佳編劇獎，他的獨立電影

生涯本身，已是一部從無至有的、始終拒絕被「規訓」的「個人傳

奇」。 

當我們立足大受戛納青睞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回顧檢視婁燁

這十年「獨立電影」之路，便能發掘其中的一貫性——永遠的「作

者」表述。換言之，無論是激撞倫理、參與歷史、抑或呈現底層，婁

燁的作品，看似極度感性介入，實則是理性透頂自我陳詞。

他的影像，只為他的感情而服務。因而在他承載了極豐富信息量

的文本之下，完成得最充分的，仍是自我閱讀。他所不斷進行的「理

想主義」思考，也是為著理清其中混沌，找到個人出路；從他三部作

品中所呈現出的討論——想像、對峙、和逃遁進「幻想」，其思考本

身，與真實現實始終構成一種斷裂與孤絕。

他戀戀不捨的「作者」表述，從來只是以愛情、家國、革命與倫

理為切入點，去尋求一種探尋個人理想的途徑。因而，以今日的時間

點，去重讀這三部一脈貫穿的影片，能夠更好梳理婁燁封閉完整的創

作脈絡，以稀釋人們對他作品的誤讀。

《蘇州河》：當「想像」變為眼前現實

以今日立場去看這部十年前的作品，會發現事實上，它為婁燁的

脈絡奠定了一種標準。

《蘇州河》的敘事結構——「四人」構成兩條感情主線、再套層

交聯，被日後《頤和園》和《春風沉醉的夜晚》一路沿襲。對堅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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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情節劇方式的婁燁而言，使用這種結構，便要同時面對消解與隱藏

影像所呈現「戲劇性」的矛盾。所謂「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則是他

從《蘇州河》開始一路沿用的對抗方式：以極度「主觀」的電影語

言，替代「客觀」的真實時間、專注締造「影像現實」。

因而，儘管《蘇州河》當年曾被無數次同《墮落天使》做互文對

照，卻天差地別。如果說《墮落天使》以一種疏離姿態，對香港「這

麼近那麼遠」的城市特質有所關照，那麼，《蘇州河》卻與它的背景

上海毫無瓜葛。除去被符號化、作為意象呈現的河流，及生活於河上

的群像，這部電影完全不需要「蘇州河」在身後。

《蘇州河》的故事，可被置入中國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條具備

「底層」、「邊緣」氣質的河流上。它甚至沒有《墮落天使》那種孤

獨的溫度，它看到孤獨，但置之不理，因為它是作者自給自足的「想

像」體驗。

這種想像性，正是片中「牡丹美美悖論」的建基土壤。電影通過

這個悖論——兩個完全相同卻完全不同的人——的主體間性，完成了

移植與想像。但這種想像同時又是「見光死」的：當美美從未親眼見

過牡丹時，作為「自我主體」的她，將牡丹的感情體驗，全部移植給

了自己，陶醉於一種「個人理想主義」夢幻。而當「想像」變為眼前

現實——當她見到牡丹屍體、發覺她的想像卻是另個人的現實時，她

遭到毀滅性的雙重打擊——在「對象主體」面前、自己才是介入別

人現實的「他者」和被用來想像的「客體」；而另方面，所謂「理

想」，本該只存乎想像，她無法面對這種「想像」成真——她根本就

不相信它。

婁燁是永遠堅稱自己在做「愛情片」的導演，但事實上，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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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從《蘇州河》開始，便無時不刻在傳遞揭破愛情外在面目並加以推

