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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爸爸（王千源飾）為了挽留女兒，尋找了一群和自己一樣人到中年的
「傻子」一起步履闌珊地造夢，即造鋼琴。至於那架鋼琴，它是貨真價實
的「Steel made」而非傳統意義上常見的「Wood made」鋼琴。劇中人物曾

我們的精神和家園，誰來負責？──電影評論之
於《鋼的琴》鑄造的「不鏽鋼」時代

經提出了如下質疑：「鋼琴為啥不是鋼做的呢？」好問題。也許一開始命
名「鋼琴」的人就錯了。如果說是中文翻譯的偏差，我覺得就算稱呼它原

/ 周刺

本「洋氣」的名字「Piano」也未必能恰當地概括和描述這件實物的全部。

周婉京，筆名周刺，21歲，女。出生北京，現居香
港。目前於香港城市大學2013屆媒體藝術（電影
藝術方向）攻讀學士學位，副修韓文。喜好廣泛但
極熱衷於欣賞電影、寫作、繪畫和視覺藝術設計，
目前是自由攝影師和設計人。1994年起開始學習
中國畫繪畫；2008年曾以短片《我城市的體育》
獲中國 至 瑞 士 青少 年 奧 運 短 片比賽 中國區（北
京）第三名；2009進入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
院攻讀藝術文學士至今；2011年其攝影作品曾入
圍青年廣場 ──「全港瞬影攝影比賽」並出版成
冊。其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電影上面──
看電影，讀電影，做電影；餘下的空閒時間被其用
於旅 遊，曾交換至韓國、台灣和瑞典。2012年春
天，一個人帶上一個相機、一根筆遊歷了十多個歐
洲國家。

所以，《鋼的琴》就借用了類似這樣一個「Anti」的概念去同80年代
末期那個已經「倒下了」的大生產時光進行博弈，並且也緬懷了小人物們
已經逝去的夢想和激情。背景環境的設定十分巧妙地選擇了廢舊工廠：
工廠雖然被工人們建造出來且曾幫工人們賺取利益，如今卻不能被工人
們留下。情感與夢想，同工廠一樣，在物質生活的壓迫下，最終還是悄無
聲息地消弭在歲月裡，雖然悲情但沒有時間用來感傷。影片中，在舊工廠
的煙囪即將被炸毀時，曾經的車間工人們重返工廠，他們坐滿了整個山
坡。男人們抽著煙，女人靠在男人身旁，大家都注視著對面的兩個大煙
囪。沈默中，他們等待著「砰」一聲巨響的來臨，仿佛也等待著關於自己
出路的最終審判。
「還我家園！」：不只是一個口號
看 電影時也能不時體會出創作者心底積攢著的力量，這樣看來，
《鋼的琴》如實算「沉」，沉的有分量。觀眾在看它的時候，會覺察到故
事已被分化為多個敘事layer，而導演張猛也扮演著一個narrator的角

關於片名
《鋼的琴》是部怪片，觀衆從名字就能嗅出它的「怪」味。我們這些
熟悉了「鋼琴」這一名詞的城市人，乍一看片名，不太能理解導演無故拆

「反饋者」就是張猛本人吧。試想：在電影菲林高速旋轉著的某一剎那，
張猛正要喊出一個口號，那將會是甚麼呢？也許是，「還我家園！」

分這個漂亮術語的做法。但是總有些疑惑，要在看完一遍電影後才能明

如果說《鋼的琴》不是把人物看作故事的重點，而是將整個廢舊工

白，好的電影更要仔細多看兩遍。因為好的電影能讓觀衆每一次觀看時

廠和壓抑、冷酷的城市推到「主角」的位置上，也是講得通的合理說法。

產生不同的理解，恰似意外收獲了甚麽，從而倍感歡欣鼓舞。總結一下

因為人的發展自始至終都離不開環境，人不斷改造著地球，反之，地球

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鋼的琴》是一部好電影。

也約束著人類的行為。用Google地圖來一探自己的方位，快速點擊鼠標

本片沒有甚麽太複雜的情節，可以說是個老少皆宜的電影。片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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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陳桂林時常在劇中做傻事時總會得到畫外的一些信息反饋，想必那

右鍵幾下，你能從一整個鳥瞰中的地球外圍一下子深入到一個地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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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街道甚至你自己家中的廁所。儘管Google地圖十分厲害但它又是不可

