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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古装片与好菜坞之影响 

胡文谦 

摘 要 ： “古装片热”1926至 1928年间在 中国影坛兴起 ，与美国历 史题材 电影的译介 

放映有明显的因缘关系。同样是描写古代社会生活的电影，它由美国真实描写历史事 

实的“历史片”，变为国产的“不要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要 用娱 乐做主观去消遣”的“古装 

片”，主要是缘 于恶劣的商业竞争。所 以，尽 管这些影片在 古代社会生活的现代表现方 

面，在 古代社会生活的导演、表 演和布景、服装方面都给 中国电影带来一些艺术积 累，但 

是总体来说，古装片在稂莠参差中偏向粗制滥造者多，给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带来严重的 

创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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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片热”在中国早期 (1926至 1928年问)影坛兴起 ，一般认 为原 因主要有 四：第一 ，“当时的时 

装言情片已让观众倒了胃口，而且 ，整个现实题材影 片创作似乎走入了死胡 同”，相对而言 ，“古装 片的 

取材范围要宽广得多”，“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通过戏曲、小说和说书的形式，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 、流 

传广，易于被人接受，观众面有保障”；第二，由于当时观众“都是些经济能力有限、文化程度偏低、长期 

受取材于稗史的弹词、评书、评话等曲艺艺术影响”的人，古装片比较受到他们喜爱；第三，古装片是打 

着“反欧化 ”、“宣扬 中国固有精神文 明”的旗 号而兴起的 ，有 助于克服早期 国片 的“欧化”倾 向 ；第 四， 

“根据最早摄制古装片的天一公司的说法，摄制古装影片还是为了真正为民呐喊”。 

应该说 ，这些原因除第 四点所谓“真正为 民呐喊”没有在古装 片摄制 中体现出来 之外 ，其他几点确 

实是“古装片热”的动因。然而深究可 以发现 ，上述探讨是针 对中 国早期 电影发展 中出现的问题或困 

境 ，“古装片热”产生的现实根源 ；其实除这些原 因外 ，中国早期古装片创作还有 明显的外来影响因素。 

至少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 是 当时输入的外国某些表现中国历史题材 的影片，其辱华倾向或者不真实的描写对中国电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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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外国输入的搬演中国历史题材 的影片 1920年代初便有译介 ，大都是“凡形容 中国人士者 ，无非 

发辫垂肩 ，烟枪在手 ，系囹圄之牢 囚有焉 ，充下流之小贩有焉”q)，因为其 中带有辱华倾 向或不真实描写 

而受到批评。尤以 1923年的《残钟憾》为甚。此片“以无稽之中国情事，加欧美色彩”，显得“非驴非 

马”。所以 ，人们“深望我国影戏界若能于此道深下功夫”，并“以最高尚之艺术表演之，则对 内可令 国民 

不忘其本，见先人事业，不期生爱国之心。对外可宣扬中国古代之文化，开影戏界未有之盛事耳”②。 

二是看到美国及西方各国历史题材电影盛行，而提倡摄制历史片。据 1919年9月8日《字林西报》 

电影广告载，1914年，《旁贝城的末 日》《安东尼与克莱欧佩特拉》等历史电影就进入中国上映。此后这 

类影片在中国有更多译介 。人们看到这些历史影片不仅可 以“留传古代 的事迹”，“揭扬先代 之奇事奇 

闻”，还可以“表扬古代或个人的美德”，“宣传固有的文学、艺术或其他特长物”且大受欢迎⑧，遂希望 

“在国产电影界中，一放历史古装剧的光华，和欧美的历史剧，也可互相争辉”④。 

三是国人所强调的摄制国产历史片以“建立起 中国电影之民族 的格调”、“发挥东方固有 的民族精 

神”，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受到好莱坞“陆续 出版 了中古及近古的国剧 ，宣扬 ‘大亚美利加 ’的精神”的启 

发。⑤于是，电影家也希望中国“能够照样有古装戏，使得一般拿黄天霸等人就当作我们祖宗中间的大 

好老的子孙们，能够改一改向来的观念，不致于尽去艳羡别人。更进一步，我们也可以把它送到外国去 

卖弄卖弄，使得那班向来不甚了解我们的 ，知道我们也 自有神武英豪的民族性”；“因为中国自有中国的 

文化，中国国民自有中国国民的特性 ，发扬 国光 ，显 明民性 ，那才是中国电影所负的使命”。⑥ 

于是从 1926年起 ，中国摄制历史古装 电影蔚然成风—— “现在 国产电影 的趋势 ，已都向古装的一途 

了。有些选择通俗小说，有些采取历史故事，大家争先恐后，真有风起云涌之势”⑦。但是因为利益所 

驱，国产历史电影摄制粗制滥造令人甚不满意，舆论界遂又以美国优秀历史片的艺术创造为标准来批评 

国产片。当时就有评论认为，摄制古代题材的“中国的片子，有许多不能使我们满意，如《杨贵妃》、《西 

太后》”等，这些作品“不过空消费光阴而已”，中国电影人应该借鉴美国优秀历史片，“希望中国也要创 

造些好的影片”。⑧然而这些批评没有能够遏止电影公司出于商业竞争而粗制滥造的恶劣风气，“古装 

片热”到 1928年就趋于衰微 。所 以，受好莱坞影响的中国早期古装片，又有 自己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一

