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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叙事学理论重新审视 中国话剧与电影在 20世纪上半叶的互动关系，会开 

启一种崭新的视角。传统的话剧叙事角度与电影有诸多区别，但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 

中国话剧写实型的全知客观视角对 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反之 ，电影的多视 角交叉又促 

使话剧超越 固定的全知视角的局 限，从而增 强了舞 台的叙事能力与魅力。这种互动 关 

系对 当今戏剧和电影的创作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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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我国电影界曾经掀起一场关于“电影与戏剧离婚”的论争，有相当多的学者立足于电 

影的美学特征，对中国电影长期桎梏于戏剧的传统提出一系列的批评，并将“非戏剧化”看作电影本体 

意识觉醒的标志。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求新求变的冲动掩盖了某些逻辑 

概念上的含混。这场讨论虽在实践方面推动了中国电影语 言的探索更新 ，却在观念理论领域留下 了一 

定 的隐患 ，或多或少阻塞 了电影与戏剧进一步相互对话和借鉴的道路 。 

本文 旨在对 中国戏剧与电影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和解读 ，研究并非侧重于电影接受戏剧 的影响 ，也 

不是从本体论角度阐释两者的异同 ，重复前人 已大量论述过的话题 ，而是将论 域集 中于 20世纪上半叶 

的中国戏剧(主要是话剧 )与电影的关系上 ，作一番动态 的历史性考察。众所周知 ，在这 50多年里 ，中 

国现代话剧与电影两种源于西方的不 同艺术类型 ，从引进 、发展到走 向成熟 ，都与五四新文艺运动同步 。 

相 同的时代语境 、文化生态 ，使得它们在追求现代性 的道路上始终有着紧密的关系 ，并且在许多方面互 

相影响。其中，艺术形式 的自觉 ，叙事方式 的变化 ，同样是现代化转型 中不可或缺 的方面。因为形式规 

律及其更新 ，恰恰是艺术发展过程中最为敏感 的部分 ，叙事形式的突破与创新 ，也是一个时代观念体系 

变化的风 向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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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作为 196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艺术理论 ，与传统研究方法最 大的区别是 ，不再局 限于对作 品 

的题材 、内容及其社会 意义等外部方 面的解读 ，即“不关心讲什 么故事 ，而关注是什么元素使故事构 

成”①。叙述角度 、叙述结构等如何确定和安排，往往决定了艺术形式 、风格的基调。以叙事学理论重新 

审视中国话剧与电影的互动关系 ，会开启一种崭新的视角。 

比如 ，中闰早期电影在写实型话剧的影响下 ，几乎都是采用单一的 、客观全知型的视角，这也是和其 

戏剧性 的结构相适应的。所 以，当电影编导们逐渐摆脱 了“影戏”美学观念之后 ，利用阿面和声音创造 

多重叙述视点，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反过来，这些电影手法又影响了戏剧的叙事角度，话剧舞台上不断出 

现的多视角交叉的形式 ，就是这一借鉴的结果。当然 ，舞台叙事的新技巧又反馈到电影 ，尤其到了40年 

代 ，无论戏剧还是电影 ，均 出现了叙述视点 A由转换的方法，标志着它们都已摆脱了早期 艺术上 比较幼 

稚 ，表现手法相对单一的阶段。正是这一系列的良性互动关系 ，促进了两种艺术的共同发展和成熟 。 

本文将借助叙事学的方法，通过实例文本的分析 ，集 中在叙述视点问题上 ，对戏剧与 电影 的相互关 

系进行再解读 

一

、电影 ：戏剧影响下的叙事角度及其变化 

亚里士多德曾给悲剧下过一个重要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 、完整 、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 

它的媒介是经过 ‘装饰 ’的语言 ，以不 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 的不同部分 ，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 的 

行动，而不是叙述。”②这一理论对西方戏剧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强调 “行动的摹仿 ”，西方传统戏剧没 

