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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味：修复、重生和传承
———从 4K修复版《三毛流浪记》看海派电影的精神遗存 金 涛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光影记忆”

单元总是格外引人关注。上海，作为一座电
影之城，有多少秘密隐藏在时光宝盒之中。

去年， 王丹凤主演的修复版 《护士日
记》， 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明星向人民演员蜕
变的艰难历程；谢晋导演的沪语版《大李、老
李和小李》， 让我们重温了本土电影喜剧叙
事的价值。今年，4K 修复版又见新意，由张
乐平、阳翰笙等联手编创，王龙基主演的《三
毛流浪记》再度把海派电影文化传承与保护
的命题推向幕前。和数码相比，老胶片始终
是有生命的， 这些上海出品的早期电影，时
隔七十载回望都还余温尚存。毕竟，对老上
海人而言，它代表了城市文化的灵魂、电影
工业之源流，更是市民记忆的闪回。

老电影的味道历久弥珍。对经典作品的
数码化修复，不应仅看作是对旧的整理，其实
也是新的发掘，不同于老宅翻新，每一片残砖
颓瓦里， 都包含着丰富的城市历史底蕴；每
一寸泛黄胶片中，都藏有独特的电影艺术价
值。这种日积月累式的掘进是海派电影不朽
生命力的延续。一是技术手段上修复，对胶
片影像等物质形态进行长久保护；二是品牌
形态上重生，对内容故事和人物形象进行经
典诠释；三是精神理念上传承，早期上海电
影对城市文化的塑造、海派传统的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对本土文化成果的悉心呵护和系
统整理，也是上海文化重视“源头”建设的初
心所系，使命所在。

黑白之间：城市影像和世俗关切

《三毛流浪记》的“跨时代”特征，至今仍
为影迷们乐道。当年，昆仑影业拍摄此片恰
逢 1949年， 全片大部分的拍摄完成于上海
解放前，余下一些部分则是之后补拍，并为
当年国庆献礼。由此，它成为一部“跨时代”

影片，并且保留着耐人寻味的“双结局”。

如今，时代风云已散，重睹这部老电影，

如同把玩时光沙漏，滤去文本层面人们熟知
的主题、人物和故事，剩下的是影像层面极
为珍贵的画面、景观和历史信息。据导演严
恭在自传里回忆，《三毛流浪记》四分之三的
场景是在大都会上海街巷的真实环境中抢
拍的， 因此整部影片还原了真实的 20世纪
40年代末大上海都市生活的原生态图景，通
过大量的街景实拍，勾勒了十里洋场的纸醉
金迷、乱世街头的民不聊生和黎明前夜的躁
动不安。

全片选取流浪儿的视角十分巧妙，因为
它更便于窥见“冒险家乐园”的魔幻特征: 影
片第一个镜头就是晨雾中清道夫的板车走
过的街巷场景， 依次呈现的是市井百态，有
在熙熙攘攘的早点食品街上，各类人群的食
行状态； 有在清晰的黄浦江钟楼的钟声中，

报童抢售早报的情景；有北四川路拱形桥头
流浪儿抢推三轮车的现象；也有流浪儿在饭
馆后门剩饭桶前争食的场面，街边挂牌出卖
亲生儿女的惨景……这些都是经历过民国
时代的上海市民司空见惯的社会真实景观。

在这广阔的前景中，很自然地就将观众引进
主人公“三毛”所生存的具体环境中，黑白画
面虽嫌模糊却非常纪实， 镜头呈现细致入
微，许多细节即使放在今天仍能给人触动。

电影作为高度综合的艺术手段，在保存
和反映城市生活记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美学优势。 以黑白影调为特征的老上海电

影，忠实记录了城市的生长和变迁，它有两个
基本特征：第一，都是在上海真实空间取景和
拍摄。第二，影片内容大多反映当时的上海现
实生活。《三毛流浪记》 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扛着摄像机上街头”的作品，它之所以受到二
战后兴起的西方“新现实主义”电影纪实学派
的关注，跟影片在制作过程中，大量实景拍摄，