、美国“历史片”与中国“古装片” 

“历史片”和“古装片”都是描写古代社会生活的影片，是与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电影相对的。然而 

细致区别 ，两个概念既有相同的地方 ，又有相异之处。 

早先 ，中国报刊译介评论美国及欧洲表现古代社会生活 的电影大都称为“历史片”。例如 ，1923年 

7月 24日《申报》载文《美国历史长片到沪》，1925年 3月 25日《申报》载文《卡尔登开映历史影片》， 

1926年2月 1日《申报》载文《美国历史电影之巨擘》等。中国电影界早先评论此类电影的文章，也是用 

“历史片”或“历史影片”、“历史影戏”的概念，如 1926年 1月 28日《申报》载文《谈历史电影》，《明星公 

司特刊》1926年第 1期载文《历史影片之讨论》等。但是稍后，就大都改称“古装片”或“古装影片”、“古 

装影戏”，如 1927年 8月25日《大公报》载文《为古装影片解纷》，1927年神州公司特刊《卖油郎独占花 

魁女》号载文《论摄制古装影剧》等。上述文章标题中的“历史片”和“古装片”两个词，看起来似乎只是 

概念表述的差异 ，而实际上 ，它们体现 出不 同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 

“历史片”，顾名思义就是真实描写历史事实的电影。历史片“映演其他历史上有名之事物 ，使全 国 

① 《发刊词补志》，《电影周刊》，1924年第 2期。 

② 受白：《(残钟憾)之评论》，《申报》，1923年9月 12日。 

③ 盈盒：《对于摄制古装影片之我见》，大中华百合特刊《猪八戒招亲》号，1927年。 

④ 朱翼：《论古装剧》，大中华百合特刊《美人计》号 ，1927年。 

⑤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410页。 
⑥ 参见陈趾青：《古装影片之意见》，《神州特刊》，1927年第 2期；玉田：《中国电影界未开辟的园地》，《银光》，1927 

年第 5期 。 

⑦ 程小青：《历史影片的利用及难点》，大中华百合特刊《美人计》号，1927年。 

⑧ 识：《看了(林肯传)的感想》，《大公报》，1928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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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儿童及社会人 民兴爱国之念 ，明了祖 国创造之历史”，“能使 国人获历史智识 ，裨益于 国家社会 ”。① 

正 因如此 ，准确严谨 的历史考据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电影人 就认为历史片“首重考据”，例 如称赞美 国 

历史片《铁血将军》布景宏伟，且“所有城市悉依地理与历史上之情形，一一配置。虽一草一木亦几经考 

古家之细心考虑”(2)。由此可见美 国历史片对于历史事实的坚持与认真。因此 ，1920年代输入的美 国历 

史题材电影，除《圣经》题材作品如《万王之王》《创世纪》《十诫》等之外③，大多是描写真实的历史。大 

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描写美国历史事实的，有《一个国家的诞生》《南北统一》《伟人开国史》《铁血将军》 

等；二是描写世界各国革命史的，有《皇后末路》《民族血》《为国牺牲》等；三是描写宫廷故事的，有《故 

宫春梦》《深宫碧血》《卢宫秘史》等；四是描写古代战争史的，有《拿破仑》《海上英雄》《乱世忠臣》等。 

中国电影界 1926年前后也 曾呼 吁摄制 “历史片”，认为 ：“中国数千年来 的历史 ，倘能一一摄 成电 

影，的确很有价值”，因为“吾国之历史与政治极其繁杂，盖颇有趣味，可供摄演之材料”颇多；而且拍摄 

历史片，不仅可“供娱乐，还负着一个很大的使命，一个宣扬文化的使命”，“大足以发扬国光”。④ 然而 

到 1927年 ，舆论界谈论 国产古代社会生活题材电影就大都使用“古装 片”概念 ，不再称“历史 片”；认为 

所谓“古装片”，“无非拍的是古代事(无论其为正史或野史)”，并且是“以目前的社会心理和营业获利 

为 目的”，所 以，基本上是 以“在现代世纪 已被人唾弃的旧小说来做剧本”，故也被称为“民问故事的通俗 

影片”。⑤ 当然不只旧小说 ，还有民间传说、弹词 、说书与戏曲等。这种“古装 片”与美欧“历史 片”的最 

大不同，就是“不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要用娱乐做主观去消遣”⑥。因此，中国早期古代社会生活题材 

电影摄制，只有《美人计》《昭君出塞》等少数几部是可以归属“历史片”的作品，其他都是此类“古装片” 

的制作 。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 

根据民间传说、弹词、说书等改编摄制的：1926年有《义妖白蛇传》《孟姜女》《莲花公主》；1927年有 

《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三笑姻缘》《月老离婚》《观音得道》；1928年有《清宫秘史》《二度梅》《海外英雄》等。 