翻的殘酷理性。

「兩個以前從來不相識的人坐在了一起，然後呢？然後，當然是

愛情。」一句畫外音道盡他刻骨的冷漠。《墮落天使》尚有兩個陌生

人擦身而過時微妙的愛情乍現，但《蘇州河》卻是「愛情只能用來想

像」，一旦接地，便粉身碎骨。愛比理想更冷，當「理想」變為眼前

現實，崩潰之外，別無他法。

相較婁燁的日後作品，《蘇州河》獨有一種工整，和對感情的節

制。四個人之間的勾連部分，被處理得異常乾淨，沒有雜陳晦澀的灰

色地帶，更不模糊曖昧。這種創作初期的清朗線條——不像日後《頤

和園》般放縱感情、放任表述慾、裹挾龐雜情意結，只是單純提出作

者的想像，因而仍顯示出了「理想主義」充滿童話氣質的一面。

「牡丹美美悖論」的主體間性，並非身份指認，而是一種對「理

想主義」的想像——馬達與美美，對「牡丹」抱有共同「想像」，兩

人有著同一個「設問」：是否能找到牡丹？換言之，是在以理想主義

者的身份質詢：「理想」是否能被找到？——「想像」能否成真、並

被延續？

然而最終，當馬達找到牡丹，已實現理想的「理想主義者」，便

等於完成宿命，唯以死亡終結。而馬達牡丹二人的死，也摧毀了支撐

美美存活在「理想」狀態中的核心想像。美美不能離開「牡丹」而

活，她被「想像成真」的真實性刺痛之際，也是她與「牡丹」的主體

間性平衡被打破之時——失去「交互主體」的美美，無法再延續「理

想」的「想像」；她的離開，正是對牡丹之死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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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整個悖論，實際上通過一種「想像」，工整呈現了作者的

「理想主義」思考。

但這種思考，並不介入現實。無論牡丹、美美、馬達、還是

「我」，都處於一個被建構的情境內，感情只在其內部產生流動，與

外部現實全無交集。那些手持搖移的蘇州河畫面、河邊的船屋、以及

以河為生的剪影，只是一些被拼貼進影像的碎片，與劇情本身彼此隔

絕。這種狀況，在婁燁其後的創作中被延續展現為：《頤和園》強調

無涉歷史的「純粹性」，和《春風沉醉的夜晚》的文學性。

詩性的想像力，也是婁燁始於《蘇州河》的作者氣質。他所追尋

的「詩意的節奏」，終於在日後《春風沉醉的夜晚》中到達頂峰。

《蘇州河》裡「牡丹美美」所構成的「時間的複沓」，是一種詩

情的工整；而詩情本身，便有激情與撞擊力。如果說《蘇州河》中的

詩情，是在對仗、可控的情緒中被呈現，那麼六年後的《頤和園》，

則強化了「詩情」的反面——激情全然不受控，其原生的澎湃與盲

目，被發揮至淋漓盡致。

美美尚未有余虹那種能將身旁所有人拉下深淵的爆發力，因而

《蘇州河》中的「我」，還可以「閉上眼睛等待下一次的愛情」。

這部完成於十年前的影片，即使放在今日，都是具有典型意義的

文本。在婁燁的創作光譜中，《蘇州河》具有一種線索意義——它給

出了許多暗示：不受「規訓」的作者心性、「個人理想主義」情結、

以及詩意追求。這些暗示，在之後兩部更負盛名的獨立電影中，被進

一步抽取、放大、與重塑。但《蘇州河》始終流淌在婁燁的創作血脈

中，十年輾轉，「想像」故我。



vv

205第五章　 觀點與角度：評論組得獎作品

《頤和園》：不承擔歷史責任的「對峙」狀況

《頤和園》無疑是最具反叛姿態的當代中國電影：它公然挑戰了

政權的最敏感神經，將作為禁忌的「六四」呈現人前。「六四」是中

國的「切膚之痛」，中央政權時至今日仍舊「不可面對」；因而《頤

和園》所實現的以電影為媒介、對意識形態構成的衝擊作用，遠高於

當下中國任何一部現實主義電影。

但當我們細讀這部文本，便不難發現，正如婁燁曾無數次在導演

闡述中所做的自我澄清：《頤和園》的勇氣，實質上並不基於政治、

歷史與革命，你甚至可以說《頤和園》與「六四」本身，都是隔膜而

少有關照的——《頤和園》只專注於它自己。

婁燁曾說過，「六四」是「一種戀愛的感覺」，其實更確切的表

述應是：「六四」是「一種毀滅性的熱戀」；它有著通常意義上不溫

不火的戀情永遠無法企及的高度：一種被瞬間點燃、便渴望燃燒至死

的極端感觸—這種熱戀中，你甚至無需知曉那個愛人是誰。而當年

當夕的天安門火光，則承擔了令人失卻理性的催情劑功用。

在那個格外默許精神自由的年代，第一次接觸到米蘭‧昆德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其中「非如此不可嗎」的質詢所震盪的

