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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5活着 6 :一种超越历史的影像震撼

潘天强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余华的小说 5活着 6,将人生的苦难通过文字的叙述穿透了人们心灵,得到中国乃至

世界读者的交口称道, 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 成为新时期文学经典。张艺谋根据小说改编的

电影5活着6, 将小说的苦难消解为苦涩的幽默, 通过影像的表述,将死亡讲述成特定时期普罗

大众的常态, 寄托着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渴望。这部电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巍峨的银幕丰

碑,也是张艺谋迄今为止无法自我超越的一座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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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以来,中国电影走过了辉煌也经历

了疯狂, 30年的雕刻时光, 写就了一段从文化

废墟到走向世界影坛的影像历史。回过头来梳

理这一段令人激动的光影画轴, 我们又会感到

有稍稍的疑惑,因为我们好像很难脱口而出哪

一部电影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个辉煌时代的历史

见证和精神象征。也许这个多元社会已经不需

要这一类指代性的精神标志, 但是作为一种读

图时代的历史见证, 有总比没有强。比如在德

国, 1959年德国作家君特 #格拉斯创作了小说

5铁皮鼓 6, 1979年西德电影导演施隆多夫把它

改编成电影并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999

年君特 #格拉斯又因为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就这样以不同的艺

术表达相互把对方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造

就了德国二战以后文化的另一种辉煌。

无论多么疑惑,有一点勿容置疑,在新时期

众多的老中青导演中,被称作第五代领军人物

的张艺谋无疑是这一个时期中国电影的一个象

征和时代的影像符号。就文化层面来看, 张艺

谋的电影理念和他的作品将成为 1978年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精神领域无法替代的文化精品,

是通过活动影像向世界昭示中国人精神变迁的

窗口。

张艺谋是以摄影师的身份首次展示第五代

不同凡响的电影观,以极其鲜明的色彩感拍出

了陈凯歌导演的 5黄土地 6 ( 1984)并获得金鸡

奖最佳摄影奖;他又在吴天明导演的 5老井6中

( 1987)以男主角的身份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

主角;接着又以导演的身份创作了电影 5红高

粱6 ( 1987)这部具有标志意义的成名作, 获得

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其后张艺谋的影片不断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完全有别于传统中国电影的

表达方式震惊世界影坛。他在 5菊豆 6 ( 1990)、

5大红灯笼高高挂 6 ( 1991)、5秋菊打官司 6

( 1992)、5有话好好说 6 ( 1994)、5一个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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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6 ( 1998)、5我的父亲母亲 6 ( 1999)等电影中

将电影的语言和文学的叙事结合,将中国新时

期社会的变革和震撼通过影像展现在世界面

前,让国际影坛为之动容。进入到 21世纪以

后,张艺谋又以 5英雄 6 ( 2002 )、5十面埋伏 6

( 2004)、5满城尽带黄金甲6 ( 2006)等几部古装

大片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新高,同时又遭到

舆论界的诟病。总之,张艺谋的每一部作品,无

论是好是坏,必然会引发国人的争议,或赞许或

批评。然而在张艺谋所有作品中, 有一部从未

在中国国内公开上映,却获得了被认为是世界

艺术电影最高殿堂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

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的影片, 这就是根据余华同

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5活着6 ( 1994)。浏览张艺

谋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一部可

以代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不朽之作, 也是新时

期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张艺谋的巅峰之作。

一、小说5活着6:关于死亡的叙述活了下来

余华作为新时期先锋派作家, 他的作品以

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

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

一个又一个奇异、诡秘、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

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及文本真实。1992

年创作的小说 5活着 6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

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

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 仍能给读者

剧力万钧的感觉。 5活着 6, 名为活着, 却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死亡故事。因为这些偶然又偶然

