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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評論組 

梁芷嫣 

生於澳門，遊學北國。

熱愛文學、音樂、美食、觀察、旅行以及

接觸一切有趣古怪的人和事，定期自製小

手工自娛自樂，對人和文字有天然的敏感

度。

相信夢想與堅持，相信一切光明與黑暗的

可能性，更願意以樸素樂觀的心態包納生

活、面對自己。相信崇高美好或鄙陋媚俗

的外部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種更為重要

的、純正高貴的、活著的風度和尊嚴感。

相信八卦裡見真實人性，相信真誠的寫作

和有益的思考、批判最終能為凡人復仇。

得獎者簡介

身體的禁錮與和解─以電影《色

戒》及《山楂樹之戀》的身體想像

為例

一　引言

身體於文本中的定位與書寫形式，不僅是個體外在特質的標誌，也

是人類最貼近本能的感性顯現。關於身體的討論，在西方古典時期，柏

拉圖首先設下靈魂和身體二元對立的哲學模式，認為身體是短暫而低劣

的，被看作為動物性的欲望顯彰，人為萬物之靈與動物得以區分。凡感性

之物，不論是身體抑或藝術，都被視為追求知識、理性和真理的難阻，亦

是世間苦難和罪惡之源。這種對於身體的敵意，引發了後來西方傳統哲

學中各種各樣的形態改寫。

中世紀數百年間，身體主要遭受道德倫理的壓抑，奧古斯丁把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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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俗之城對立起來，對身體實行違反自然人性的苦行和禁欲，為了使人

的靈魂得以潔淨，身體─尤其是性，成為接近上帝必須克服的本能。1

在宗教改革之後，哲學和科學摧毀了神學的核心地位，知識的討論達到

高峰。其後，黑格爾提出「絕對精神」，認為生命是意識和精神的表現，

傳統哲學的二元模式被置換成意識與存在的討論，人被看作為理性的動

物。身體被知識和理性放逐，消失在主體哲學主導的認知中。

自尼釆開始，哲學尋求從身體的角度對世界局部的解釋的可能性。

「權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內在本質」，尼釆把生命、藝術和身體等同，為長

久退出哲學討論的身體重新尋回立身之地。他反對古典哲學家對身體的

貶低和啟蒙主義者對邏輯、理性的推崇，強調身體的主動性，也就是構

成一切存在的基本屬性。

在身體一元論影響下，政治變作生命政治。福柯把身體和權力的關

係列進其社會理論的核心，他關注的是權力如何把身體管理、馴化成生

產工具的歷史，身體被權力所改造，從而印證權力的有效性。福柯被動性

的身體與尼釆主動性的身體，把身體視作力的表現，具有與外部世界的

互動性。這兩種理解的方式使身體與政治、歷史發生關係，也成就了今

天身體討論的大部分內容。

相比之下，宗教在中國傳統社會的缺席，對於身體的看法卻與西方

古典時期有相似之處，甚至更為複雜。身體淪為次等的工具，缺失主體

性的意義，成為維護政治話語和個體利益的媒介。所謂「殺身成仁」的道

德訓誡，犧牲外在肉體而並非達到至高的仁義之境，這種隱性地安放於

民眾思維中的價值觀，最終只成為被塑造、被利用的權力負載品。

1	 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後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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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文化慣性一直延續革命文學中，個體的體形、膚色、輪廓等要