個零部件和每一條鋼鐵，即便工廠倒閉人心也不會散。所以表面上要被

全信的，因為今日的這裡，明天也可能在地球上消失不見了。換句話說，

炸毀的是兩個煙囪，倒下去的卻是每個工人長久以來的精神寄託。「保

空間的穩定和準確性只對於某短特定的時間有意義。片中的工廠的舊址

衛家園」向來難做，正如陳桂林對老工程師的諫言──「要想保住煙囪，

被拆除了，幾十年後這裡必定是另一番景色。不知名的房地產商會把這

得讓其他人看到這不光光是兩根煙囪，更是兩塊金條！」恰恰悲哀的是，

片土地收購，砍掉樹木，填埋水渠，然後建成巨型的「怪物」。他們將「怪

房地產商在巨大利益的驅使下不會為這「兩塊金條」而放棄一整座的金

物」身上一個個牢獄似的「小窟窿」高價賣給無家可歸的貧窮的老百姓。

山，更何況煙囪終歸是煙囪，仍憑人們如何包裝也變不作「金條」。

此外，開發商還帶來了房價飆升，這困擾著每個大中型城市的問題。紐
約、香港、北京、上海的房市都面臨一樣的考驗，不同的只是炒樓的人數
錢時操著不同的語言。
另一方面，住在高百尺的「危樓」裡，人們真心幸福嗎？
我就不幸福。
我記得我小時候住在外婆家的老式蘇聯筒子樓裡，那棟樓只有三
層，總共六戶人家，卻家家都彼此熟識。我樓上住的是大我一歲的董周，
他總是把我惹哭，但是我一哭全樓的人就都聽到了，接著不一會兒董周
爺爺就生氣地將董周拎走了。樓下住著王思浩家，我們是小學同學但卻
從沒說過話。一次王思浩把腿摔傷了，我鼓足勇氣問他需不需要幫助卻
被他冷漠地拒絕了，事後我從外公那裡了解到原來王思浩的父母在前不
久離婚了。我們家門口有顆大槐樹，小朋友的話要來上7、8個才能勉強
環抱住樹的腰身。據說這顆老槐是辛亥革命那陣子種下的，有近百歲的

人不斷改變著地表的形態，卻很少為自然的改變進行反思。也許工
廠在建成之前曾是水鳥棲息的天然沼澤，不然就是另一些原住民的村
落，也可能是蓋著和我外婆家同樣的老樓⋯⋯離開自己的家園，想必是
動物也會「老淚縱橫」吧，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麽我們一路尋根卻尋覓不
到，鑽了再多的錢卻仍感到人在漂泊。本片對於人和環境的反思是深刻
而含蓄的，它沒有賈樟柯《三峽好人》裡三峽在淹沒前凌亂的殘景，不像
陸川《可可西里》中沙漠鋪滿藏羚羊的被屠殺後的骸骨，張猛只是炸了
兩顆煙囪，模擬了一段歲月快要被忘記和終將被銘記的幾個時刻。
「還我家園」在「保衛家園」失敗之後顯得倍加艱辛。今時今日，有
些勇敢的人仍駐守著自己的家園，正如香港馬屎埔菜園村不肯搬遷的村
民們和北京四合院裡拆不動的老「釘子戶」們。他們是肩膀不算厚實但具
有強大力量的革命者。他們告訴我們，「還我家園」是一定要扯開嗓子吼
出來的，它不只是句好聽、簡單的口號。