有“ 在”的叙事者 ，作者严格遵循“潜在”的叙事原则 ，尽力隐蔽叙述行为，让戏剧人物按照 自身的逻辑 

行动，演绎情节 ；而剧作的思想倾 向则在酷似生活的场面和细节 中自然地流露 。简言之 ，故事是 由演员 

表演出来 ，而非叙述者讲述出来 的。写实型的“幻觉主义舞台”原则就是这种叙事角度 的完美体 现，意 

在造成高度客观 、真实的视听综合效果 。这种方法 和中国戏 曲惯用 的“显在”叙事不 同，因为戏曲舞台 

上根本不存在保持生活幻觉的“第四堵墙”③，经常 现 自报家 门、背躬、插科打诨等暴露叙述行为的做 

法 ，并不恪守单一的客观视角；也有别于布莱希特倡导 的“叙事体”戏剧 ，因为他故意要打破“第 叫堵 

墙”，让叙事者出场的 目的在于破坏“幻觉”，引导观众进行理性的思考 。 

五四以后的中国话剧对传统戏曲采取了批判和决裂的态度 ，形式上也全盘模仿西方写实主义戏剧 

凶此，幻觉式舞台的写实性叙事开始占据主流地位，适应这种舞台形式的剧作，如《雷雨》(1934年)采 

取的就是西方经典 的写实主义叙事模式。作者冷静 、客观，不动声色地进行 “潜在”叙事，整个故事完全 

通过剧中八个人物的行动 、语言铺陈开来 ，造成如体验现实生活一般 的幻觉效果 ，“使观众似乎感到 自 

己的确坐在实际生活中发生这些事件的现场并听着和看着这一切” 。 

的确 ，从以人物的行动演绎故事的特点来看 ，戏剧理所 当然是 电影最接近 、最值得学习的艺术。因 

此 ，20世纪初期 的中国电影无疑是以戏剧化观念为主导的。所谓“影戏”，就是将 电影看作银幕上 的戏 

剧 ，自然地形成戏剧化电影大潮。导演程步高曾如此描述初创时期在亚细亚影戏公 司拍片的情况：“一 

个远景，拍一段戏 。一段戏拍完 ，开麦拉搬个地位 ，再来一个远景。”⑤整个拍摄就像舞 台演出的影像记 

录 ，类似梅里爱时代呆板的“舞台剧影片”，而摄像机始终 固定在一个地方 ，宛如观众在看“戏”，只不过 

是通过银幕这个媒介。 

① 李 杰 ：《电影叙事学 ：理论 与实例》，北京 ：中国电影 版社 ，2000年版 ，第 7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贞。 

③ 所谓“第 四堵墙”即假定镜框式 的台口有一 堵透 明的“墙 ”，把舞 台与观众分 割成两个互 不十 扰的空 间，演 员被 

封闭在舞台的小世界里 ，观众则透过“第 四堵墙 ”窥视 这个 小世 界。“幻觉 ”的产生主要依靠逼真写 实的表演 、布景 、灯 光 

等 ，以引起 观众 审美心理上 的 “移情 ”作用。 

④ [英]J．IJ．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一)》，周诚等译 ，北京：中同戏剧出版社 ，1986年版 ，第41页。 

⑤ 程步高：《影坛忆旧》，北京 ：中同电影出版社 ，l983年版，第 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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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中国早期 电影只是简单地套用戏剧的特性 ，那么随着写实主义模式在话剧 中的确立与成熟 ， 

这种客观、写实的叙事方法对电影产业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电影叙事基本仿效传统戏剧的 

“锁闭式”或“开放式”，一律采用客观视角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种叙述方法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主宰 了 

影片创作 。情节高于性格这一戏剧最早的原则 ，也造成 了电影 隋节至上”的倾 向，观众完 全被外部情 

节所吸引 。 

如舞台剧导演出身的应云卫，在执导影片《桃李劫》(1934年)时就 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戏剧的叙 

述视点。影片虽是大倒叙结构，以校长探望狱中的学生，学生讲述毕业后的一系列遭遇作为开头和结 

尾，但主体部分还是以情节的因果关系作为叙述动力，层层递进：从男女主人公毕业后踏入社会开始，历 

经结婚——男主人公两次失业——沦落为苦力——为救产后生病 的妻子而偷盗——妻子死去——孩子 

被送人育婴堂 ，直到男主人公因失手打死警察被捕入狱而终结 。影片似乎是从主角的回忆开始的，却并 

非采取他 的个人视点 ，做主观的叙述 ，而仍然采取写实戏剧惯用 的客观视角 ，不动声色地进行“潜在”叙 

述 ，顺着情节的推进一步步导向高潮。该片所采取 的戏剧化叙事视点 ，有利于客观真实地再现 (摹仿 ) 

生活，从而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强烈关注与情感共鸣，对银幕上的 “幻觉真实”产生心理认同；但另一 