求均被政治獻身倫理賦予「臉譜化」的階級內涵，一切價值秩序以革命

勝利為前提，身體的主體性被意識形態所遮蔽，成為「大眾」、「人民」的

抽象集體表彰。直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先鋒文學的出現，開始於對身體和

生殖的統一，恰巧瓦解被政治階級意識抽象化的身體，讓身體真實的價

值和感覺再度融入文本，成為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人的生存意識的回歸標

誌。

時至今天，身體成為文學、文化、政治和消費的改造對象，覆蓋着多

重紛雜的意識形態標籤。在這一背景下，身體與個體情感的斷裂，往往

成為許多文學或影視中常見的敘事模式；身體的合法性不再依靠社會範

疇以內的道德制約作支撐，相反，通過靈與肉之間的隔閡和分離，意識形

態更有效地依附於欲望與理性的裂縫間。因此，本文力圖藉著對於電影

《色戒》及《山楂樹之戀》的身體想像的討論，以身體在影視裡的呈現或

壓抑為切入，探討歷史環境和個人內部精神背後，所潛藏的意識形態的

痕跡。

二　文本綜述

2	.	1	《色戒》的原型及其改編脈胳

關於《色戒》的歷史原型，可追溯至一九三九年上海轟動一時的刺丁

案，也就是金雄白在香港《春秋》雜誌連載的《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中

的故事。其後，鄭振鐸的《一個女間諜》最早根據金雄白的史料作小說加

工潤飾、並把鄭蘋如化名作陳女士；後來的改編以高陽的《紅粉金戈》為

藍本居多，高陽把刺丁案推向更戲劇化的處理，加添陳寶驊為鄭的男友，

把鄭的暗殺動机多元化，與張愛玲的《色戒》字數相約，可作互為對照。

然而，對於張愛玲來說，她從開始所關注的並不是人物的社會屬性，



vv

criticism238

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而是女性的自然天性。小說《色戒》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無論從敘述視點

還是整體氛圍，完全可以看作是女人私密的心理敘事過程，身體的工具

性隨著王佳芝的情緒流動帶出的宿命感所取代，更突出了女性被男性支

配卻無從抗爭的悲劇性。小說的男主人公易先生基本上處於「被說」的

位置，在大半部分時間裡，他只作為神秘性的符號存在。關於其心理敘

事直到王佳芝暗殺計劃敗露後才以反諷的語氣出現，這種嘲諷也是作者

對男性薄情及女性燈蛾撲火式投入情感的嘲弄：「他覺得她的影子會永

遠依傍他，安慰他。雖然她恨他，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甚麼感情

都不相乾了，只是有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

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2。張愛玲傳達的並

不是感傷，而是諷刺與幻滅，她將女人情感歸屬虛妄抖落之後，也一併將

男性的情感屬性抹殺。

及至二零零七年，李安讓《色戒》重現銀幕，他巧妙地理順了故事的

時空關係，兩者的敘事布局，表面上均以王佳芝的視角為核心，極具意識

流意味。時間也以是暗殺計劃當天王佳芝的回憶把前因後果作具體的連

接。但對王佳芝回憶的藝術處理卻截然不同。他把暗殺計劃的全過程，

包括王佳芝以身體作革命工具的動機一環一環地隨著其意識的流動展

現出來，王佳芝的回憶和選擇也因此被更多的歷史大背景所削弱，而顯

得相對客觀化。

事實上，在電影中對身體、暴力呈現的操控方式一直遵循好萊塢

主流電影敘事程式。但李安運用東方人的理解作了一些關鍵的微調3。 

他的作品中一貫都把貌似激進的題材和論題包裹在最為傳統的情感、敘

事和電影形式之中。自《推手》之後，《喜宴》、《飲食男女》、《臥虎藏

龍》、《色戒》等涉及濃重的中國傳統風韻的題材均成為李安與詹姆斯．

2	 張愛玲：《色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
3	 馮欣：〈《色戒》敘事的意識形態分析〉,《電影藝術》，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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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慕斯合作無間的結晶。這種夾雜著和好萊塢商業意味的電影，自借助