年齡了。長大後的某一天，我去探望外婆，她告訴我要搬家了因為這住了

影片中蘇聯老歌和八十年代流行音樂作為背景音樂貫穿始終，也契

一輩子的老房子面臨拆遷。再之後，這個房子就真的消失了。我站在高處

合了導演張猛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在沈陽漂泊流浪的那段青蔥歲月

向遠望去，似曾相識的老地方已經被裹著綠色紗布的鋼筋水泥模型取代

的感懷，好在難熬的每一天都有這些歌的陪伴。所以，《跟往事乾杯》、

了，那上面有工人正在施工，他們身邊還有塊碩大的廣告板，上邊赫然寫

《張三的歌》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經歷過80年代的人兒們都能哼

著「售樓處熱線」。一夜之間，我覺得通向童年世界的路被徹底阻斷了。

上幾句，直到至今他們也還都樂意哼唱。這也解釋了為何在片中出現了

我回不去家門口的老槐樹去和外婆一起抓知了猴了（即金蟬），也再也沒

老夥計們酒後在卡車上一起陶醉地大合唱《心戀》的一幕。結尾處風情

見過董周和王思浩了。不覺感到自己已失去一件很珍貴的東西，也形容

萬種的西班牙鬥牛舞的展示，雖然有點誇張卻也飽含著向老一輩人致敬

不出我的失落，而家園對於人正是「根」和亙古不變的心靈坐標阿！

的態度。再仔細一想，在那個最「紅色」的年代，中國的歌和舞就是這副

再回到影片《鋼的琴》，工廠是工人們的家，他們熟悉車間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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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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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精神」
內地迅猛的經濟騰飛只是華麗的袍子，大部分人沒看見上面的蝨
子。八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大陸，隨著計劃經濟的解體，大部分的國有工
廠、食品加工廠和手工工廠以及紡織車間都關閉或經歷了大範圍的裁
員。在我看來，最大的變革並非在於淘汰了老舊的機器和生產模式，而是
間接導致了藍領工人們原本無憂的「小康」生活的破滅。那時候，一個家
庭主婦最大的恐懼就是見到丈夫回家後哭喪著臉說「我下崗了」。

理性與激情：文化及藝術評論組得獎作品

忐忑又興奮。我原本料想的結局是他們折騰了半天卻造出了個「啞了」的
鋼琴（畢竟現實更多時候是比夢想無奈的）。導演張猛卻提供了一個似
乎更完滿的結局：當用鋼銲鑄成的鋼琴從天而降，女兒的手指觸碰到黑
白琴鍵的那一刻，琴的聲音的確響起了，雖然還夾帶著琴內部機械轉動
的稀碎雜音，但卻並不會讓人覺察到鋼材料的冰冷陌生。
更進一步講，從作品立意和社會思考的角度來評價，本片也是一個
有著真實感染力和完整人格的電影。

其實，本片看似烏托邦的環境塑造實則是導演張猛根據他父親所述

「藝術」在那個被中央政府下令「三年搞活國有企業」和「趕超美

的一幫失業工人造鋼琴的真實故事改編的。片中的主人公們可以說各自

國工業生產總值」的時代，是不被關注的，更何談要人們給予理解和支

身懷技藝，卻在離開工廠後從事著各類社會最低層的工作。例如，王千

持。至今，在內地，藝術家們包括電影工作者的內心情感和真實想法也不

源飾演的陳桂林和秦海璐飾演的師奶級歌手搭夥組了個小樂團，負責各

能完全被政府接納。有的時候藝術家不知道自己錯在何處就被請去「喝

種「文藝活動」但事實上只有紅白喜事才會找他們出場。雖然陳桂林在

茶」，更有些人的作品被禁錮、被刪減。好的文化產品不得不在主流文化

下崗後一心想要攢點小錢和女兒好好生活，卻猛然發現自己別無所長，

的「淫威」下，被迫貼上了「獨立」、「地下」和「小眾」的標簽，在政治的縫

只有手風琴拉得還算可以。他自身又是一個有點傻氣有點執拗的人，所

隙裡求生存。一個病態的社會，小部分沒病的人被無數有病的人團團圍

以就算賠錢，他也要將這樂團撐下去，正如導演張猛自己貼錢也要堅持

住。在「某某大業」和「某某偉業」成為主流電影的眼下，張猛不「猛」也

拍攝一樣。

就造不出《鋼的琴》。

陳桂林有點「二」，因為他整出那麽多事的目的只是簡單的一個：給

這樣一個有關工人失業、文藝工作者失意的比較沉重的主題，張猛

女兒一架鋼琴。當陳桂林的妻子再婚後回來和他爭搶女兒的撫養權時，

卻以幽默（有時甚至誇張）的人物語言和劇情安排將其巧妙、風趣又不

當他女兒說了一句「誰給我買鋼琴我就跟誰！」之後，陳桂林下定決心要

失精準地呈現出來。它讓不幸的人看了就高興起來，讓交了好運的人看

實施一系列富有激情和想像力的行動。他重新召集了舊工友們（乘員包

了會覺得心安理得。對比相似題材下的同類型作品，賈樟柯的《二十四城

括：師奶歌手、剛出獄的小偷、黑社會的小頭目、打麻將還耍賴的賭徒、

記》
（表達工人階級的同情），顧長衛的《立春》
（表現藝術工作者在中國

殺豬專業戶、退休老工程師，怕老婆的二姐夫），他們合夥去借、去偷甚

難以生存），《鋼的琴》又略勝在自身十分優秀的獨特的取悅觀眾的能力

至去買一架鋼琴但最後都無果而終，無奈之下一干人等決定造琴。事實

上。電影院裡坐不滿的觀衆席卻能不時發出滿滿的笑聲，說明《鋼的琴》

上，陳桂林的這幫老夥計沒有一個人做過鋼琴，他們中最有經驗的也只

很得人心，它不那麼「文藝」卻剛好迎合了內地觀眾青睞喜劇片的口味。

是在工廠車間裡煉過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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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年輕的觀眾在笑笑之餘也能想起老一輩人生活的艱苦，經歷