方面 ，拘泥于外部情节的客观叙述，却在挖掘主人公 内心活动与主观感受方面受到局限 ，这是不利于发 

挥 电影 的叙事特长的。 

30年代曾取得票房佳绩，由马徐维邦拍摄的国内第一部恐怖电影《夜半歌声》(1937年)，也完全遵 

循 了戏剧化叙事 的原则。虽然影片在镜语组织上有独到之处 ，出人意料的拍摄机位和镜头运动 ，辅之以 

特殊的用光、夸张乃至变形的造型，成功地营造了神秘、恐怖的氛围，但其叙事的视点还是无主体介入的 

客观展现 ，甚至在主人公宋丹萍对人诉说 自己 10年前惨遭残害的一段长达 30分钟的回忆 中，也见不到 

个人情感浓烈、交织着恐惧和仇恨的主观镜头。 

其 中，宋丹萍与恋人李晓霞相会被李父抓住 ，李父动用私刑逼迫其和晓霞分手这场戏 ，全是通过 旁 

人晓霞 、继母 、恶霸汤俊的表情和对话 ，来展现宋丹萍的痛苦 ，并未将镜头转 向宋的视点 ，表现他的心理 

意识 ；又如夜戏散场后 ，汤俊指使流氓往宋丹萍脸上泼硫酸这一情节，影片也只是 以一个远景 ，通过同伴 

惊呼：“硝镪水 !”来提示事件 的发生 ，一场混战的群众场面 (一方要抓凶手 ，另一方为其开脱 )遮蔽了宋 

丹萍抑或其他在场人的主观视点 。这一叙述视点上的“去个人化”，无疑脱胎于舞台叙事。因为在舞 台 

上类似毁容的情节很难直接呈现，只能将受伤者包围起来，通过众人的语言、行动，引导观众想象所发生 

的事情。最突出的例子是宋丹萍脸部伤愈拆绷带的场面。观众首先从周围人的惊恐表情里猜测到被撕 

去纱布的宋丹萍毁容之可怕 ，待到宋 自己在镜 子中看见了一张狰狞的面孑L时，似乎 出现了“我者”的角 

度，但这个镜像还是为了向观众交代“事实”，而非真正表现他的内心。影片随即通过宋丹萍一系列激 

烈的外部动作——推翻烛台、打碎花瓶、撕扯桌布等来表现其痛苦，遵循的还是舞台剧的原则，由演员 

“表演”故事给观众看，而不是个人视点的讲述。也正因如此，该片无需多加改编，便被直接搬上了 

舞台。① 

然而，通过镜头来叙事的电影，在叙述视点上理应比由舞台场面构成的戏剧更加多样和复杂。电影 

可以像戏剧那样 ，“叙事者努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 自身的活动上引开 ，掩盖并移置这种活动 ”②，甚至 

可以比戏剧更进一步，“直接利用摄影机作为一个 ‘窗 口’或第 二双眼睛 ，观众借此观察现实—— 它(影 

片 ，引者注)把摄影机抓得牢牢 的，只允许 ‘记录 ’正在发生 的事”③，做到类似纪录片一般 的真实。二次 

大战后兴起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和差不多同时期 的中国影 片《万家灯火》(1948年 )《乌鸦 与麻 

雀》(1949年)等，便突出呈现了这种纪实美学的风格。这些影片的景别以平朴的中、全景为主，追求场 

① 1941年，马徐维邦曾受国联剧团之邀 ，将其成名作《夜半歌声》搬上舞台；此外，傅梅也曾将影片《夜半歌声》改 

编成符合“三一律”的话剧《凯歌》，并由文江图书公司于 1946年 3月出版单行本。 

② [美]尼克 ·布朗：《本文中的观众 ：<关山飞渡)的修辞法》，戈铧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 3期。 

③ [英]特里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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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细节的真实，极少用特写 、闪回等渲染情绪 的主观镜头。《万家灯火》中大量的长镜头 ，以及令人难 

忘的饭桌上的两场戏，不仅保持了空间的完整性 ，更以一种“生活流”的手法 ，生动地表现了未死方生年 

代里小人物的生存 困境 。这种淡化情节而强调细节 的叙事 ，使影片具有 了某种生活的原质感——战后 

“年头不对”的{昆乱局面、物价飞涨 的荒诞 、小职员失业的痛苦 、美满家庭 的行将崩溃等等 ，弥漫着深深 

的焦虑 ，这些客观叙事段落的逼真性与感染力是超过写实型戏剧的。 

但另一方面，电影毕竟是以连续性的画面与音响组接构成的艺术 ，这又使它与通过演员表演故事的 

戏剧相比，在叙事上更加 自由灵动 ，不同的镜语组合可以建构一部影片独特的叙事视点。电影不仅有戏 

剧那样的外视点(潜在)叙述 ，即从一个客观 的视点进行全知型 、全方位的叙事，还可 以有并不隐藏视点 

的第一人称叙事。戏剧舞台上同于真人表演 ，观众看到的永远是“他者”，视点被 固定于单一、客观的角 

度上 ，而电影叙事既能从“他者”出发，又可模仿“我者”的视点。 

如吴永刚导演的影片《浪淘沙》(1936年)就突破 了客观全知的外 部视角 ，多次出现带有强烈感情 

色彩的主观视点。当主人公阿龙杀人后茫然地在街上踯躅 时，耳边不断 现 “阿龙杀人 了，阿龙杀人 

了!”一声紧似一声的喊声 ，这画外音其实只是阿龙紧张恐惧心理的外化 。接着镜头切到坐在海边的阿 

龙，从他的视点看出去 ，自己的身体仿佛已被眼前垂下的一张巨大渔 网网住 了，动弹不得 ，这一主观镜头 

很好地表现 了阿龙此时惶恐 、无助的心态 。 

费穆执导的《春闺断梦》是联华公司 1937年出品的短片集锦《联华交响曲》中的一部，该片叙述了 

两名同床女人所做的三个噩梦。全片利用主观镜头，如大面积若隐若现的阴影 、夸张扭 曲的构图，以及 

被嵌入变形画面中的怪异的恶魔 ，来呈现“梦魇”，渲染一种压抑 、逼仄 、扑朔迷离 、恐惧肃杀的气氛 ，而 

这一杂乱无序的梦 的流动，却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另外 ，贺孟 斧在联华执导 的《话剧 团》 (1937 

年)也突破了“情节至上”和客观叙述的戏剧原则 ，将人物的心理幻觉作为表现对象 ，通过剧作家韦杰的 

主观视点，表现其压抑的内心 ，实则映照了现实环境的黑暗。这些影片 与当时话剧的叙述角度和方法可 

谓大相径庭。 

二、戏剧：从单一视角到多重视角 

早期 电影受戏剧的影响是世界性 的现象 ，戏剧化 电影的观念无疑最具代表性。然而，到了 20世纪 

二三十年代 ，电影已经发展成一 门独立的艺术 ，形成 了自己特有 的、相对稳定的叙事体系。中国电影在 

那个时期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原先完全模仿戏剧叙事 的状况而趋于多样化。反过来，电影叙事角度 的丰 

富多样性 ，又挑战了戏剧 的单一性 ，也对戏剧产生了反哺作用。一些 艺术家 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主观叙事 