夏慕斯的劇本改編，情節鋪設及性格刻劃裡難免衍生的中西文化差異度

相對減緩，使西方觀眾更容易接受並理解，這也是李安在國際電影界取

得認同的原因之一。

2	.2		電影《山楂樹之戀》：情節減法過濾的「純愛」

艾米的小說《山楂樹之戀》號稱為「史上最乾淨的愛情」，張藝謀的

改編中，更刻意把這種平淡而克制的「純愛」作為敘事主線，甚至把小說

中潛伏的幾條情感脈絡以及人物繁複的心理活動一併刪減，使靜秋和老

三神話式的純愛更純更專，力求最大化還原七十年代純樸的民生圖景和

情感體驗。

這部耗資達七千萬人民幣的影片，從拍攝技巧來看，張藝謀拋開過

往濃重的色彩符號，他希望以一種恬靜平和的方式重現歷史：「我也是

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再回頭看，那時候的人，臉上總是有很多乾淨、很多

單純。在這部電影中，我力求能還原那個時代，所以電影中沒有太多的炫

技，就感覺像是七十年代的電影一樣，沒有太多的手法，實際上這也是我

頭一次這樣拍，其實這樣拍也要跟自己鬥爭，因為我通常都會強化視覺，

這部片子我則是努力要讓自己靜下來，要讓自己心平氣和，拍這樣一個樸

素的片子，是自己需要做到一個很心定的程度才可以」。全劇沒有強烈的

視覺刺激，相反，電影的視覺節奏相對緩慢，並運用中國二十年代默片的

字幕形式淡淡交待情節轉換，除了九次的字幕淡出，再沒有另加情節處

理人物的衝突。筆者認為，這種留白式的處理，反而使整個故事架構顯得

單薄枯燥，故事的內涵沒有得到充分的深化，因此，未能有效完成關於純

潔愛情的一切想像和昇華。

從情節安排而言，電影的開始和結束均以象徵愛國之志的山楂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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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以樹喻個人的忠與愛，突出革命時代的精神特質。電影對小說中的

旁枝末節有所刪減，如老二長林對靜秋的暗戀、靜秋與成醫生的故事等

等，著重鋪設男女主角的愛情主線。男女主角在一片仙境般的山水間一

見鍾情，二人沒有多餘的思索和掙扎，就順理成章進行秘密交往。當中除

了靜秋母親的反對成為重大阻力之外，彼此只出現過兩次矛盾：第一次

是靜秋與老三正式牽手，確定關係後，誤會老三在城裡有對象，於是她決

定打工把錢還給老三劃清界限。第二次是她與老三同睡一床後，老三突

然音訊渺然，她懷疑老三「得手」後負心忘情，幾經轉折打探得悉老三並

沒有患絕症，心中竟認定老三是騙子。平息疑慮或傳達愛意則以贈送物

資的方式完成，兩人並無激烈的磨合。

除了從小說中對性的摸索，到電影裡存心把性和純愛二元對立，以

及把靜秋和老三的身份階級淡化之外，張藝謀基本遵循原著的安排，特

別是琳琅滿目的革命大字報和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都一絲不苟地把七十

年代特有的人和事重現於觀眾眼前。值得注意的是，在電影內增加的兩

幕戲：一是靜秋編織小金魚送給老三，二是在影樓拍合照時，兩人特意扮

鬼臉。筆者認為，張藝謀銳意呈現日常生活的片斷和直觀感受，他追求的

「純愛」路徑必須以自然為出發點，是一種最貼近真實生活的藝術化再

現。然而，訴求與現實往往是兩回事，在極力渲染清純樸素的同時，衍生

而來的卻是一種經過度過濾後的貧乏。

三	身體的修辭

3	.1　身體與國體的抗爭與消融

《色戒》電影和小說均以身體與國體、個人與異化為主軸，然而在

各自的表達手法中差異甚大。對於李安等人改編後的《色戒》，筆者的理

解是，「色」撇除了小說意義中由「色幻」及「鑽戒」引起對愛的渴慕和女

性宿命的諷刺，「色」被李安賦予了雙方真切情誼的合法性，因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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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中再不是對個人情感的貶低和嘲弄，而是體現了在亂世中的所謂