根据古代小说、戏曲及诗歌改编摄制的：1926年有《梁祝痛史》《孑L雀东南飞》《珍珠塔》；1927年有 

《西厢记》《刘关张大破黄巾》；1928年有《飞龙传》等。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是根据《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改编的“古装神怪片”：1926年有《济 

公活佛》；1927年有《姜子牙火烧琵琶精》《韩湘子九度文公》《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盘丝洞》《田七郎》 

《唐皇游地府》《女儿国》；1928年有《莲花洞》《无底洞》《西游记》《哪吒闹海》《古宫魔影》等。 

这些影片 ，当年评论界就尖锐地批评道 ，其剧本皆是根据“书摊上旧民间的稗史小说 、斋东野语 ”等 

改编而成的“不花本钱的副本”；表演者大都为舞台演员，“只知旧剧之唱功如何，台步架子如何而已，而 

不知影戏表情”；且服饰简陋，布景大都“不能像真”，“无艺术可言”；更有甚者，是“摄取舞台上所演之 

古装戏 ，其一举一动，完全与舞台无异”，所以 ，那些 以赚钱为宗 旨的电影公 司可 以“在短时间用小资本 

拍成古装片”。⑦ 

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电影，为什么早先呼吁要借鉴好莱坞拍摄“历史片”，而到后来则着重是摄制 

“古装片”呢? 

主要是缘于恶劣的商业竞争。古装片拍摄在 1920年代后期中国影坛趋热 ，其最直接、最根本 的动 

因是商业利益——“曾有南洋(国产影片唯一之大销场)的片商，以张冠李戴的稗史影剧购往开映，而竞 

大受欢迎 ，获利倍蓰 ，大家遂不惜粗制滥造 ，竞趋于所谓古装剧摄制一途”⑧。此类古代社会生活题材电 

影如果严肃认真地拍摄 ，需要资本足 ，剧本好 ，并且要有优 良的导表演。而 当时中国影坛 的商业 竞争是 

① 柏晋：《名导演家葛雷菲士之新作》，《申报》，1924年 8月28日。 

② 参见怀萱 ：《观影余谈》，《申报》，1924年 l2月25日；记者 ：《谈<铁血将军)》，《申报》，1928年 3月 23日。 

③ 《圣经》对于西方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真实的历史”，是容不得胡编乱造的。 

⑧ 参见濯泉 ：《摄制历史片的先决问题》，《申报》，1926年 10月 29日；一萍：《余之电影谈》，《申报》，1925年 3月 

24 日。 

⑤ 参见 L．C：《为古装影片解纷》，《大公报》，1927年 8月 25日；苏凤 ：《摄所谓古装新片者》，《大公报》，1928年 5 

月 15日；一如居士：《谈谈电影》，《大公报》，1927年 2月 15日。 

⑥ 吉：《(清官秘史)的我见》，《大公报》，1928年 10月 13日。 

⑦ 参见苏凤 ：《摄所谓古装新片者》，《大公报》，1928年 5月 15日；天笑 ：《历史影片之讨论》，《明星公司特刊》， 

1926年第 1期。 

⑧ 孙师毅：《电影界的古剧底疯狂》，《银星》，192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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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缺资本又少人才。所 以，那些企图在短时间内靠往南洋销售成本低廉 的影片获利的电影公 司，遂 “凑 