无意中真实记录了新旧时代更替的瞬间，留下
了珍贵的历史画面有关。上海解放前后的城市
生活影像资料，此前只见于苏联摄影师的纪录

片，《三毛流浪记》的先锋性和引领作用，至今
痕迹可见。

比较电影镜头下的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影
像，有学者认为，北京是男性视角，格局方正，

性阳刚；上海则是女性立场，骨骼清奇，性阴
柔。海派电影从来不缺的就是世俗关切，对世
俗的热爱，表现在对城市物质生活的细微洞察
中，《十字街头》里的“二房东”、《马路天使》中
的“亭子间”、《三毛流浪记》中“黄包车”，都深
深地留下了都市印记。贴近现实，追求时效，凡
有社会价值、有卖相的社会题材，在当时皆是
摩登，在当下更成珍稀。《三毛流浪记》为了规避
国民党当局审查，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片中流
浪儿都选自福利院真正的流浪孤儿， 他们演出
的真实感很强，被倒逼出来的街头“现场抢拍”

方法，对场面调度、演员表演和服装、道具、化妆
的配合都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今看来，反倒是制
作上最大的亮点。流浪儿们在四川北路桥、南京
东路和外滩、外白渡桥桥洞下等处的群戏，为后
人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影像样本， 人们从中感受
着“已经流逝、消耗，或者尚未拥有的时间”，慨
叹上世纪 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所深藏的
艺术价值。

流浪孤儿：IP 价值和经典传承

多少年来， 提起上海电影的经典人物形
象，总是绕不开“三毛”。所谓“圆鼻光头三根
毛，困苦凌辱一人扛”。这个形象从漫画、杂志
舞台到电影，几乎妇孺皆知，在不同时期被不
同艺术形式多次诠释，从流浪、从军、解放到新
生，假定情境合适，故事脉络清晰。至今，仍有
不少机构在续写“三毛”的传奇。

张乐平画笔塑造的 “三毛”， 基本人设是
“好孩子”+“苦孩子”，核心主题是“个体解放”+

“国家救亡”。他正直、勇敢而率真，顺应所有中
国父母对孩子理想人格的想象；他孤单、贫贱
却乐观，符合所有西方父母对少年成长磨炼的
理解。“三毛”形象甫一问世，即深受东西方读
者的喜欢。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漫画博物馆里，

我们看到了专门竖立的“三毛”塑像，在世界漫
画史上，他和埃尔热的丁丁一样，占据着相应
的位置。

“三毛 ”之所
以成为经典，在笔
者看来，不仅是性
格和形象惹人同
情和喜爱，还在于
这个角色语境是
高度浓缩的。中国
漫画的长廊里，并
不缺乏孤苦伶仃
和苦大仇深的形
象，但难能可贵的
是鲜明、灵动和深
刻。如同狄更斯的
《雾都孤儿》 所塑
造的奥利弗一样，

作者把“对于社会
上千百个孤苦无
依的弱小者无限
的同情和深切的
爱怜倾注到了一
个人身上”。 因为
善良，他能和这个
泥泞的世界相处
融洽； 因为正直，

他能在肮脏的街头枕衣而眠。

“三毛”被反复解读，因其呈现出丰富的文
化多义性。我们从张乐平创造的“三毛”世界
里，至少读到了 4个不同的“三毛”身影。一是
流浪儿。借助“无家可归”来表现尖锐的贫富冲
突，指向阶级对立，展示一个悲惨世界。二是外
来者。通过“乡下人进城”的视角来表现鲜明的
城乡差别，表现无处不在的文化隔阂。三是小
人物。 通过展现社会底层挣扎生存的状况，表
达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和强弱反转。 四是游侠
儿。通过表现儿童群体之间互帮互助，勇敢地
与不公、不义、不法斗争，表达善恶分明的道德
立场。贫富、强弱、城乡和善恶的二元结构在人
物身上交织和叠化，展示了作为乡土中国“异
质”文明的大上海的光怪陆离。

“宁愿睡大街，不做富二代。”这并非自觉的
阶级意识，而是儿童中最质朴的情谊，朋友间最
豪迈的侠气， 传统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志气。“三
毛” 是时代和人物结合的产物， 他的文化基因
中，混杂了与城市拉开距离的乡土意识、反成人
化的孩童视角和反殖民化的民族情结，既有属
于上海的一面，也有超越时代的一面。