忠奸之外的自我情慾和人性自然的流露。「戒」則包含著民族國家屬性對

個體的制約，包括精神倡導以及社會秩序的約束和控制，另一方面更是

對愛慾刻意抑制而產生的自我防備。

在電影《色戒》裡，身體既是一個監禁的場所，同時又是一個展示的

場所。影片增加了女主角與幾位男性的衝突及對周邊男權環境的控訴：

易先生所帶來的是統治與屈從關係中的羞辱所導致的痛苦，初戀鄺裕

民、特工老吳以國家民族的名義施於王佳芝的亦是摧殘壓抑。甚至於他

們相較與易先生，更加漠視王佳芝的自由與需要，並企圖以性為工具將

王佳芝徹底工具化。

從特務頭目老吳和王佳芝的關係中，正好體現「身體」與「國體」之

間的巨大衝突。正如她與老吳爭執的一場戲裡，她痛苦地說：「你以為這

個陷阱是甚麼嗎？是我的身子嗎？你以為他是誰，他不光懂虛假的情意，

不光往我的身子裡鑽，而且他還像一條蛇一樣在向我心裡鑽，越鑽越深，

每次最後，他的身體一抽倒下了，你們是不是應該衝進來，朝他的後腦開

槍，讓他的血和身體噴我一身？」老吳由始至終視王佳芝為刺探敵情的工

具，他狠狠燒毀王佳芝交付所有能證實她以往身份的信函，以斷絕王佳

芝反悔或拒絕執行任務時的回頭路。他只想讓她以麥太太的身份存在，

又欺騙她任務成功後可讓她回家重新生活，目的只讓王佳芝言聽計從，

好好演活麥太太。這樣一個在父權下被犧牲的女性，王佳芝其實通過性

獲取存在感和被愛的認同，性愛是她在強大的國體打壓以及身份焦慮下

唯一宣泄的方式。

在筆者看來，李安等人的影視編中最突出也是最成功之處，在於增

加了王易二人步向毀滅的相戀路徑。電影中三處情色處理，從性虐、性交

到性愛，從變態扭曲的欲望宣洩到放下心中戒備的相擁愛撫，是一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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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愛到有愛的過程。當中大量的性虐鏡頭，看後令人倍感悽涼和哀傷。

在肉欲肆意的宣泄背後，王佳芝流血痛哭，但同時也透露著易先生的痛

苦和恐懼，只有在這時刻，當他直視王佳芝眼睛，才感覺到自身的存在。

個人的一切才可擺脫歷史及國家的牽畔，所有的情感意志歸還於個體所

有。

尤其經過與老吳的衝突，王佳芝已意識到易默誠慢慢鑽進自己心

中，她完全投入角色，甚至更留戀這角色為她帶來的安全感。在日本酒館

一幕，本來是易默誠存心讓王佳芝明白自己不過與妓女無別，企圖用侮

辱來消減或掩蓋對王的愛。最後王佳芝的深情一曲，卻令雙方不得自拔。

這場戲不僅使結局水到渠成，同時也揭示了易默成對自我身份的模糊虛

惘，他並不確知自己所做的事正確與否，只能隨波逐流於物質欲望的浮

萍上，此刻，他唯一能確信擁有並富予他真正滿足的，就是對王佳芝的愛

情。

實際上，與其說身體作為革命的武器，不如說身體活動的意義早已

超越了革命的初衷。「色」與「戒」之間互相牽制並逐步互為抵銷，從多重

家國與個人的衝突中漸漸還原成個人內心面對對方付出的愛的猜疑和戒

備，及至王、易二人衝破最後防線：易把鑽戒套在王的手中，承認在腥風

血雨的時代裡的恐懼和梏桎中，對眼前人的愛憐和珍視；王亦把革命的

正當性拋離，以犧牲國家及自我為代價放走情人易默成。「身體」與「國

體」從抗爭到消融，二者徹底斷裂，李安把身體的自主性交還予王易二

人，王的毀減和易的感傷追憶，使政治意味大幅削弱，這些關於欲望的流

放和表達，可以說是李安在電影改編中的精心安排，是在宏大歷史敘事

下個人化情感的互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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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身體慾望的視覺化轉移