集三五千资本 (或竟不足此数 )，以不成熟 的剧本 ，不合格 的导演 ，不经训练的演员”便要拍摄 古装片。 

摄制时 ，“只有一个故事在导演腹 中，既不分幕 ，也不 分场”，又 “利用 Positive减用 Negative以减轻 负 

担”，“布景非改头换面 ，便只搭一 角”，其“摄制时间据说有 以一礼拜功夫摄 成者”。① 这就导致 电影公 

司拍摄古装片的竞相粗制滥造。例如，“有人将舞台上的《空城计》摄成影片，以致非驴非马”，这种古装 

片“不过是画虎类狗，不但污辱了一部好历史 的事迹 ，反被贻笑于外邦”②。又如《义妖 白蛇传 》，其剧情 

“荒谬百出，令人不能卒视”，服饰则“易以近代之衣冠(此种办法，新剧中往往有之)，惟同时又于剧中加 

入舞台上古代之装束 ，致同一时间中，发现两种距离过远之服饰”，让观众觉得“极不合理”。这种“草率 

成事，不肯用功夫研究”的投机心态，说明电影公司拍摄古装片“无诚意努力于真正之艺术”。③ 其他如 

《连环计》《梁祝痛史》《莲花公主》等，也因为是“不顾国产电影前途利害之制片家，复竞制不伦不类之 

古装片”④而受到尖锐批评。为了矫正这种风气，严肃的电影人纷纷发表文章，呼吁古装片拍摄须严谨 

认真，不可为追求利润而强压成本 、粗制滥造 ，但是 ，众多电影公司仍然饮鸩止渴，难 以遏制。最后甚至 

连南洋片商也极其反感 ，到了“购者裹足”的地步 。 

制片商为了抢占古装片市场而恶性竞争，致使拍片认真严肃者反而难以发展，这也是古装片质量低 

下的原因之一。以复旦公司与孔雀公司抢拍《红楼梦》为例。1926年 10月孔雀公司在《申报》刊载广 

告，宣布《红楼梦》拍摄计划。可是还未等他们把影片拍摄出来，复旦公司 1927年 7月就将其粗制滥造 

的《红楼梦》抢先公映。此片以刘姥姥贯彻始终，阐述“翰内昔 日富贵，等于一场春梦”的虚无思想，又因 

拍摄时间过短且成本低廉，片中人物穿的都是时装显得不伦不类而受到严厉指责，但在营业上它却抢占 

先机而大获其利。孔雀公司坚持严肃拍片态度，邀请红学专家审核剧本，服装是请制衣名店“瑞昌”按 

照清朝样式特制的。可他们认真拍摄出来的《红楼梦》由于复旦公司的恶性竞争而失去市场，营业上吃 

了大亏 ，并直接导致该公司的关门倒 闭。如此 ，那些粗制滥造者可以短期 内完成并获利故大行其道 ，需 

要严肃认真拍摄的则 困难重重而无人问津。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古装片热”，除了侯曜编导的《西厢记》、陆洁等编导的《美人计》等几部 

影片比较成功外 ，绝大多数作品都粗糙不堪 、浅陋庸俗。 

二、古装片摄制的现代意识与反现代性 

古装片摄制负有“宣扬文化的使命”，即如前引受白《(残钟憾>之评论》所言，其“对内可令国民不 

忘其本，见先人事业，不期生爱国之心；对外可宣扬中国古代之文化，开影戏界未有之盛事”。而要完成 

这些文化使命，电影人懂得“剧本的好坏，就是戏好坏的总键”，所以古装片拍摄要注意剧本的选择：“古 

装片的剧本，必须要包含着精意和正当的宗旨，或有历史上的价值”，或着重于“民族兴亡之症结，为积 

极的兴奋”，并且必须“把我们古代的事实，加以新时代的生命的注入，而重新组织”。⑤ 如此，古装片拍 

摄需要有历史的眼光和现代意识。中国电影人是在美国历史片的译介观赏中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样地 ， 

也是借此去要求和批评国产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题材电影的真实性。历史片“首重考据，考据确凿然后现诸银幕，乃可不致话柄”⑥。 

美国历史片非常注重真实性，如《法官秘史》，片中人物都是当时法国革命时代赫赫有名者，且场景大都 

① 参见沈子宜：《对于国产影片说几句逆耳的话》，《电影月报》，1928年 10月；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中国 

无声电影》，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 1369页。所谓“利用 Positive减用 Negative以减轻负担”，当时 Positive 

(正片)每尺价约三分左右，Negative(底片)价约八分。拍片时须先用底片拍摄，再拷印在正片上 ，这样画面效果佳。但 

为了减 少成 本 ，国产古装 片直接用 正片拍摄 ，所 以画面模糊不清 。 

② 德恩、濯泉 ：《摄制历史影片之讨论》，《申报》，1926年 10月 29日。 

③ 心冷 ：《<白蛇传)根本之动摇》，《大公报》，1926年 12月 1日。 

④ 记者：《明星公司开摄五大古装影片》，《申报》，1927年 10月 5日。 

⑤ 参见忆碧：《观(孔雀东南飞)后》，《申报》，1926年 12月 12日；陈趾青：《对于摄制古装影片之意见》，神州公司 

特刊《道义之交》号，1926年。 

⑥ 怀萱：《观影余谈》，《申报》，l924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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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遗迹，像杜尼涅宫、康必涅行宫，以及拿破仑卧室等都是实地拍摄的。《林肯传》更是真实表现了 

美 国林肯总统的一生事迹。正是美 国历史片的“考据不厌周详 ，虽细微末节 ，亦务求不背 当时真象”给 

国人深刻印象 ，所以 ，人们强调 中国历史题材 电影拍摄也要 “力合 当时之风俗 ”，要能“给观众极深的历 

史观念”。④ 不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真实 ，历史场景和氛围的描写也要求真实。拍摄三 国故事 的《美 

人计》就力求达到如此历史真实性。时评其“布景都是十分宏伟”，“服装都是十分精当”，剧情“既非空 

中楼阁又不牵强附会”，片中的“英雄豪杰名士美人，都很能使人起敬仰之心”。正是影片摄制“精益求 

精 ，不肯敷衍起见”，所以公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历史巨制”。② 

其二 ，是历史题材 电影的现实性 。美国优秀历史片译介 ，让国人懂得好的历史片包含着社会 、伦理 、 

种族种种问题，能使人们在观看影片的同时对这些问题加以思索。如格里菲斯的《专制毒》(《党同伐 

异》)极有价值，是因为其剧情“寓有惩劝之深意，且古代与今世互相印证”更能反衬出现代社会的现实 

问题 。㈤ 历史题材 电影 的现实性 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题材描写要有现代意识 ，应该像 