另一方面，鋼琴畢竟是世界最偉大的一項發明之一，不是任何人都

了艱辛的原下崗工人們閱後也紛紛覺得這部片子足以當作他們工人時代

能輕易造得出的。所以他們造琴的難度大到難以預料。而觀看他們「造

的安魂曲。本片給了每個觀衆啓示：無論你是誰，無論你經歷過怎樣的生

琴」的全過程，就像孩童時代觀察蠶蛹化蝶一樣，作為觀衆的我感到既

活，都要樂觀地走好今天之後的每一步路。至此，我覺得要不斷有《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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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這樣既有獨立精神又不算晦澀難懂的好片，中國觀眾對文藝片的欣

是當局者心中可怕的文化毒藥，是一定要禁止的，以至連一張相關的盜

賞能力才有能得以提升。

版碟也不會在市面上出現。

「理解」何時得以「萬歲」
最後，我想說一下圍繞著「一部好電影會不會在票房上血本無歸」這
個質疑的一些思考。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在中國大陸，至少在短期內
還是很有「會的」可能。

太多政治因素的參與封殺了藝術家將自由思想的作品展示給大眾
的機會，在另一方面亦加劇了內地觀眾對文藝片的認知空白。我個人認
為，臺灣電影市場對於 Art House Films 的發展體制在亞洲相對比較成
熟，是值得大陸電影體制來學習借鑒的。臺灣地方政府的支持、臺灣電
影產業化後對日本和法國電影的引進以及臺灣電影人獨立發展的工作坊

近些年上映在國內各大院線的電影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其特質，即

和製作公司（例如侯孝賢和楊德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繼成立了自

「大片」。好萊塢電影中震撼的視覺感受、宏大的場面、扣人心弦的特技

己的電影製作公司），給了臺灣電影Second Wave 以可能，是故世界才得

和武打動作和演員全明星化的陣容，讓越來越多的中國觀衆意識到原來

以機會見到李安和蔡明亮這樣有才華的電影人。

電影可以這麼好看。從而使大部分的老百姓認為只有「大片」才值得他們
步入戲院去欣賞。反之，倘若是像《鋼的琴》這樣小成本或無大牌明星的
電影，就算口碑不錯，他們也不覺得有一定要做出票房貢獻的必要。
其次，電影公司為了營利，不顧電影的藝術價值所在，製作爛片的例
子屢見不鮮。2011年的《戰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偽大片」，成本不

說了這麼多，我依舊對中國電影的革命之路有信心。好的電影和好
的想法，無人理睬也依舊是好的，無論多久多遠之後仍能給觀眾帶來感
動。在 將來的某個時刻，當中國的電影體制帶 給好電影更多機會的時
候，我相信，中國觀眾會在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文化氛圍中對當年不理
解的好電影做出全新的審視。

過幾百萬卻對外宣傳過億，劇情狗血到無法讓人接受。就是如此之低劣
的片子竟然單靠前期宣傳的猛勢和大牌明星的加盟，在上映的第一周也
取得了幾千萬的票房成績。網上評價其為「中國電影的未來就靠你吹了，

得獎感言

加油吧」，可見其本質乃十分沒有「營養」的作品。投資商追求「大片」的
高額利潤，觀眾被培養成只消費「大片」，院線手中把持著大量要上映的
「大片」，試問：這樣浮躁的中國電影市場還會留多少淨土給文藝電影？
再加上盜版、在線觀看和山寨出品的打擊，讓堅持做自己作品的導演們
也無力去拍攝。沒有市場，他們拿甚麼去說服製片商和院線去給錢拍攝
乃至播放他們的作品？
期待著大陸的藝術類電影改革一直是衆多大陸地下電影工作者的
夢，王小帥、賈樟柯和張猛都曾經吃過中國嚴厲的電影審核制度的「虧」，
有的好片被刪減到七零八落，最後甚至禁播。另外，在內地你永遠找不到
貝托魯奇《巴黎最後的探戈》或大島渚《感官世界》這類電影，因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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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得知自己的「不鏽鋼」一文獲得了2012城市文學創作獎文化與藝術評論組
的季軍時，我先是一「驚」，之後才開始「狂喜」。其中最讓我欣喜的地方是我恍
然意識到原來我的想法是有人認可的，特別是能得到林沛理、張小虹和陳子善
老師這樣的文藝評論界泰斗和城市文學組委會的認同與欣賞。
在我創作「不鏽鋼」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懷抱著要去為了創作而創作的心態，寫
這篇習作，其實是我一直以來心聲的一次暢快「吐露」。正如我在文中也主要檢
視中國電影尤其是內地電影有一些不錯的作品但總是收不到其應得的好的結果
（票房成績）這一怪事。我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諸多，但最重要的一個是政
治作用下的普通百姓們被灌輸和被強制養成的不健全的藝術價值和審美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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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田萌生的綠意