的死亡事件,才使得主人公福贵 /活着0的体验

格外的深刻。主人公福贵年少时家里是地主,

他整日无所事事而染上了嫖赌的恶习, 后来因

输光家产而导致了父亲的猝死。贫困交加的福

贵为了卧病在床的老母去城里请郎中, 又被抓

了壮丁,一去就是两年。历经淮海战役的大规

模战争后回到了家乡, 母亲已经撒手西去。女

儿凤霞由于小时发烧得不到治疗而失去说话的

能力。福祸相依, 因赌而发财的龙二在新社会

土改的时候因为地主的成分被新政府枪毙。而

福贵却因输掉家产被划为平民, 从而在新社会

过着平静的日子,儿女成人,幸福在即。谁知儿

子有庆被叫去给正在生孩子的县长太太输血,

抽血过多而死去。不料这位县长就是福贵在战

场上同生共死的患难朋友 ) ) ) 春生。妻子家珍
又患软骨症,景况一日不如一日, 在最终得知儿

子有庆死亡的消息后亦撒手西归。 /文革 0中,

福贵的难友 ) ) ) 县长春生受迫害自杀。福贵与

逐渐成人的哑女凤霞相依为命。经人介绍, 凤

霞与城里的扁头搬运工万二喜结婚。不料凤霞

在生儿子苦根的时候难产, 产后大出血而死。

悲痛中的女婿万二喜精神恍惚, 在一次工地事

故中丧生。万般无奈之际, 福贵将苦根从城里

接回乡下,一老一少相依为命。但好景不长,苦

根发烧头晕,福贵给他煮了一锅豆子, 不料苦根

竟活活给胀死了,小小年纪便离开外祖父撒手

西游。一个人的命运,几代人的辛酸, 都是让人

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凄惨故事。父亲、母亲、

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以及赌友龙二、难

友春生都在福贵的人生经历中相继逝去,只留

下老人福贵和一条也叫福贵的老牛。而福贵的

/活着0, 似乎就是要承受这一系列死亡的打

击, 作为这一系列死亡的见证人和送终者,最终

还是这一系列死亡的叙述者。

5活着6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凄凉悲切

的小说。这种隐痛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

造成的, 而作品的叙述却显得异常平静。余华

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

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所有的情绪

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

阅读。小说5活着 6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

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人生若梦,

偶然的东西太多,宿命的因由也不少, 一家人各

自似乎无意间就离开了人世,苍茫大地却没有

这些如同草芥蝼蚁般小人物生存的空间和机

会。小说以一个去乡间采访的记者的第一人称

叙事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 /我 0站在耕田的
两个 /福贵0面前, 无话可说, 只能呆立在树荫

下, 忽然觉得天地间一切都毫无意义。实际上,

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人活着

本身除了活着以外, 并无任何意义。如果一定

要赋予意义的话, 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小说

5活着6的思索和内涵可能恰恰源于这里。

余华的小说5活着 6和 5许三观卖血记 6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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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选数十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 5九十