電影《山楂樹之戀》力圖把焦點集中至男女主角的愛情線索上，削弱

文革背景下意識形態的痕跡。電影中把身體慾望的表達轉移具有隱喻的

物件裡，從而保留身體外部的純淨。例如，靜秋的腳在勞動中被水泥灼

傷後，老三替她悉心包紮一幕，以及二人準備同睡前，老三替靜秋洗腳一

幕。女性的雙腳，自古三寸金蓮之說，小腳被視為至寶，也是封建獨有的

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見證，腳成為被包裹且不能隨便讓外人觀賞的私密部

分。兩場戲均以女性的肢體作為對性的想像，尤其當時那個特殊的年代

裡，靜秋與老三先是以樹枝為中介間接牽手，繼而同穿一件大衣相擁取

暖，及至老三接觸到靜秋的雙腳，彼此親密程度層層遞增。

另外，就是靜秋與老三同睡一床的戲。選擇同睡之前，靜秋已有心理

準備獻身予老三，在老三出去倒水時，靜秋把房間所有的燈都關掉，然後

靜靜地蓋著被子平躺於床上。老三進房前也在猶豫，及至看見燈已滅，明

白靜秋的決定後才安心同躺在床上。後來老三的手在靜秋身上摸索，從

鏡頭特寫二人的面部表情以及純白的被子表面看到手部蠕動的軌跡，已

是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慾望流放；隨後老三的動作戛然而止，二人只是默

默在被子裡緊握對方的手。一方面，觀眾在視覺中加以想像，獲得欲望的

滿足；另一方面，這種「純」度的表達巧妙地成為一種既克制又能推進慾

望宣洩的力量。這樣一個令人無限遐想的身體接觸過程，確實是張藝謀

把「純」度悉心計算的表達結果。

3.	3		靈肉之間的禁錮與和解

《山楂樹之戀》重現了文革時期的生活細節，影片開始時，城裡一眾

師生響應號召到農村學習，走到山楂樹下，由導隊老師重溯抗日歷史，據

說因抗戰時無數烈士前仆後繼在山楂樹犧牲，故它開出的花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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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革命的鮮血所染紅，這棵開紅花的山楂樹便成為編寫革命教材的素

材。山楂樹和愛國的熱血連成一體，以樹為記，萌發出後來靜秋和老三的

青澀愛情；可見，山楂樹是一種隱喻，革命時代的愛是以對國家民族的忠

愛為核心基礎，這基礎堅實不移，並必須具有絕對的道德合法性。因此，

靜秋因家庭成份不好，本身已帶有一種自卑的原罪感。編寫革命教材時

和老三的對話中，她認為自己因犯了錯誤，所以不能在學校留職，包活她

的一切行為均以母親的訓示為意志以及對印有山楂樹圖案的臉盆生敬

畏之情，可見她對革命本身持有高度熱情和馴服性。

不同的是，《色戒》中的王佳芝縱然加入特務組織，但她的意識一直

處於迷失狀態，對自我身份確認的迷惘和焦慮，是她走上殉國和毀減的

源頭。

《色戒》由始至終徘徊於控制和被控制的氛圍裡，開始時，鏡頭首先

對準獵犬和手握槍械的軍人，然後落到手持望遠鏡進行監控的軍人和行

走的民眾之間，呈現一片戒嚴的緊張場面。電影本身潛藏著每個人在亂

世裡惶惶不可終日，找不到支點的恐懼情緒。

王佳芝身上一直籠罩著這種缺失自我的恐懼感，這位落難貴族孤身

隻影逃往香港，父親再娶也只能寄信付上祝福，她根本找不到心理依靠，

只能淪為孤兒。她願意加入刺殺漢奸的計劃的因素異常復雜。一方面是

她對鄺裕民的愛慕，這愛慕使她得到暫時的心理滿足，為了獲得性經驗

繼續演出，竟主動獻身給她一向瞧不起的梁潤生，事後被異樣目光包圍。

另一方面，在動盪的年代，人心惶惶，她的衛國之心建立在急切需求自我

實現以取存在的價值上，以顯示她被世俗拋棄後具有反抗性質的精神補

償。因此，愛國劇演出成功後才會異常亢奮，這種被看的欲望得到滿足，

也就是個人身份虛擬的確定為她帶來安全感。然而，計劃的最終失敗令

王佳芝失魂落魄，這場殘酷的成人禮讓她更厭倦生活帶來的壓迫，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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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剩下的東西越來越少，甚至自我厭棄。及至在暗殺展開前，王佳芝在車