年輕腦海們，只能去以行動做出回應——余虹衝上卡車的時候，根本

不知道自己「為甚麽去」、「去做甚麽」，她只知道「非去不可」。

「熱戀」註定「失戀」，「六四」的結局，便是與北京的一場曠

古銘心「失戀」；而《頤和園》想探討的，正是「失戀」之後、遠離

北京、人可以怎樣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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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漫長的十幾年中，人們是否仍在為當初的「熱戀」償還代

價，人們又如何走過這場「失戀」？或是根本沒走過——如同李緹，

當年看似不像余虹般遭受「失戀」太多衝撞，但直到多年時光過去，

死寂的痛苦，才從她內心死角，生發出最恐怖力量。

你可以說，「六四」根本只是婁燁個人的作者情結，但倘若你生

命最初的「失戀」，是以這種摧毀性的方式被迫完成，你又要用日後

多少年，去緩釋、迴避、遺忘和回憶它？

《頤和園》用了一種非常「局部」的、「背景」式的方式，去

處理「六四」部分：沒有渲染、強化、價值判斷、更沒有道德優越

感。「六四」事件，更像是是余虹個人感情經驗背後的一大塊「幕

布」——她只是不自覺被裹挾於那種恢弘的混亂中，「幕布」點燃了

她身體內的「危險」渴望。這種「危險」，當然也可被解讀為「自

由」，或是「毀滅」，但首先它是一種「理想」。

余虹就像是從婁燁腦海裡走出的「理想」人物，他根本不掩飾自

己對銀幕上的這個「理想」那種迷戀之情，他賦予了這女孩一種極端

的可愛：靈與肉的同一性——執拗恪守「個人理想主義」的同一性。

余虹身上，與「六四」狀況唯一相合的部分，是她作為一道「個

人理想主義」符號，在與「集體權威主義」對峙之路上的潰敗。

「理想主義」本身便有各種混雜、矛盾、衝擊與幻想，《頤和

園》的美學，也恰恰配襯出了余虹含混雜糅的精神世界——從圖們到

北京到武漢，意識形態差異的混雜景觀，總給人一種視覺上的「不統

一」。直到她輾轉多年「寸步難行」、與周偉在成都重逢時，城市才

呈現出灰敗的協調——在這「協調統一」面前，個人的光芒聲色，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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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漸漸暗淡下去。婁燁藉助余虹，完成了這一極度個人主義的表述。

　　　　

婁燁曾明確表達：「作為一個電影導演我承擔不了歷史責任。作

者只對自己的文字負責。」

《頤和園》也確實沒有承擔歷史責任。作者使用了一種堅決不淪

於情節劇的方式，去強調人物本身「不自覺」參與歷史後的自覺反

應。這是一種遠離「標籤」與「判斷」的若即若離態度，看似低調、

鬆弛，實則極度高調——一方面不去做出判斷、不承擔歷史記憶的任

何必然性，放任人物自身行動力，另一方面，又將所有個人對歷史的

經驗，投射為巨大的表述慾，透過余虹的矛盾重重，去「對峙」與宣

洩。

感性與理性的斷裂，是余虹內部的矛盾。「身體幻象」中的加速

度、一刻不停地促使著她去釋放和支配自己，她永遠處於無法自控、

用力過度的情態中；而她的日記卻又能將自己的思維脈絡梳理得有條

不紊、萬分理性；但這種理性，無法跟上她感性的狂暴速度。同時，

身為極端個人主義者，她更不會去考慮身邊的人們能否承擔她的侵犯

和凜冽。

這恰恰正是一種由個體所負載的歷史記憶——80年代末期的中

國年輕人，身處一個精神空前解放的特殊階段：大量學術性的「理性

個人主義」思想，侵襲佔領了他們的腦海，而他們急切需要用身體將

其消化、轉化為一種「感性個人主義」、一種感性體驗。換言之，當

時的他們，恰恰需要喪失理性，「六四」只是剛好成為令他們理性盡

失、「跟著感覺走」的導火索。

但社會秩序很快便恢復理性，這便是余虹在此後十幾年中備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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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始終身處「對峙」狀況中的原因：她無法在個人內心秩序與社會