《南北统一》《为国牺牲》等，“当以新道德新观念为归”，“所表现的精神，应当看它是否合于现代民众的 

生活，现代民众的需要”。④孔雀公司的《孔雀东南飞》基本是搬演原诗情节和内涵，结尾改为仲卿与兰 

芝自尽后，焦母惨遭子丧媳亡之痛，始悟儿女婚姻不可强制，于是不再干涉女儿之婚事。体现出编导 

“拿古的事实，插以今的思想，以合现社会的潮流”的创作追求⑧。第二，要从民族历史中挖掘出带有人 

类普遍价值的现实内涵。如好莱坞片《林肯传》，林肯“为人始终是仁慈，同情于世界的人类”、“求得人 

类的和平”的思想也深深感动中国观众，希望国产电影也能摄制出这样的作品。⑥ 国产片《西厢记》《木 

兰从军》也能在银幕上严肃地呈现原著，而又注意到原著改编之现代的、人类的意义。如《西厢记》，侯 

曜从活泼的、反抗的、人性的真情出发予以改编，影片宗旨系以打倒旧礼教为骨干，而又能迎合现代世界 

之潮流。正因为影片体现出这种普世的人性情感，所以 1928年在巴黎、1929年在伦敦与瑞士放映都能 

得到欧洲观众的共鸣。《木兰从军》放映后受到《上海 日报》法文主编方田拿君(Fontlnoy)的赞扬，称 

“中国之木兰 ，犹法国之贞德”，因为导演侯曜能“将木兰诗之神清淡描写曲曲传出”，在银幕上描绘 了一 

个“又美丽又活泼又聪 明又勇敢之女骑士”。④ 

其三 ，是历史题材电影要表现 出民族特性。美 国优 秀历史片还使 国人认识到 ，“世界各种民族 ，都 

有他们的民间故事”，其中“埋伏着一种伟大潜势力”。历史片重视这些题材内容，一方面是“因为它们 

成就了一种 民族文学 的根源”，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它们孕育着一种民族的特性”。⑧ 受其影响 ，国人同 

样认为古装片亦需要 “描写古代的国民性和风俗习惯”，“诸凡 民情风俗 ，均得一一摄人”，所以它 “含有 

‘国民性 ’。⑨《西厢记》《美人计》《木兰从军》《孔雀东南飞》等古装片，就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描写 

中，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性。尤其是《西厢记》，1929年在伦敦放映后，《泰晤士报》评价其“剧情幽丽， 

观客如同重读古中国神话一样”，《伦敦每 日新闻报》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别风味”的作品⑩。 

故当时即有论者指出，中国历史故事“固然比西洋有很大的不同，然其为 ‘人情 ’所化之程度，则亦 

不见亚于西洋”，若“从事者抱忠于艺术之观念而不拆滥污的话 ，其成绩绝不会 比西洋不如”。@ 但是 ，为 

什么中国早期古装片总体上却少有成功者呢? 

① 参见梧：《谈(清宫秘史)》，《申报》，1928年 6月 l8日；记者 ：《评新片(为国牺牲)》，《申报》，1924年 1O月 31 
日。 

② 曼：《妙绝(美人计)》，《申报》，1926年 12月 21日。 

③ 记者：《观映<专制毒)新片记》，《申报》，1923年 l0月 20日。 

③ 参见天笑：《历史影片之讨论》，《明星公司特刊》，1926年第 9期 ；陈趾青 ：《论摄制古装影剧》，神卅l公司特刊《卖 

油 郎独 占花魁女》号 ，l927年 。 

⑤ 参见醉游：《评(孔雀东南飞)》，《申报》，1926年 12月 15日；忆碧 ：《观(孔雀东南飞)后》，《申报》，1926年 l2月 
12日。 

⑥ 识：《看了(林肯传>的感想》，《大公报》，1928年 12月 11日。 

⑦ 记者：《西报赞许(木兰从军>》，《申报》，1928年 7月 10日。 

⑧ 朱应鹏 ：《通俗的电影》，大中华百合特刊《同居之爱》号，1926年。 

⑨ 月伴：《古装片的讨论》，《大公报》，1927年 1O月 16日。 

⑩ 记者：《在伦敦的一部中国影片》，《影戏春秋》，1929年 l0月。 

⑧ 映斗 ：《神怪剧之我见》，《银星》，1927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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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早期古装片因为恶性商业竞争，绝大多数都是戏说、歪说、胡说的“非历史的历史片”，向 

它们要求真实性而“给观众极深的历史观念”是不可能的。当时围绕电影《清宫秘史》的争论就很有典 

型性。前引“不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要用娱乐做主观去消遣”，就是论者为《清官秘史》“戏说历史”而 

作的辩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拍摄《清官秘史》“一切均 当依据当时情形 ，不容稍有出入 ，因倘有 出入 ， 