上主動挽著易默誠的手，可見，易默誠是她需要的真實的精神依靠，她只

想永遠成為麥太太。

暗殺失敗後，王佳芝茫然坐著人力車到被封鎖的街頭，鏡頭迅速重

返演愛國劇演出成功後，王佳芝獨自站在廣闊的舞台上，舉目無人的情

景。這時，鄺裕民大喊：「王佳芝—」王猛然回頭，一眾演劇的同學們

與鄺同站在劇場二樓，這呼喚賦予了王佳芝新的意志─為國效忠，這

種意志源於對鄺裕民的愛慕和演出後的狂熱快感，顯得極其薄弱和不穩

定。這種意味深長的呼喚再現在電影結束前，不僅是夢醒時份的表徵，與

第一次的身份相呼應，同時也呼醒了真正的王佳芝，使她終於可擺脫身

體附屬的政治關係，成為真正的自我。從缺失安全感的落難貴族，到港

後視鄺裕民為精神支柱，繼而迷糊地混淆愛國意識並以身體作為代價為

國報效，走上戲夢難分的不歸路。當她漸漸投入麥太太的角色，就更發

現現實中的愛國者並沒有為她帶來幸福和認同，一切濃重而宏大的使命

令她更明晰自身的需要─一個孤苦無依的女性、一個在動亂的大時代

中失去精神支柱的人的被愛需求。在易默成的愛憐中，她的恐懼感被驅

散，得到了人性中最簡單卻最為重要的被愛滿足。

李安也就是想藉著表現這種純粹的情感需求，最高限度地瓦解了民

族、國體、社會歷史對人性的約制。這種有力的瓦解並非如他者的評論所

謂的人性解放，即使最後以身體的毀減作為代價，她的自我意識卻得到

重生；在「色」與「戒」的交纏和消融，也是王佳芝自我和解的過程。

然而，電影《山楂樹之戀》中靜秋背棄身體感覺，固執地克制和禁閉

愛慾，是源於家庭、社會壓力以及自身對性的無知。

電影把小說裡老二長林對靜秋的愛慕，濃縮為兩個隱晦的鏡頭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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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想像，隨後戛然而止。一是二人初次見面時，長林羞澀低頭，匆匆而

去；二是大家圍坐吃飯互相認識，介紹到長林的名字時，他肅然起立回

應，長林的母親笑著補充這是長期在隊伍工作的後遺症。其後長林僅僅

作為老三的物資傳遞者出現，後來也再沒有他的戲份。電影裡被刻意符

號化的人物很多，如村長、長芳、靜秋的弟妹等，他們身上沒有負載複雜

的心理和情感展現，對白也是簡短明晰，甚至可以說是傳遞「純愛」符號

的象徵。

基本上，除了靜秋和老三外，只有靜秋母親的行動對劇情的矛盾衝

突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其餘人物的活動不過為男女主角的愛情穿針引

線，一切的焦點仍在兩人清純乾淨的面孔特寫上，筆者認為，這種鏡頭語

言背後，似乎可看到張藝謀有意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訴求，把一切時代

意識的歸還至私人情感的角落。「純愛」的「純」度本來可看作對人性原

始情感的詢喚，是自然真實，在上下翻覆的黑暗與光明的人性面的期許。

然而，張藝謀卻把這種「純」度放置於那個特殊年代，並以靜秋對性的無

知和周遭環境的打壓成為禁閉身體慾望的理由，「純愛」便直接成為意

識形態的產物，它與社會政治密不可分，二者只會相互滋潤、生長並深

化。因此，靜秋對身體慾望越加壓抑，對自身的原罪感越加強烈，所展現

的政治性則越明顯，這種以對於身體的禁錮表達「純愛」的「純」度的方

式，形成了權力全然掌控與思想混沌未開的悖論，恰巧違背了張藝謀原

初對「純愛」的表達意圖。

四		結語

兩齣影片均對宏大敘事與慾望之間作了詮釋，《色戒》中的王佳芝和

《山楂樹之戀》的靜秋均在政權掌控下背離自身的身體感覺，把慾望和

情感禁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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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芝身體與情感的決裂源於自我迷失的恐懼感和焦慮感，作為一