秩序間獲得平衡。沒有人永遠徜徉在歷史的傷疤裡戀戀不捨，除了

她。她體內那「詩意的激情」在「六四」經驗裡沖上雲霄後，無法戛

然而止，更無處安放；從此與這個現實社會，長久對峙。

可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以最短時間尋回了一種穩步繁榮

的秩序，「集體權威主義」不但沒有令這個國家崩潰，反而使它飛速

向前；而當身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余虹，發現自己體內的劇烈速

度，相比外部現實，實際上已停滯不前時，她的理想便化為粉塵。

天地之大，卻仿佛只有她是參與過歷史的見證者，無人同她分享

這段經驗，更無人在意她的身體表述。當她最終再次面對周偉——歷

史的另一位見證者時，他們相顧對望，醒覺彼此的內在精神——自由

與理想的渴望——業已凋零。歷史不會對他們被粉粹而難以重建的內

心秩序負責，只有他們自己，始終在為當年「熱戀」，償還被打開的

自由心性與尺度之代價。

從這個立場而言，作者不但不會為歷史承擔責任，更在心底，對

歷史懷有一種隱秘恨意。

因而，無論婁燁做過怎樣冷靜、抽離的導演闡述，影像本身卻不

會撒謊。《頤和園》是他個人的「切膚之痛」，唯一的釋懷方式也正

是訴諸影像。

創作這部電影本身，已意味著對「規訓」的十足對峙。但衝擊

「規訓」，卻只源於「理想主義」未滿的不甘，至於「六四」，只是

恰好與這種「不甘」，有著歷史時間點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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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文本所進入的歷史，只是作者個人的歷史，它絕無共

性。但《頤和園》，又是一件「必須完成的事」。正如婁燁所說：

「得把這個趕緊過去」——因為只有當這段「個體記憶」被放置進

《頤和園》，呈現為「集體記憶」，作為個體的他，才能走過這場

「失戀」。

《春風沉醉的夜晚》：「逃遁」進詩意幻想

屬於南京的春之夜晚，困局之下浪漫的詩意表述，所有暗湧的光

景都疲長得走了音，化作荒腔走板的囈語；愛，只是一種詢喚——因

為，在理想主義者的幻想中，有處「幻境」，完好不過。

《春風沉醉的夜晚》——作為一部拿下2009年戛納最佳編劇、以

極富詩意的鏡頭，呈現出高度文學性的影片，它在婁燁討論「理想主

義」的創作脈絡中，所做出的思考層次最為冷靜，而與真實現實的斷

裂，也最不可彌合。《蘇州河》中的上海是碎片拼貼、《頤和園》中

的北京是恢弘「幕布」，而《春風沉醉的夜晚》中的南京，則根本只

是被幻想出的——模糊、纏拌、氤氳、悵惋的灰色地帶。

婁燁自然仍舊闡述這部影片是關於愛情——純粹之愛。

輕描淡寫，就昇華了大多數觀眾對影片同性戀主題獵奇樣的關

注；但他並未講出自身所抱有的野心。也許可以這樣繼續他的表述：

愛情是種具象依託，但實際上《春風沉醉的夜晚》想探討的，是比愛

情更持久的戀戀不捨——對「幻境」南京的不捨，對懷有激情、卻置

身局促生存現狀的不捨，對以失敗告終、短暫、但畢竟成功逃離過的

自由理想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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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沉醉的夜晚》完整、嚴謹地展現了一場對理想主義的「規