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6。其作品被翻译成

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

文、韩文和日文等 20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作

品以叙述的冷静、文字的轻盈、内涵的深沉成为

新时期文学的精品。

二、电影5活着6:从死亡中找到活着的意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将人生的大悲大喜

搬上舞台,从天也不忍的 5窦娥冤 6到鬼也哭泣

的 5杨乃武与小白菜 6,那些老百姓中最忠实的

观众 ) ) ) 带着一大块擦泪水的手帕去看戏的老

大妈们在剧场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后又回到悲喜

交加的现实生活之中。余华的这种近乎冰冷的

叙述其实本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叙述风格,

中国人并没有把泪水咽到肚子里的性格。

张艺谋将余华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可以说是

将叙事的风格整整提升了一个高度。对比原

著,电影版的悲剧意味平淡了很多,灰色幽默的

意味更浓。首先,电影将死亡数量降低了,电影

的叙述中, 妻子家珍没有死, 女婿万二喜没有

死,尤其是将外孙苦根留了下来,给了观众一线

希望, 中国人最怕断子绝孙。虽然电影降低了

死亡的数量,却提升了死亡的质量,每一次的死

亡都让人感叹和记忆深刻。

1. 福贵爹之死:祖产被输掉以后,福贵爹高

举着拐杖要打逆子,在周围人的阻拦下,这拐杖

最终没有落下来, 但老头子却仰面倒了下去, 再

也起不来了。可谓死得干净利落,曾经也许很强

大,但终究会倒下,这是自然规律。

2. 龙二之死:在这场赌局里, 得与失之间龙

二是大赢家,但生与死之时福贵却笑在最后。听

到枪毙龙二的五声枪响,福贵瘫在电线杆上尿了

裤子,与其说是恐惧, 不如说是赢得了生命的

激动。

3. 老全之死: 淮海战场上的战友老全也算

身经百战的老兵了,什么场面没见过? 但在战争

即将结束的一个平静的早晨,一颗流弹悄悄地到

来,他也便悄悄地去了,连吭都没吭一声。生命

的脆弱,个体的渺小,在这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

4. 有庆之死:电影里的有庆不只是个可爱

的小男孩,他是福贵两口子的希望,也可以看作

是所有普通的善良人的希望。但他还是死了,

而且是毫无征兆的意外:因为大炼钢铁太累了,

有庆躲在墙角睡觉,车技不佳的县长春生倒车

时不小心把墙撞倒了,有庆被埋了进去。电影

毫不留情地将这么多巧合聚集在一起,将人的

美好希望在瞬间毁灭, 让人真切地感受了生活

残酷的一面。

5. 凤霞之死最让人震撼:凤霞本来不会死。

但医院的医生被关进了牛棚,而接生的医生其实

是些不懂医术的革命小青年;被女婿万二喜特意

以批判的名义从牛棚拉来保驾的医生好几天没

有东西吃,太饿了,二喜给他买了几个大白馒头

吃,医生狼吞虎咽吃馒头时噎着了, 喝了几大口

水后又撑得要死不能动弹;结果凤霞在里面大出

血生命垂危,而唯一能救凤霞命的医生在外边被

馒头撑得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凤霞终于死了,一

个本不该死的人却在荒诞中死去。

6. 春生之死:当年的生死战友和后来不小

心撞死儿子有庆的春生到底死没死没有交待,

但在饱受造反派批判和凌辱的春生来向福贵夫

妇告别时,是有赴死的念头的。家珍对着他的

背影喊 /你还欠我们一条人命, 你要好好活

着0,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种眼神像是将死的人

对尘世的最后一瞥,又像是对生的留恋。所以,

春生到底有没有死不重要, 重要的是电影在这

里提出的问题: 活着, 还是去死? 解脱, 或者继

续背负着债。

稍微有过中国社会这一段历史经历的人在

感受电影 5活着6中那几个典型的死亡片断之

后, 会不寒而栗又会感到无比的庆幸, 因为这些

死亡在当时只是无数死亡中的代表, 如今活下

来的人应该十分高兴,无论是冤死、苦死、被打

死还是该死和不该死, 反正没有死就是伟大的

胜利。如今生命的价值已经翻了好几番, 尊重

生命就是不能忘记死亡,壮烈的死亡不能忘记,

卑微的死亡也不能忘记。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普

通的卑微者,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主流, 无论活着

还是死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但都是死

亡。轰轰烈烈让人缅怀, 平平淡淡也会让人震

撼。从中国人的艺术欣赏角度看, 那些中国戏

曲的忠实观众更愿意看那些卑微者的死亡,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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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窦娥 0,比如 /小白菜 0, 因为他们更贴近老