名演員，她徘徊於亂世激烈的爭鬥中愛國殉國的扮演者，以及背國賣國

的漢奸的情人之間，只想在虛無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作為一

個孤苦無依的女性，她發現政治把她的身體徹底工具化，終於，她選擇

背棄國體，通過自身和解使身體得到釋放，完成對情感回歸的自我指認。

「身體」與「國體」從抗爭到消融，二者徹底斷裂，李安把身體的自主性

交還予王易二人，王的毀減和易的感傷追憶，使政治意味大幅削弱，李

安也就是想籍著表現這種純粹的情感需求，最高限度地瓦解了民族、國

體、社會歷史對人性的約制。

相反，靜秋刻意禁制身體的慾望流放，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原罪感所

導致。她自認為家庭成份不好，擔心自己的任性會為家庭帶來禍害。張

藝謀有意聚焦於男女主角的愛情主線上，刪除小說裡多餘的枝節，企圖

以自然平實的方式，緩緩地還原七十年代的精神情感和民生風俗。可惜

的是，把這種「純」度放置於那個特殊年代，並以靜秋對性的無知和周遭

環境的打壓成為禁閉身體慾望的理由，「純愛」便直接成為意識形態的

產物，它與社會政治密不可分，權力政治與身體慾望形成角力，二者只會

相為牽制又互相深化，既不能削弱「文革」歷史的有害性，也無法有效把

「純愛」的內涵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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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評論時，正值寒假。每次從北京回澳，穿梭於兩座不同性格的城市，心裡

總百感交集。在強大的資本邏輯控制下，是非黑白，雅俗優劣，許多人文道德價

值的界綫亦漸漸模糊和弱化，學者們常常打著研究的旗號渾水摸魚，作家們與政

客們取得共識後也在商業秩序中謀財圖利，各取所需，成功的標籤似乎更能有力

地掩蓋背後一切的不擇手段。正如在機場的書店裡，成功人物的成功經歷總被放

在最顯眼易見的暢銷書架上，對於短時間逗留的人們而言，這些都是快速移情的

想像強化，而他們卻在這路途上疲於奔命，樂此不疲。我常常在想，我們生活的

時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作為一個不夠深刻的半吊子知識分子，我認為文學不光是批判社會的武器，它的

無功利性理應更勝於工具實用性。我仍深信總有那麼一些人，敢於離開、敢於遭

遇，並用畢生的時間和堅持，去成就作為人的應有的價值和尊嚴。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父母，他們沒有按照社會的標準要求我盡快進化為社會人，

相反，給予我足夠的力量和勇氣，去建立自己那片小小的、尚未成熟的思考天

地。

感謝我幾位室友和老朋友，在我困惑無力時，不論遠近，總給我最及時的支持和

關愛，是他們讓我明白到真誠的品質應該貫穿一生。感謝滋養我的兩座城市─

北京和澳門，感謝文學，讓我沉澱、成長，不斷尋找自己的可能性，讓我能相對

寬廣地看待、尊重和享受生命。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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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個閱讀《色．戒》與《山楂樹之戀》
的獨特視角，但太多時候將自己收藏於理論之
中，結果泛泛之談多過肺腑之言。好的評論把
作品看穿看透，也讓人把自己看穿看透，往往
如此。

倘若不是第一部分過分冗長的學術化語言，這
篇文章會更精彩。對於兩部電影的表象與實
質，都有著準確的把握，刺過了表層的幻象，
抵達了人性更本質的主題。我尤其喜歡作者對
於《山楂樹》的評價：「在極力渲染清純樸素
的同時，衍生而來的卻是一種經過過度過濾後
的貧乏」。

林沛理先生

許知遠先生

評審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