訓」儀式——不再是《蘇州河》和《頤和園》式的「沒有一個面對現

實的理想主義者」，而給出了一種「面對」的可能性，並去細部討論

由「不面對」到 「面對」的轉化過程。

三個男人，都活在「理想主義」夢幻裡，以決絕或是軟弱的姿

態，並最終都通過一種儀式，令這份「理想主義」消亡、逃離、或被

規訓。 

王平無法面對情人的絕情，他安然前往清晨的公園長凳，劃開手

腕，毫不猶豫，以一副平靜面容，包裹內心洶湧絕望。他的求全之

心，令他無法在「愛情已死」後，仍苟延殘喘下去。割腕是一種儀

式——既完成肉身死亡，也達成對愛情懷有純至幻想的「理想主義」

之心的消亡。 

羅海濤的理想主義情結，則是一份微妙平衡——最愛的男人，和

最愛的女人，缺一不可。他的天真直白，同時兼具麻醉劑與毒藥身

份，維繫他渴望的兩全關係。而現實並非蹺蹺板擔得起的成人童話，

平衡陡然瓦解，三人旅行的公路幻想，成為一場「理想主義」成人

禮。 

作為困局核心的男主角，薑城在千帆過盡後，最懷念舊情人王平

沉靜為他念起郁達夫詩篇的情景。那是他們兩人感情最純粹、不含雜

質的部分，因而成為雋永。天將明時，江上的風，還是徐徐吹進故人

夢裡，只是故人卻已經歷第一任情人自殺、與第二任情人相忘、舊情

人妻子找上門來尋仇等龐雜前塵；他的性情，變得漣漪不驚，遲滯平

和——他已徹底棄絕所有強烈感情，安分守己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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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迥異命運——自殺、逃離、回歸現實，正是理想主義者所能

選擇的三種出路：像王平，放棄與現實博弈，堅決尋死；像羅海濤，

「理想主義」的自我，暴露在現實面前時，痛不可當、流淚逃離；或

像薑城，被現實的刀刃割傷命脈、血流如注、倒地時無人問津、尊嚴

盡失，形同一隻狗；但他捂著噴湧鮮血的傷口，活了下來，便完成了

個人根本轉變。

在這場「規訓」中，只有薑城實現了「蛻變」，最終仍存活在現

實中。當然他再不會是那個「理想主義」愛人，他已學會屈就現實。

但戀戀不捨，卻纏綿著他，令他情不自禁去詢喚一種詩意的、「愛」

的幻想，並渴望離開現實，逃遁其中。

這便構成了《春風沉醉的夜晚》內部，「幻境」與現實的斷裂。

　　 

片頭時間點上的王平與薑城，在晦暗小房間裡赤裸糾纏，並無過

多美感可言；逼仄旅館，在連綿陰濕裡像座荒涼島嶼，載著兩個孤獨

人兒點燃彼此，忘懷現世。所謂「愛」，只不過是渴望扎進對方身體

求得溫暖。

但當片尾的薑城回憶這段過往時，同樣沉於黑暗中的這對愛侶，

卻不再是盲目生硬交歡、而是藉著古城燈火裡的一絲溫潤，相互慰

藉，大段郁達夫的柔和表述被琅琅帶出，朦朧得使人不敢正視。

可事實上，這早已不是他們曾一起共度的那段「真實時間」，彼

時二人一派盲目，從未料想過現實負重會如此輕易擊垮他們的感情。

當逝者已矣，薑城內心固執憑弔的，不過是他渴望逃遁其中的詩意幻

想。事實上，他根本「不可面對」他與王平關係中不堪一擊、可以被

輕易摧毀的所謂「真愛」；是他的懦弱，直接導致王平自殺。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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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詩意的段落，可以幫助他完成自我催眠——他們曾經的感