即致失真 ，即无复历史剧之价值”①。然而恶劣的商业竞争 ，最终使此类 电影摄制走向“用娱乐做主观去 

消遣”的路子。这就必然使古装片的改编摄制“专从 情节离奇事实热闹’人手，未免舍精华而用糟粕”， 

其结果 ，是剧情结构漏洞百出，情节发展杂乱无章 ，致使影片“不能够发挥二十世纪的新精神 ，镇 日家只 

在妖魔鬼怪 中寻生活”了②。 

第二 ，是绝大多数古装片都没有摆脱其所改编文本 的叙事 旧套 ，或是在改编 中大量穿插低级趣味以 

招徕观众 ，影片摄制既没有历史观也没有现代意识 。前者 ，因为古装片大都是胡乱把原书抄袭一二节来 

做本事，所以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三笑姻缘》等影片，其剧情就是照抄民间传说、稗史小说等，总是 

不脱公子落难、金榜题名等旧俗滥套；后者，“上海”公司的《盘丝洞》可为典型，是以妖精半裸着身体打 

斗等色情穿插作为商业卖点，时评殷明珠在《盘丝洞》中饰演的蜘蛛精“一种迷人的媚态，很能传神”， 

“七个美女洗浴一幕 ，至孙行者变 了只鹰 叼去衣裳一节 ，冰肌雪肤 的模特儿跃然眼前 ，这大概就是吸引 

观众的焦点”。③ 同样地，《珍珠塔》《二度梅》等古装片，由于缺少现代意识，只顾“迎合妇女小孩心理” 

而“一味取乎戏台上古装来做影戏”，使古装片完全丧失“针砭社会 的深意及劝导愚民为上”的意识 、“堕 

落到像新剧(文明戏)一样结果”也受到批评。@ 

第三，是以天一公司为代表的《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等古装片，打着“注重我国之伦理”的旗号 

去宣扬封建传统 ，或是所谓“力避欧化 ”而实为抵拒现代意识 。如前所述 ，中国早期古装 片摄制在某种 

程度上是有“反欧化”、“宣扬中国固有精神文明”的动因，然而它是否真正做到了呢?古装片究竟是注 

重矫正 中国早期电影的“欧化”而“宣扬 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还是打着“宣扬 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 

的旗号去张扬封建传统思想以迎合保守落后的观众，其评判标准在于，创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去改编古 

代生活题材。很显然，以《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等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古装片，在改编摄制中，仍然是 

宣扬如稗史小说 、民间传说所常见 的女性对于男性无条件隶属之妇道等封建传统 ，它们并没有“力避欧 

化”而表现中国的民族精神，相反地，是“从统一的封建的世界观出发”，去“解说一切社会的、以及伦理 

的关系”。⑤ 当时即有严厉批评 ：这是“脱离时代的传统民族性”⑥。 

三、古代社会生活的不同影像叙事 

美国历史片的情节叙事具有史诗性特点，注重历史事实的“主体地位”，即着重历史事件和历史进 

程的叙述，力求其艺术表现也能“给观众极深的历史观念”。如格里菲斯的《重见光明》(《一个国家的 

诞生》)，影片情节自林肯在剧场被人暗杀起，经过南北二次血战，北军得胜后黑奴霸权、凌辱白人，至三 

K党攻克黑奴 ，再造共和 ，重见光明。无论导演对于种族战争的立场如何 ，这部影片忠实地表现了美 国 

在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重现了历史进程。中国早期古代题材 电影虽然极少“历史 片”，其情 

节叙事也极少“历史的”，但是，“史诗性”的情节叙事还是比较常见的。如《美人计》，影片以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为蓝本，从刘备访吴起，孙权以妹妹色诱而软禁刘备，再到刘备与孙尚香结婚后借机逃脱， 

再到赵云、关羽截江救主 ，史诗性地展现 了那个时代 的历史风云。《木 兰从军》以叙事诗为蓝本改编而 

成 ，从木兰替父从军 ，到军营厮杀建功 ，再 到功成 归来 终得恢复女儿身 ，同样是史诗形 式的叙事方式。 

《昭君出塞》等情节叙事也都有这种特点。 

① 原 ：《谈(清官秘史)》，《申报》，1928年 6月 18日。 

② 参见范烟桥：《历史影片之价值》，《电影月报》，1928年第4期 ；映斗：《制片公司应急起注意这个问题》，《银星》， 

1928年第 16、18期 。 

③ 悦廖：《评(西游记盘丝洞>》，《大公报》，1927年 2月 25日。 

④ 一如居士：《谈谈电影》，《大公报》，1927年 2月 15日。 

⑤ 张潜鸥：《天一公司之(立地成佛)》，《申报》，1925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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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谦 中国早期古装 片与好莱坞之影 响 

银幕上的古代题材因为是表现历史事件 ，情节容易枯涩 ，所以美 国历史片总是在历史叙事 中穿插情 

爱以加强观赏性。美国历史片这个叙事特点也为中国电影家所把握和借鉴。《西厢记》《梁祝痛史》《白 

蛇传》等不用说，影片就是从爱情切入去表现古代社会生活的；即便是更多描绘战争的《木兰从军》，更 

多铺陈历史风云的《美人计》，更多表现古代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孟姜女》等，电影改编也较多渲 