视角引入戏剧 中来 ，打破 了写实戏剧纯粹的客观叙述角度 ，在不断克服原有局限的过程 中，发掘出戏剧 

的艺术表现潜能。 

徐 的四幕剧《军事利器》(1939年)②，在人物表中就列出“作者与一个不知国籍的老婆婆，以及一 

个 比利时的中年人”等 ，表明叙述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在作者与几个旅客的谈话中展开的。但这种剧 

作实验 尚未得到舞 台演出效果 的证明。而 田汉编剧 、南 国社 1929年 1月在南京公演的独幕话剧《颤 

栗》可以说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变体。该剧故事从“子”的主观视角出发，讲述了他由于在家庭中未得到 

应有的地位 ，从愤而弑母 ，到知晓 自己的私生子身份 ，转而理解 、同情母亲 ，直至最后决然离家追求 A由 

的过程。剧中主要人物共四个，分别是子、长子、母亲、警长。虽然该剧不像《军事利器》那样直接Ⅲ现 

“作者”(其实还是扮演者)的叙述 ，但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剧中的“子”替换成“我”，只不过这种第一 

① 贺孟斧导演的 《话剧团》为 1937年联华公司 品的三段式集锦片 《艺海Jx【光》之一，其余两部为朱百麟导演的 

《电影城》以及司徒慧敏导演的《歌舞班》。 

② 《徐 文集 ·第 16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 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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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叙述是隐含的。幕启时，“子”就忿忿不平地诉说着自己痛苦屈辱的人生： 

她为什么不在刚怀我的时候就把我 堕下来呢?一个人 生下来就得受人 家羞辱 ，受人家耻笑，他 

不能得他应得的权利，不能受他想受的教 育，别人在太阳底下堂堂皇皇的走着笑着，他却像 一颗长 

在那不见太阳的墙脚 下的野草似 的，憔悴的活着。啊 !这样 的生活不比死还痛苦吗?① 

以“子”的主观视角进行第一人称的叙事 ，使观众对“子”产生认同。接着，继续 由“子”当众讲述童年时 

代所受的折磨。因为想读书，偷了家里的银蜡台换书，被母亲发现后拷问了一天一夜，昏死过去，醒来后 

除了“贼 ”的绰号外，还被污名化为神经病。这就是“子”自述弑母的理 由，但是当他真正动手时，观众听 

到了他极为矛盾的内心独 自：“啊 ，我真正怎么干出这样 的事来 了，犯 出这样 的大罪来了⋯⋯娘啊⋯⋯ 

这也怪不得我啊。”然而杀母并未成功 ，他终于从母亲 口中知晓 自己是母亲 冲破专制淫威 ，与婚外情人 

的爱情结晶，在母亲的拼死保护下，逃过了父亲的多次仇杀。于是，“子”边坦露 t2,声，边侧面透露“长 

子”为争夺财产不顾手足之情 ，置兄弟于死地的实情 ，剧情 由此反转 ： 

我第一次看见那遗嘱上没有我的名 字的时候 ，我真是何等的失望 ，何等的羞愤 ，可是我现在倒 

觉得很可感谢 了，感谢我没有资格得 那遗产 ，我 才不像哥哥们一样⋯⋯财产是 那么一种罪恶的东 

西，又多么能使人犯 罪啊 !有资格得到遗产的哥哥们 ，不是有三个吗?到现在为什么只剩了二哥一 

个呢?大哥怎么死的 ，三哥怎 么入狱 的，我虽然是神经病 ，可是也知道得很清楚 ，感谢我没有资格分 

到爸爸那样巨大的遗产，感谢我是神经病，要不然我恐怕连生命也早没有了。生命!啊!生命!可 

以破坏一切的生命 !可以建设一切的生命 !无论 生命是怎么来的，让它是善 美的果子也好 ，罪恶的 

结晶也好 ，它的本身总是可赞美的!可宝贵的! 

这番话并非对着剧中其他人物，而是直接对着观众诉说的。该剧借助“子”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实现 

了在现时情节 、“子”的心理状态述说与“母 ”插入叙事三个层面之间的切换 ，不仅扩大了独幕剧的容量 ， 

而且为观众提供 了思辨的空间。因此 ，剧 中“子”的直抒胸臆 ，能够引起观众的共 鸣。尤其是接近剧终 

时的一段独自，更是将剧情推向了高潮 ： 

无论我是娘 同谁生的，我总是感谢娘给 了我的生命 !而且我知道我不是 那样专制 、那样淫恶的 

爸爸的儿子 ，我是 多么荣幸啊 !在那样专制 ，那样 淫恶的威权之 下，母亲居然有 那种勇气，自由地、 

大胆地和别的生命结合 ，娘 ，你也是 多么伟大啊 ! 