百姓。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那太不容易了。

三、电影5活着6:人生就是皮影戏

将一部对叙述的叙述的小说改编成电影,

可以看出张艺谋在视觉造型上的功力。在小说

中作为第一人称的 /我 0叙述了他在乡间采风

时遇到的老年福贵叙述自己一生所遇到的死亡

经历。描述的口吻平淡而讲述的故事却让人不

寒而栗。张艺谋一反他从 5红高粱 6以来摒弃

叙事以视觉造型冲击中国传统电影规范的导演

手法, 重新回到以叙事为核心的导演思路上,他

把在小说中并不清晰的历史线索分成了 40年

代、50年代和 60年代,直至 70年代结束, 使观

众在时间坐标上有了清楚的参照点, 故事的展

开显得合情合理。然而影片并不想将小说惨淡

的叙述搬上银幕, 而是在造型上下了极大的功

夫,使这部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历史穿透力有

了极大的提升。

这部影片时间跨度有 30多年,而且是激烈

动荡的 30年。银幕造型从 40年代的小赌场、

国共对峙的大战场,到 50年代的祖国山河一片

红,再到 60年代末的浩劫结束, 无论是小到一

盏茶杯、一本赌账,还是大到战场上的军车、大

炮,都给观众留下了很真实可信的印象,从这印

象中很自然地衍生出来了一种很切合电影主题

的沧桑感,一种有些悲伤、有些凄楚, 还有些怀

旧的沧桑感。这种沧桑的感觉很微妙地、不易

觉察地萦绕在 2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中, 很好

地烘托了影片的氛围。

影片对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了改动,将

南方农村改到了张艺谋熟悉的北方小镇。在银

幕造型上最精彩之处就是将小说中并没有的中

国北方民间的皮影戏作为贯穿全片的视觉元

素。这一元素的运用既可以将中国民间文化的

声光色充分展现出来,又蕴含着人生如戏、戏如

人生的深刻内涵。5活着 6尽管充斥死亡, 而张

艺谋在电影中塑造出的气氛却不是那么沉重。

皮影戏本身也是影戏,戏本身就不是真的了,影

戏又给这不真实增加了一份虚幻,而皮影出现

在电影影幕上就更是幻上加幻。平面皮影在孤

灯幻影下演绎人生的故事,把人生如戏、人生如

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

说, 人生就已是一场梦幻,而对大起大落、丧子

丧女的福贵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恶梦。皮影戏

还是偶戏。偶戏能更好地象征人如同玩偶这一

譬喻, 皮影戏中的皮偶受人操纵和电影中福贵

受命运操纵交相互映, 把宿命论在电影中推到

了极致。

皮影戏在影片中成了主人公福贵赖以生存

的依靠, 从开始在赌场一展唱技, 到落魄后以卖

唱为生, 再到后来在大炼钢铁时鼓动士气,直到

/文革0时道具被烧毁, 那些在艺人手中的皮影

和操纵它的艺人一样历经风雨, 命运多舛。在

情节发展的好几个关键场景中, 皮影戏的视觉

冲击力起到了震撼作用。在流浪卖唱的路上,

国民党士兵的刺刀挑破皮影幕布, 皮影戏班成

了国民党的挑夫;被解放军解救以后, 戏班用军

用卡车的大灯作光源, 为解放军战士表演皮影

戏, 为此福贵还得到了一张支援解放战争的证

明, 成了救命符;大炼钢铁时儿子有庆搞恶作剧

在福贵的面条中加了许多辣椒, 辣得不行的福

贵将辣汤喷在皮影的屏幕上,显出有庆的可爱

与顽皮, 但是一转眼有庆便被墙砖砸死,大悲大

喜转瞬即逝。演艺皮影时福贵大声吼唱的浓厚

苍凉的秦腔和从头至尾作为主旋律的胡琴演

奏, 低婉激昂, 荡气回肠, 将这部演绎人生苦难

的草民史诗推上一个美的高峰。

四、电影5活着6: 幽默并不一定是黑色的

这部电影在表达上用幽默稀释悲情是大手

笔, 但凡大悲大喜固然可以催人泪下, 滋养情

仇, 但是作为生活在阙里人家的普罗大众,他们

为了生存,往往要用幽默来掩饰爱恨情仇,或者

用幽默来消解一个接着一个的悲剧和死亡。但

这种幽默过后给人的却是穿透时空的无奈和隐

忍。这里的幽默,既不是黑色的反讽, 也不是白

色的噱头, 而是蝼蚁在挣扎中的无奈和自虐。

看看下面几段情景,笑声之余,我们只有庆幸和

感恩。

1. 烈日当头,龙二给毙了。阵阵呐喊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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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打倒地主恶霸! 毛主席万岁! 0此时的福