染了其中的情爱内容。比如侯曜改编摄制的《西厢记》，影片描写崔莺莺与张生偷偷相爱而崔母反对， 

后来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借兵白马将军而解围，最后崔母同意婚事又反悔。影片以孙飞虎围攻普救 

寺 、白马将军发兵剿匪为主线 ，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为辅线 ，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主题 内容且生动感人。 

美国历史片其导演 、表演和布景 、服装等艺术创造 的严谨态度也给国人 留下深刻印象 ，并且舆论界 

也总是 以美国历史片为标准来要求国产古装片。然而由于恶劣的商业竞争 ，中国早期古装片在导演 、表 

演和布景、服装等方面严肃认真者少，绝大多数都是粗制滥造之作，给中国电影发展带来严重创伤。 

历史题材电影的导演和表演 ，比之现实题材影片 ，在某些方面有更严格 、更高 的要求。历史片导演 

须“将全剧融会贯通”，了解“古代有古代之种种风尚、仪式 、以及思想 、信仰”；演员扮演古人“必深明此 

人之品性如何 ，气概如何 ，以及其环境之种种不同”。④ 美 国历史片导演、表演 的艺术创造让中国电影人 

和观众赞叹。如《卢宫秘史》《为国牺牲》《重现光明》《海上英雄》等片，不仅情节和服饰“皆须仿制历史 

上原有之色彩”，观之“慷慨激昂，令人气壮”；而且演员表演也要求符合民族与历史的真实，“使观众忘 

形于不觉，几疑古代英雄之活跃于银幕”。② 《西厢记》《美人计》等中国早期古装片，受其影响也有不俗 

的成就。如《美人计》，时评影片的“编制、装置，以至于演技，都经过周谨的考古和美化的推敲”。片中 

“古装的装束宽大而滞重，演员之动作须随衣纹的美观而上下之，步履宜迟，勿将身体摇摆，服装上之图 

案，须轻重匀和”。其道具、布景都经过细心研究，如按照文献特制十几面高二三丈的大橐旗，演员的 

袍 、甲、盔 、盾 、靴 、号筒 、勇衣都是请专家把关之后再仿制的。表演方面 ，为了表现战斗场面的真实 ，电影 

公司聘请技击专家数人，教授演员以刺搏之术。如此导表演，影片摄制“尤使其类古，力矫时下古装影 

片粗制滥造之弊”③。 

但是更多古装片的导演、表演受到人们的尖锐批评。其最严重、最突出者，是古装片没有导演、表演 

的艺术创造，所谓导演和表演，就是把“舞台上唱烂的旧戏”搬上银幕，“服装或时代，更是马马虎虎”，、4j。 

当时报刊嘲讽其“非古装也，戏装耳”，“行之舞台则宜，摄之电影则丑态百出”；更有甚者，是有些影片 

“用了些古装与时装，很混乱地穿穿，摄成影片”，毫无“文艺与趣味”。⑧ 以《莲花公主》为例。此片改编 

白戏曲舞台戏，拍成影片竟是合电影、京剧、文明戏三者，演员忽而舞台忽而银幕。且演员均为戏剧伶 

人，由粉菊花饰演莲花公主，她在戏曲舞台上以武旦著名，然而其武旦演技“上镜头颇觉滞板”；由王文 

祥饰演的道人，其表演充斥着文明戏味道，“滑腔怪调，令人发噱”。 又如电影《三国志》，其银幕表演 

“完全与大戏一样 ，所谓做法完全 旧剧化 ”，如片 中大破黄 巾军的战争场面 ，不过是 “马 队步 队，往来 兜 

圈 ，山上 山下，四处狂奔 ，几如乡下人看走马灯足演了二十分钟”；还有 “王美人之舞带 ，舞剑进酒等 ，简 

直是演(狸猫)换太子中之寇承御 ”。⑦ 由此可知当时古装片拍摄之滥之殇。如此古装片，导演只求观众 

能够看得懂这部戏 ，观众只图故事热 闹而不苛求导演 的手法怎样 ，且表演均带有旧剧舞台色彩 。所 以绝 

大多数古装片 ，只是故事的叙述 ，没有表情 ，没有艺术。这就是鲁迅所描述 的：“在银幕上则有穿不知何 

时何代 的衣服的人物 ，缓慢地动作 ，脸正如古人一般死⋯⋯”⑧ 

历史题材 电影对于布景 、服装等也有特殊要求。美 国历史 片其布景 、服装均逼真且绕有历史价值 ， 

① 天笑：《历史影片之讨论》，《明星公司特刊》，1926年第 11期。 

② 参见云 ：《谈(海上英雄)》，《申报》，1925年 11月 10日；肯夫：《著名电影(美人心)之内容》，《申报》，1927年 6 

月 21日。 

③ 

④ 

⑤ 

日 。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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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肓：《参观(美人计)的服装与布景》，《申报》，1926年 12月 9日。 