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 ，焦点已经 由外部情节转移到内一t2,世界 ，特别适宜主观情绪的抒发 。一段段 内 

心独白仿佛是主人公凌乱而跳跃思维的组接，其问对生命、爱情的礼赞，对自由、光明的追寻，又极其契 

合五四精神 ，所 以演出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据田汉描述 ，南京“中大”的学生看过演 出后 ，也在 日常生活 

中“神经病 ”似地念起了剧中的台词。② 这与该剧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是不可分的，而这一类似小说 常 

用的叙事角度在电影中早就出现了。 

在民国的舞台上 ，以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叙事的话剧毕竟还不多见 ，更多的是在外视点客观叙述的整 

体框架中，嵌入部分的内视点叙述，主观叙述还是被封闭在“第四堵墙”内。如田汉《获虎之夜》(1922 

① 《田汉文集 ．第2卷》，北京 ：中国戏剧tti版社 ，1983年版，第 45—59页。以下《颤栗》中的引文均出自此，不再一 

一 标注 。 

② 《<田汉戏曲集)第五集自序》，《田汉文集 ·第 2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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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主调是现实主义的，整出剧表面看来完全是外视点叙述 ：山区富裕猎户魏福生的女儿莲姑与表哥 

黄大傻 白幼青梅竹马、两情相悦 ，但是随着黄家破落 ，大傻也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看重门第 的魏福 

生准备把女儿嫁到城里的“高 门大户”。幕启 时，众人在魏家客堂里围着火炉谈笑风生，魏福生早 已在 

山上布置妥抬枪 ，期盼今夜能捕获一 只大虎，好给女儿莲姑置办嫁妆 。观众透过“第四堵墙”看着并听 

着这一切。很快，幕后山中抬枪一响，被抬上来的“虎”却是身受重伤的黄大傻，莲姑请求留在他的身边 

照料 ，也不被允许。随着剧情走 向高潮 ，叙事也渐渐由外视点转为第一人称的内视点，奄奄一息的黄大 

傻以抒情诗般的语言，诉说着 自己的凄凉与寂寞： 

一 个没有爹妈 、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小孩子 ，白天里还不怎样，到 了晚上独 自一个人睡在 

庙前的戏台底下，真是凄凉得可怕呀 !烧起 火来，只照着 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歌 ，哭，只听得 自己 

一 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 间上顶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鬼 ，是寂 寞!① 

黄大傻讲述 了自己每晚上后 山深情遥望莲姑窗 口的灯光 ，回忆小时候与莲姑一起玩耍的情景 ，直至莲姑 

熄灯安寝 ，他才落寞地回到破庙柄身 。这一悲剧性的处境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 ，更加重了全剧怨愤 、悲 

凉的情调 。最终 ，绝望的黄大傻带着 肉体和精神 的双重痛苦 自杀而亡 ，一对年轻人成了封建礼教的牺 

牲品。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 ，不同视角的选择 ，其实反 映了作者的意图和风格 ，决定着故事 的重心 与指向。 

田汉称《获虎之夜》是 “以长沙东乡仙姑殿夜猎为背景写贫儿之殉情的惨史”②，无疑重点落在贫儿黄大 

傻身上，但是，由于上述的舞台表演艺术与生俱来的客观性，剧中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总是做不到像电 

影那样的彻底。多数情况下，主人公的叙述视点往往是隐含的，只能在整体客观视角中夹杂着局部但又 

相当强烈的主观视角。尽管这样的舞台处理看上去没有 电影画外音来得直接 和贯穿，主要还是依靠角 

色的行动和话语进行“呈现”，但这种叙述方法 已经区别于传统写实戏剧 的纯客观全知视角，让叙述者 

直接面向观众 ，必然大大增强情感的浓度和力度 。这固然是田汉一贯 的哀婉伤感的浪漫主义风格所致 ， 

其实也是作者受 了电影叙事方法的影响。虽然写此剧时田汉刚从 日本回国 ，还未动手拍摄 电影 ，但他 曾 

表示 ：“我是非常喜欢 电影的。我在东京读书的时候 ，正是欧美 电影发达的初期 ，当时 日本正在努力学 

步。我有许多时间是在神 田、浅草一带 电影馆里消磨 的。我的眼睛因此而变成近视。”③可见《获虎之 

夜》《颤栗》采取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了电影的主观叙述方法，直接引领观众抵达人物的心 

灵深处，体味诗一般的意蕴。过去有人批评黄大傻眺望灯光的一段诉说，不符合人物身份与性格，“与 

其说是一个农村青年，不如说是一个感伤主义诗人”④。其实仔细剖析，黄大傻正是南作者蜕变而成的 

“隐含的叙述者”，剧本突破了全知的客观视点，借黄大傻第一人称视点进行叙事，极力抒发青年人在黑 

暗现实中的痛苦感受 ，“在人的生死界上 ，挖掘出心灵深处那种在 ‘悲哀 的洗礼 ’中的美”⑤，突 当时青 

年追寻光明而不得的时代性压抑。 

如果说写实型戏剧常不得不让叙述者隐藏起来，那么“叙述者在场”却是电影常见的手法。 时中 

同电影的显性叙事方式也不在少数 ，而且这种叙述者形式多样 ，剧 中人 、画外音 、字幕等，都可以参与叙 

述。如沈西苓执导的《船家女》(1935年)，以两位老人在西湖旁，边对弈边讲述摇船姑娘阿玲的悲惨故 

事开始，进入影片的主体部分，而后又再次回到湖边对弈的老人，以他们的评述收尾。蔡楚生、郑君里拍 

① 《Et汉文集 ’第 1卷》，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 209—241页。以下《获虎之夜》中的引义均 Ḧ  I此 
冉一一标注。 