第五章

理性與激情：文化及藝術評論組得獎作品

所以我一邊寫著就無法停筆，越來越多的思想和回憶，最後將我原本計劃的一
小篇文章變成了三個部分（笑）。說到這篇文章和「嚮往自然」的聯繫，我將作
家王小波提出的「精神」和「家園」兩個概念，轉為基於我個人理解下的討論方
向，更是我總張猛《鋼的琴》電影中的體悟。對於我而言，任何建築都是在原始
自然土地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但隨著時間的沉澱我們發現這些地標也都飽
含我們的記憶，所以我們稱他們為「家園」。如果假設哪一天它們被移為平地或
強制拆除了，我們無法接受，因為它們已成為我們生活的部分，這正是我對「自
然」的理解——保衛和呵護心中的美好。

整體而言，此中英 夾雜的評論文字直接生 動，在 影像的時 代脈 絡與 美學政 治
上掌握精準，但在電影的劇情內容與角色人物出場介紹上顯得凌亂，對導演張
猛的創作脈絡亦有待開展。而此篇評論較為獨特之處，是嘗試在評論中帶入書
寫者本身的成長經驗（外婆家老式蘇聯筒子樓的兒時記憶），夾「議」∕「憶」夾
敘，並從「保衛家園」的主題，延伸到香港與中國「釘子戶」的當代爭議，具政治
反思的力道。惟整體結構稍顯隨意零散，尤其結尾處帶到政治、市場與藝術創
作的僵局，提出「一部好電影會不會在票房上血本無歸」的大哉問，略顯論述焦
點的偏離。

最後我要感謝一些為了這塊「不鏽鋼」的成就而做出貢獻的人們：我的媽媽，創
意媒體學院我的老師們和熱血革命著的我的同學們，是他們給了我寫下去的勇
氣；此外，我還要感謝香港馬屎埔菜園村的菜農和居民們，以及我採訪過的北
京後海胡同的「釘子戶」（老街坊）們，他們是我書寫的對象，他們的真實給了
我心靈的震撼和創作的動力；最後我要再次感謝2012城市文學節、香港城市大
學、主辦單位及各界人士對我的鼓勵和支持，以及對文學與藝術評論這項寫作
題材的推廣，你們的存在正如不鏽鋼的金屬材料一樣，堅實又牢固。我希望我
能將更多真實的心靈的聲音帶給香港社會，讓更多人了解真實，我本人也會以
此為目標不斷努力的。謝謝大家！

陳子善教授：
文章討論內地電影《鋼的琴》，作為影評，文章是頗有特色的。從片中人物質疑
「鋼琴為啥不是鋼做得的呢」到工人們沉默地等待工廠煙囱被炸毀到工人失業
後如何製造鋼琴尋找新的出路，文章都作了較好的分析，尤其對電影通過工人
失業，文藝工作者失意這個沉重主題，所揭示的內地經濟改革存在的問題，文
章的概括和提升也是恰切的。文章認為需要不斷有《鋼的琴》這樣既有獨立精
神又不算晦澀難懂的好片，耐人尋味。
林沛理先生：
此文的最大優點是把它評論的電影看得很仔細，可以稱得上是一次文本的細讀
（close reading）。問題是讀得仔細不等於讀得深刻，文章還是欠缺了洞察力。

評 審 意見

張小虹教授：
此篇評論嘗試從中國導演張猛的電影《鋼的琴》切入，直指該片乃以anti的概念
去反思大生產時代工人情感與夢想的破滅，表面上是一則父親為女兒造鋼琴的
通俗劇目，而實際上則是以「還我家園」為中心思想，在大生產時代工廠作為
工人們集體的家與當代冷酷城市中疏離漂泊的個人之間，成功形塑出今昔的強
烈對比。
該文在電影所呈現的時代脈絡上，掌握精準，成功帶出八○年代末期中國大陸
計畫經濟與國有工廠解體的時代氛圍，也順利將《鋼的琴》置放於當代其他中
國導演的創作脈絡中比較與定位。而該文亦對影像的美學∕政治深有體悟，點
出該片在蘇聯老歌、八○年代流行音樂與紅色年代歌舞展演的幽默挪用，惟對
影像語言所涉及的攝影機運動、場景調度或互文致敬等，較少進一步觸及。

210

criticism

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