心冷 ：《电影公司的自杀政策》，《大公报》，1927年 2月 25日。 

参见叶心佛：《墨庐影话》，《申报》，1927年5月 l3日；忆碧：《观(孔雀东南飞)后》，《申报》)，1926年 12月 12 

参见涤尘：《纪(莲花公主)》，《申报》，1926年 7月 21日；记者 ：《记(莲花公主)》，《申报》，1926年 7月 12日。 

啸林 ：《(三国志)之舆论一斑》，《大公报》，1927年9月4日。 

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莽原》第 2卷第 21、22期合刊，1927年 11月。 



胡文谦 中国早期古装片与好莱坞之影响 

如格里菲斯的《重见光明》(《一个国家的诞生》)，有参演者一万八千人，战马三千匹，布景五千幕，应用 

杂物二十万件 ，故场景拍摄真实 、宏 阔，如南北战争场面“红光灼天 ，枪林 弹雨 ，人 马奔驰 ，骤观之 ，几疑 

置身战场”①。这些影片在中国都获好评，也让中国电影人知道，其“历史之地理风俗，以及宫室、车马等 

等，嗜好变迁，亦代有不同”，所以“一室之装饰，一车之体制，均宜合于古代”，服饰亦是如此。② 国产古 

装片也有一些作品受其影响而在这些方面有所追求。如史东山导演《清宫秘史》，此片所述系满清事， 

则片中人之服装悉遵清制，男子翎顶袍褂，妇女皆高髻、高底鞋。影片“内外景之搭造，亦极费周章。盖 

其中大半 ，均为王府 中，不容简陋含糊 。房屋既极高大，檐头均有花纹 ，庭柱窗格上莫不雕有蟠龙舞凤之 

形”；道具“亦多特别打样制造，精美玲巧 ，寻常罕见 ，所有陈设 ，亦均为古玩”⑧。所以尽管影片内容不甚 

让人满意，但它在布景服饰方面的严谨认真得到较好评价。又如《美人计》，影片系在苏州等地实景拍 

摄，片中的礼袍、甲胄等“图案悉出名手寻经究典，间及古图画像，鸩工满室，斟酌累月始成”，其布景、服 

装、舟车等都精致古雅，“与以前演的《盘丝洞》、《大破黄巾》等的古装剧，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④ 

然而更多的古装片，因为利益所驱而竞相粗制滥造，其布景、服装等或者虚假不真实，或者搬用演剧 

样式而有舞台化倾向。布景、服装等虚假不真实者如《三笑姻缘》《白蛇传》《飞龙传》等，“都喜欢把古 

代的事情 、古代人物 ，出现在 目前的洋房 中，或是穿了最新式 的服饰行那数十年或数百年以前的举动，反 

而弄得非驴非马”⑤。布景、服装等搬用演剧样式而有舞台化倾向之影片更多，致使当时的古装片，“摄 

来摄去都不外这几套陈陈相因的服装，无论上自盘古下至唐宋元明等历代故事，各影片公司只消向一家 

舞台租赁几套半新不旧的戏服，便可以高挂招牌，大摄古装片”⑥。如《刘关张大破黄巾》，时评其服饰是 

“借得戏衣数袭，扭扭捏捏，因陋就简”，置景则“每多不伦不类”。④ 又如《三国志》，片中张角人山采药 

的场面都是在室内很简陋地拍摄的，其外景“分明是用粗布制成的，洞里的石桌也是用粗布制的”⑧。对 

于这一点 ，舆论界当时就予以了严厉批评 ：“真的古装片 ，决不是取 了旧剧 中一二袭戏装 ，穿在演员的身 

上 ，就可以自吹为古装片”，否则就会“非驴非马，贻笑大方”。⑨ 也正是因为这些拍摄古装片者“强半胸 

无点墨，于新旧剧尚为门外汉 ，遑论研究古 时之服制 ，于是所摄之古装剧 ，非古非今 ，非驴非马”，“失历 

史影片之色彩矣”。⑩ 

综上所述 ，中国早期古装片创作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受到了好莱坞历史片的影响 ，可是 由于恶劣的 

商业竞争 ，它由美国真实描写历史事实的“历史片”，变为国产 的“不要用历史 的眼光去看 ，要用娱乐做 

主观去消遣”的“古装片”，其电影摄制就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尽管这些影片在古代社会生活的现代表 

现方面 ，以及在古代社会生活的导演 、表演和布景 、服装等方面都给中国电影带来一些艺术积累，但是总 

体来说，古装片在稂莠参差中偏向粗制滥造者多，它更多的是给中国电影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古 

装片这种“粗制滥造投机片之猖狂于市 ，观众对之 胃口倒尽 ，无人再 看中国片”@。所以 ，从 中国电影 的 

现代化进程来说，正如当时评论者所尖锐批评的，1920年代后半期中国影坛的“古装片热”，“实在是今 

日将致中国电影事业于毁灭的一大危机”@，是“不啻电影本身害了一场大病”⑩。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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