② 《在戏剧上我的过去 、现在及未来》，《田汉文集 -第 1卷》，北京：中国戏剧 版社，1983年版，第 436贞 

③ 田汉 ：《影事追怀录》，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 2页。 

④ 陈瘦竹：《田汉的剧作》，《陈瘦竹戏剧论集 ·下》，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l163贞。 

⑤ 董健 ：《田汉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 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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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以字幕替代叙述者：“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七七卢沟桥，抗战爆 

发”“民国二十八年”等一系列字幕 ，提示着时间的流动 ；片头片尾字幕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 向东流”，则进一步浓缩了影片的情绪 ，增强离愁别绪 、世事无常之感。 

袁牧之作品《马路天使》(1937年)除了客观视角以外，还以音乐承担起叙述者的任务，随着《四季 

歌》响起 ，影片的情节就会 自然停顿下来 ，银幕上出现士兵 冲锋陷阵 ，炮火猛烈 ；百姓扶老携幼，四散逃 

命等画面。由于跳出了小红卖唱的既定情境，歌曲在此时破坏了故事的幻觉认同，却强化了叙述者的主 

观表达—— 日寇的侵略 、家乡的沦陷 ，这是底层百姓悲剧命运的根源。另外 ，“在 电影中 ，总有一个片头 

字幕 以外的角色 ，这就是摄影机 。在摄影机表现得无所不在的时候 ，它的行 为很像一个无所不在的作 

者”①。《马路天使》开场那段脍炙人口的78个镜头的短切，在表现霓虹灯、车水马龙般的街道、摩天大 

楼、咖啡馆、舞厅、石狮子等十里洋场的标志性影像后，摄影机便从华懋饭店的最高屋顶一直摇到最肮脏 

的地下水沟 ，随即引出游行队伍 、看热闹的市 民，而且这组镜头多为倾斜的构图；在影 片结尾时，镜头又 

向上停在摩天大楼的顶层，一切华丽依旧，然而不远处的天空却乌云密布，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一面 

是耀眼的繁华，另一面却是阴影浓重。这一组镜头的自主运动，充分暴露了叙述者(编导)的存在，展示 

异化了的都市 图景下 ，底层百姓如蝼蚁般 的生存状态。 

在戏剧舞台上，第一次有明确的叙述者在场的演出，当属 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丽人行》(1946 

年)。该剧多达 2l场 ，时空跳跃多变 ，由于完全突破 了传统话剧的叙事模式 ，作 品问世时竞无人敢接手 

导演 ，最后还是 由富于电影拍摄经验的洪深把 它搬上舞 台。《丽人行》的编导 明显借鉴 了电影叙事手 

法 ，由一报告人直接登台讲述三位不同女性 的故事 ，并让其“常常以 ‘作者 ’的身份出现，跟台下观众做 

朋友 ，也跟台上演员打交道 ，成为剧 中人 的心绪和意见 的代言人 ，也常常是他们 的尖锐 的直接的批评 

者”②。如此之广的叙述功能 ，使该剧得 以顺利展开故事 的多个层 面，并较好地呈现 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与活动场景 。 

叙述者的在场颠覆了幻觉主义舞台尽力隐藏叙述行为、抹去叙述痕迹的叙事方式 ，从故事背景的交 

代、剧情的连接到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发表议论等，显示出更多的主体介入，虽然还只是局限在外部功 

能上——将观众拉入故事的叙述网络之中，未将叙述本身作为叙事的重点，并强调观众的参与性与自主 

性，但当时戏剧舞台上的这种变化，还是在时空、结构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自由，从而革新了话剧的演出 

形 式 

三 、独创性的视点转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的话剧与电影在各 自发展 中发生 了越来越 多的相互接触 和影响。随着创 

作人员的双栖构成和日益频繁的双向交流，话剧(也包括一部分戏曲)与电影的叙事观念相互植入几乎 

不可避免 。在这一背景下 ，到 40年代后半期 ，戏剧与电影在叙事方法上双双趋于成熟 ，就叙事的角度而 

言 ，两者几乎都出现了主客观多重视点的交叉叠合 ，而且人称和视点的转换十分 自由灵活。这种频繁又 

自如的视点转换，也反映了戏剧与电影叙事手段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如在 

本阶段创作的话剧《丽人行》《升官图》《群猴》《李国瑞》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视点转换，尤其在胡可的 

《喜相逢》(1947年)里，这种灵活的转换几乎贯穿在整个叙述之中，可以说是话剧叙事的一个可喜的 

创新 。 

如果说《丽人行》中的叙述者属于故事外叙述者，犹如电影中的画外叙述者，那么《喜相逢》就是让 

① [美]贝 ·迪克：《电影的叙事手段——戏剧化的序幕、倒叙 、预叙和视点》，华钧译 ，齐洪校，《世界电影》，1985年 

第 3期 。 

② 田汉：《(丽人行)的重演》，见《田汉文集 ·第6卷》，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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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人——刘喜 ，担任故事内叙述 者了。战士刘喜作为主人公 ，不时地在戏中“跳进跳 出”，既表演故 

事 ，又从头至尾充当叙述者。大幕拉开 ，他便向观众说 ：“我叫刘喜 ，也不用多介绍，谁都认识我 ，是个八 

路军战士”；“我原先有点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啥的。为搜了俘虏腰包，犯过一回错误，这场戏就是编 

的这桩事儿”；“少说废话，我一见了他(指俘虏王相，引者注)，这场戏就算开了幕啦”。随即一阵枪炮声 

中王相上场 ，刘喜也瞬间“跳进”剧中表演故事 。当然 ，中间刘喜还不断“跳 出”角色交代剧情的进展 ，或 

将 自己的心理活动讲述出来。譬如当王相交出身上 的五万块钱给刘喜后 ： 

刘(开始犹豫)草 !⋯⋯我也拣点洋落儿 !⋯⋯可是 ，这纪律⋯⋯哎 ，管他哩!(四顾无人，放 

进 自己腰包)你看我干什么? 