情，出塵明淨，如沐春風；而非現實中獲得的殘酷結局。 

而羅海濤，則承襲了《頤和園》中李緹「介入」的功能性——他

走進王平和薑城的戀愛「幻境」，以極強的行動力與侵略性，將「幻

境」中的主體置換為「自我」。而可怕的是，這種置換其實並非出於

自覺。自一開始，他在GAY吧內迷戀上薑城，便未分清「幻境」與現

實的界限——GAY吧是絕對封閉系統，而他和薑城的糾纏，卻早已走

到日光之下。

這種斷裂，一旦被戳穿，便會生發毀滅性的力量。正如「六四」

幻境結束十餘年後，周偉的一個問題，便將李緹殘忍拽回現實。「你

能告訴我，我們現在是怎麼回事嗎？」

婁燁「愛情」中的主角，永遠不是現實的對手。因而在這個和平

年代裡，他們每一個人，都流盡鮮血。 

作為一部十足文學化的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充滿詩意，台

詞之美令人目不暇接。但劇本與影像間的罅隙，卻令人無法忽視——

將極富古詩詞意境的委婉劇本，放置進一種中國當代城市底層幻想

中，情緒與影像便很難達成統一。其中的矯枉、無法渾然一體之處，

源於其太過依賴以文學性去補足詩意幻想。但至少，影片通過這種方

式，延續、演進了由《蘇州河》到《頤和園》的「理想主義」討論

脈絡，並給出了一種詩意的逃遁途徑——理想主義者在終於接受「規

訓」、「面對」現實後，仍會「逃遁」進幻想中，自我撫慰。

　　

也許，最美好的部分正在於此。「幻境」生動活潑，並永垂不

朽。因而干戈玉帛之後，你仍可辨認出理想主義者的傷感面容。但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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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不是電影，他們便只會被隱沒在更深處。而你，甚至永遠無法認

出他們。

「不是愛風塵 ，似被前緣誤 ，花落花開自有時。」

結語

十年過去，婁燁仍舊是位理想主義者。

他以堅定不移的「作者」表述，一路尋找著「理想主義者」的出

路、「作者」電影的出路、自由與愛的出路。無論是想像的孤助、對

峙的激情、還是逃遁的隱忍，他的作品，始終貫徹一種專注。

儘管永遠置身「規訓」之外，婁燁所呈現出的柔性對抗與堅硬姿

態，卻並非刻意；身為理想主義者，他難以在現實層面尋求到更貼切

的表述方式。他極度理性的討論，被太過豐沛的感性文本所包裹，而

影像本身的極度「個人化」，又使其間形成的複雜多樣性，遠高於同

代其他中國「獨立影人」。

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一種極為孤單的嘗試。看似貼近現實，實則

要從現實中尋獲一種最具對抗性的張力，去完成個人理想寄託。又因

為他是很典型的「作者」導演，他的「理想主義」思考，一定基於一

種個體感情經驗的剖析與閱讀。

如果說「愛情」是他作品的永恆表徵，那麼其背後所蘊藏的巨大

表述動力，則源於內心的不滿足——永遠在丈量如何在「理想」與

「現實」間獲得秩序與平衡。這種丈量，正如他電影中的美美、余虹

和薑城一樣用力。從另個角度而言，「作者」氣質的極度排他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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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的焦灼只限於影像內部「現實」，而與真實現實間存有隔膜。

始終不被「規訓」，始終「理想未滿」。

至少，婁燁與他的電影，在此前十年中，已書寫下一份同「理想

主義」的動人戀情。

十分感謝城市文學創作獎，給予我這樣的鼓勵。評論是我所熱愛的與世界對話的

方式，而婁燁導演的這三部作品，對我個人成長而言，有很重要之意義；因而，

梳理他的創作脈絡，亦像是對自身生命經驗的一種檢視。感謝我本科階段的主任

教員梅峰先生，他曾對我說，電影不是人生裡唯一的事情，這句話，我一直默記

在心。而寫這篇評論，則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對恩師表達一份深重敬意。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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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筆優美、多有頓悟，但過於抒情，分析未夠
冷峻。對理想主義的理解亦有偏頗之處。

廖偉棠先生

評審意見

一篇既見樹木，亦見樹林的優秀評論。作者
顯示了犀利的把電影當作文本閱讀的能力，
同時又能夠把電影放置在宏大的社會和文化
範疇去評價。評論亦包含作者對導演的「親
密的認識」(intimate	 knowledge)，散發一種
knowingness與	authority。更難得的，是整套
論述完全在作者的操控和掌握之中，由始至終
在理性分析與感性欣賞之間保持平衡。作者亦
具強烈的讀者意識	(sense	of	audience)，所以
這篇有深度的評論可讀性亦高。
作者對評論的熱情躍然紙上，令人動容。

林沛理先生

作者的視野寬闊，因為敏銳的抓住了中國精神
狀況的變化，他對於婁曄電影的分析，具有一
種特別的穿透力，並讓讀者的思考不僅停留在
電影本身，彌漫到更廣闊與深入的領域。行文
也富有力量。

許知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