贵在一棵老榆树下被清脆的枪声吓得尿湿了裤

子。我们笑了,笑得肚子疼了。再瞧瞧那场面,

试想一下当时的氛围,其实非常可怕。

/毙了、毙了, 五枪打得死死的, 那肯定是

活不了了, 要是不输给龙二, 这五枪打的就是

我。0吓尿了裤子的福贵急忙跑回家对老婆家
珍说。

/咱家定的是什么成分? 地主? 不会吧,

地主早输给龙二了! 0
2. 福贵家破以后,找龙二借钱。龙二表示

以后自己也绝不再赌了,不能走福贵的老路。

福贵说: /不赌了, 不赌了。我儿子就叫

不赌。0
龙二一脸尴尬说: /骂我! 0

3. 大跃进时期, 镇长来福贵家收铁锅, 有

庆把福贵的皮影箱子拖出来说那里还有铁,镇

长要收走。福贵不舍,家珍提议让福贵唱皮影

戏给大家鼓劲儿,福贵立刻接上口,很严肃认真

地说: /就是就是, 解放军听了我唱的大戏, 一

天攻下两个山头儿,两天攻四个。0
4. /文革0时期, 镇长给凤霞介绍对象,说

男同志腿不灵便。

家珍: /那他瘸得厉害不厉害? 0

镇长摇头,一脸严肃: /不厉害,不厉害,急

了还能跑! 0

5. 在凤霞的坟头,福贵为了凤霞的死责怪

自己: /忘了叫王大夫少吃几个馒头了, 一定能

把咱家凤霞救活的,他是教授啊。0

/要不, 就不叫他喝水, 听人家说,喝水,一

个馒头就变成七个,七七就四十九个啊。0

家珍问: /现在王大夫还只吃米饭不吃馒

头吗? 0
二喜: /不光不吃馒头,是面就不吃! 0

电影的幽默不仅在于情节设计的张弛有

致, 其中更归功葛优的精彩表演。作为福贵这

个贯穿全片始终的核心人物,从一开始的阔少

的张狂到后来破落子弟的潦倒, 随军途中的忐

忑和回到家乡的侥幸, 连续失去亲人后的撕心

裂肺的焦灼和苟且偷生后小人物的暗喜,一直

到饱经沧桑之后对人生的理解, 葛优把这个跨

度极大的小人物的形态和神情演绎到了出神入

化的程度,无愧于获得戛纳电影节影帝的称号。

尤其是他在处理幽默情节时,那种节制和内敛,

使得这部电影中的悲情升华为对生活的一种穿

透时空的阐释。葛优的幽默为这部电影定下了

作为传世精品的基本格调。

5活着6是一部不朽的影片,因为它是一部

表现小人物的命运,表现苦难的题材, 表现了人

类那些共有的古老的情感。人生对大多数人来

说都是无奈的,人类如同被操纵的玩偶,无法抗

拒命运的主宰。面对无法抗拒的命运, 一个人

该如何去做呢? 从福贵到张艺谋一直到每一个

平常的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轰轰烈烈是一生,

平平安安也是一生,我们可以从福贵身上看到

张艺谋的影子, 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一部影片能引发有关 /生与死 0的哲学命题, 不

愧为一部世纪经典,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将会引

发出超越历史的影像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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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ovieTo L ive: an Unprecedented Im age Shock

PAN T ian-qiang

( Schoo l o f L ite rature, R enm in U n iversity, Be ijing 100872, Ch ina)

Abstrac t: By descr ib ing life pa ins through wo rds, Y u H uaps nove l To live penetrated into peopleps sou ls and was

pra ised by reade r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It was translated into ove r 20 languag es and becam e a c lassic of the new

era. The mov ie m ade from the nove l by Zhang Y im ou d isso lved the pa ins into bitter hum or and through images described

death as a un iversa l sta tus, in w hich it show cased the respect to and hunger for life. T he mov ie is a m ilestone since the re-

form and opening-up and is a peak that D irec to r Zhang him self can hardly transcend.

K eyW ords: The M ov ieTo Live; Zhang Y imou; Dea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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