王 老乡你带着吧!(略停)对，你花就带着吧 !⋯⋯ 

刘(耳根子发热)草 !不带着还能怎么着?用你嘱咐?废话!(扛起机关 

枪 )走 !跟 我走 ! 

王 老 乡，这前⋯⋯这前⋯⋯ 

刘(立住 ，绷起脸)这钱怎么样?你还想要? 

王 这前⋯⋯这前边是咱们八路军的地方 了吧? 

刘 嗯。——废话!(自语)草!没干过这一手!乍一干还有点儿拉不下脸 

来哩 !⋯⋯唉 !这有什么问题。先解决解决困难再说 。再说 ，他这钱怎 

么来的?还不是剥削老百姓的?有什么问题 !(对王)走啊你倒是? 

王 我不跟你走呢吗? 

刘(心乱)弄的我心里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这一段戏的外部动作很简单，但重点叙述的却是“我”的细微心里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受到戏曲乃 

至电影的影响。但作为话剧 ，如何在舞台上 自如地驾驭叙述者与角色扮演之间的瞬间转换 ，在当时还是 

个棘手的问题，为此 ，胡可专门在剧本后面附上了“排演注意”：“这剧 中有几段独 自实际起 报幕作用， 

表演时希注意与角色身份调和 ，以免转到戏里去时感到突然。在结尾时倒不妨以演员身份来向观众说 

话。”②可见当时的话剧演员普遍对舞台上叙事视点的转换是不习惯的，直到 1980年代，布莱希特的叙 

事体戏剧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和效仿之后，这种演员“跳进跳出”的叙述体表演方法才成为一种重要的舞 

台形式。 

融 电影与戏剧(戏曲)的叙事方法于一体的做法，在抗战后 的电影创作中同样不乏其例。就叙述视 

点的自由转换而言，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是一个优秀的案例，也是把叙述角度的“我～‘你” 

“他”三者切换得天衣无缝的典范。影片 以女 主人公玉纹充当第一人称叙述者 ，多达二十四段 的旁 白， 

将一个原本“单薄简单”的故事编织得异常丰厚 、令人回味无穷 。正如一位影评人所指 出的：“《小城之 

春》的伟大，更在于它在叙事方面的独创。旁白的加插本来在中国电影并不罕见，但从没一部暖昧能够 

胜过《小城之春》的。”⑧此中的“暖昧”无非包含了三个层面。 

首先 ，影片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视角 ，却突破了玉纹 自身的视野所限。按叙事学常理 ，第一人称叙 

事者一般无法叙述 自己未曾经历 、未曾听闻的事情 ，属于限知叙事。而该片 中不少场景的画外音 ，叙述 

的是玉纹不可能了解的事件 ，却沿用 了“我 (玉纹 )说”。如 志忱夜晚进入礼言的房 间偷换安眠药的情 

节 ，玉纹不仅当时无从知晓，即使事后也不可能知道，但她 的画外音还是 ：“他把礼言 的安眠药倒 出来 ， 

① 《胡可剧作选》，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第 130—132贞。 

② 《胡可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第 145页。 

③ 李焯桃 ：《宜乎中国 ·超乎传统——试析(小城之春)》，黄爱玲编：《诗人导演费穆》，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l5年 版 ，第 25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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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维他命药片换进安眠药片瓶子里。”①又如，礼言痛定思痛，决计成全妻子玉纹与好友志忱。在此之 

前，他偷偷走进玉纹的房间，心绪难平地坐在妻子的床头，眼中满是爱恋与不舍，却又在玉纹回屋前悄无 

声息地退 了出来 ，这时玉纹 的画外音又响起 ：“三年来 ，他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其 问既透露 了他们夫 

妻疏离隔膜的现状，又将女主人公内心的幽怨准确地传达出来。无疑，此时此刻的玉纹无所不知，是以 

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在进行叙事，而第一人称与全知视角这种有悖逻辑的搭配，却达到了出人意料的艺 

术效果 ，使得客观叙述和主观抒情浑然天成。就像玉纹反复描述初恋情人 志忱到来 的情景 (她并不在 

场 )，那种循环往复 、一唱三叹、前后矛盾 ，实 际上是她内心情绪 的外化 ，也许潜意识里她早就期盼着这 
一

天 ，盼着志忱的到来能够打破她如死水般沉寂的生活 。 

其次 ，表面看来 ，“叙述者”玉纹的受述者是观众 ，但纵观全 片也有例外之处，听者有时又会转换成 

剧中其他人物。影片开头女主人公以平静克制的语气，交代人物、背景、日常生活状态，在内心苦闷的些 

许透露 中，分明能感受到潜在听众 的存在 ，即所有的观影者。但是 ，她 的画外音 中竟然 出现了“你”，当 

玉纹被唤出来与客人见面，终于知道客人竞是 自己的初恋情人志忱时 ，小鹿撞胸的她叙述道 ： 

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他从 火车站来。他 完全认识礼 言的家。我不知道礼言也是他 的朋友。 

我心里有点慌，我保持着镇静，我想不会是他。他毫不知道我跟礼言结了婚。你为什么来?你何必 

来?叫我怎么见你? 

这里 ，从“他”到“你”，叙述的视点进行 了无缝转接。开始时玉纹 的叙述还较平稳 ，对着观众袒露心声 ， 

并让 自己“保持着镇静”。但随着 日思夜想 的昔 日情人忽然 出现在眼前 ，女主人公的内心波澜陡起 ，多 

年积聚的情感一下子喷薄而出，叙述也即刻跳转到“你为什么来?你何必来?叫我怎么见你?”此时的 

受述者变成 了志忱 ，中问的转换没有任何过渡 ，但观众丝毫不感到突兀 ，反而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女主人 

公玉纹此刻急迫又复杂的心理活动。 

再次，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事与拍摄视点的差异。从影片第一人称的画外音来看，玉纹的叙述是其 

内心的写照 ：“人在城头上走着 ，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 ，眼睛里不看见什么 ，心里也不想什么”，“我没 

有勇气去死 ，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在一个破落的、了无生趣 的家里 ，守着一个病怏怏的丈夫 ，除 了死 

寂还是死寂。那种幽怨落寞之情一层层晕染开来，而摄影机的视点却并不完全配合叙述者，如香港影评 

人李焯桃所说，镜头的视角低于站立者的视平线，而接近一个人坐下后的目光高度，这分明是丈夫礼言 

的视线。因为身体原因，礼言不是坐在床上就是躺在椅子上，镜头对他是平视的，而对玉纹、志忱，则多 

用微仰的角度 ，无形中给礼言造成一种压力。这种特殊 的视觉效果 ，也将礼言的 自卑刻写出来。可见 ， 

“虽然故事由玉纹做第一身叙述，但镜头的高度却 暗示 了礼 言的视点”②。这种有意而为的第一人称叙 

事与拍摄视点的不和谐对列，不仅与影片抑郁苦闷的氛围极其相符，而且也折射出创作者的叙事意图， 

是激进求变，还是固守传统，这正是处在动荡时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 

很显然，《小城之春》中这些叙述视点的运用，已不光是二三十年代电影中主客观角度的兼用，而是 

更为巧妙、丰富和圆润的内在转换。应当指出的是，费穆之所以能极其出色地创造出这种叙事技巧，一 

方面在于他充分发挥了电影声画艺术的特长，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多年来对话剧、戏曲叙事的研究。费穆 

在抗战前后的上海不仅拍摄了几部有影响的戏 曲片 ，还 曾“转行”做过话剧导演 ，他领导上海艺术剧 团 

排演了《秋海棠》《孤岛男女》《浮生六记》等脍炙人口的剧目，一度被誉为沪上话剧界“四大导演”之一； 

由于经历 了戏剧(包括戏曲)的熏陶和创作实践 ，费穆 战后重 回电影界后 ，在 电影的叙事手段上 的运用 

① 文中所引《小城之春》中的画外音是笔者观摩影片时的记录。下同，不再一一标注。 

② 李焯桃：《宜乎中国 ·超乎传统——试析(小城之春 )》，黄爱玲编 ：《诗人导演费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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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以上事实都说 明，中国的话剧与电影在开始产生和成长的阶段里 ，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所想象的那种 

分裂和对抗，或者电影始终被戏剧牵着走的局面。恰恰相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共生和互动，现代话剧 

在电影和戏曲的双重影响下 ，对写实主义的基本叙事格局有所突破 ；同时，现代 电影在话剧、戏曲变革过 

程中也受到一定的启发，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叙述方法 ，尝试主客观叙事的交叉变换等新形式。艺术家 

们认识到，无论在舞台还是银幕上，灵活多变的叙述视点和方法，不仅不破坏真实感，反而能够通过视角 

转换 ，将艺术笔触伸人人物的内心，从而呈现一种 比外部真实更加动人的心理真实。 

也许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 ，戏剧 、影视作品中叙事方法的多样性，叙述视点的多重交叠、自由转换等 

早就习以为常，随着当代文化的空前多元化发展，各种跨界融合的艺术现象也已层出不穷。但作为一种 

历史研究，通过重新解读我国早期电影与戏剧在叙事性方面的相互影响，恢复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 

真实面貌，并且充分肯定这一历史经验，即在坚持与发挥各 自艺术特性的同时 ，不断地借鉴其他 艺术的 

长处，保持各类艺术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有学术价值的；也相信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对当今的戏剧与 

电影的创作 ，都是不无裨益的。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M utual Benefit of Narrative Viewpoints 

— —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 odern Chinese Drama and Films 

Abstract：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drama and film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century with the theory of narratology，hoping to thus open a new perspective OH the topic．The 

traditional drama narrative perspective is larg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ilm，but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 

development，the objectivity and omniscience of realistic drama has exerted a big impact on Chinese films， 

while conversely，the multi—angle intersection of film also helps the drama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fines of 

its fixed omniscient viewpoint of fixed，serving to enhanee the narrative ability and charm of the stage．Thi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s still of inspiration to the creation of today’S drama and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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