实际上，海派文化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三
毛”始终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文化人格。从社会
学意义上说， 旧上海的市民阶层由资本家、职
员、产业工人和苦力四个层次组成，中下层市
民为审美主体， 他们需要做更多的白日梦，期
待自身形象的呈现。当下，“流浪儿”早已不复
在，但“小人物”“外来者”和“游侠儿”却一直在
传承。上世纪 80 年代，家喻户晓的“滑稽王小
毛”似曾相识。人们惊喜地发现，操着一口韵味
独特的苏北上海话，热情、憨厚、乐于助人又疾
恶如仇的“三毛”又回来了。城市化进程中，市

民需要书写平凡生活，致敬“市井英雄”，根植
于里弄巷陌的“三毛”的意象被反复地消费和
吐纳，满足了市民潜在的心理需求。

浮世苦乐：海派叙事和喜剧传统

上世纪 40年代的上海电影中， 有一条很
深的胎记，就是喜剧脉络。关注现实的凡俗人
生，反映浩瀚都市中的渺小、卑微生活中的快
乐。从《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到《太太万岁》

《三毛流浪记》，当电影将这些洋场风景一一展
现出来时，既有对“浮世的悲哀”（柯灵语）的感
叹，也夹杂着对“乱世的苦乐”的捕捉。

《三毛流浪记》的题材是苦戏，但是，它的
叙事方式却是悲喜交加的，这和漫画的喜剧底
色有关，张乐平以机智的笔触，精心地结构了
一组组笑中带泪的画幅， 描写了瘦削矮小的
“三毛”孤苦伶仃、四处流浪的悲惨生活，并将
他乐观幽默而又不畏强暴的性格表现得淋漓
尽致，“三毛”的人物造型简洁诙谐、生动传神，

本身即具有极高的喜剧价值。

近处的喜剧就是远处的悲剧。《三毛流浪
记》 深受上世纪 30年代上海新兴电影运动的
影响，以“批判”为主要姿态的进步电影，出现
了讽刺喜剧的样式，含着泪水的悲喜剧大行其
道。《三毛流浪记》呈现了一种灰色童话的影像
风格，前半部略带“卖火柴的小女孩”式的悲剧
色彩，后半部具有“灰姑娘”式的喜剧色彩，这
种“控诉-讽刺-荒诞”的叙事结构是抗战后上
海喜剧电影的套路，闹中见讽，刺中带泪，辛辣
地嘲讽洋场腐败，揭露社会畸形，用荒诞的形
式表现喜剧，更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

《三毛流浪记》大量借鉴了好莱坞早期喜
剧类型片的手法。“黑帮教授偷东西”和“商场
偷布追逐”两场高潮戏，运用了经典的“猫捉老
鼠”程式，是全片最具笑果的桥段，这里既有大
卫·里恩的《雾都孤儿》的影子，更有对卓别林
《淘金记》和《马戏团》的模仿。“三毛”全片台词
不多，主要依赖动作，人物的外形服饰、肢体语
言，甚至举止神态，深受默片时代电影语汇的
影响。王龙基的表演十分灵动，尤其在开放场
景与即兴表演状况下， 能不断制造戏剧高潮，

带来黑色愉悦， 对一个 8岁的小孩子来说，实
属神奇。

此外，《三毛流浪记》还创造了喜剧片的高
潮，片尾“少爷命名庆典”的高潮戏中，几乎云集了
所有的海上明星。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姚姚，以及
赵丹和黄宗英、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

魏鹤龄和袁蓉、项堃和阮斐、凌之浩和沙莉、刁
光覃和朱琳七对夫妇，孙道临、吴茵、中叔皇、项
堃、林默予、章曼萍等 50多位大牌明星都在片中
充当群众演员，表示对“三毛”的关爱、对影片的
支持。这恐怕是中国电影最早的“贺岁片”模式，

也是对 40年代上海电影空前的致敬！

以平民精神为核心的海派叙事中，喜剧最
为传神， 作为上海电影最早成熟的类型，“三
毛”提供了一个本土化和国际范成功结合的喜
剧样本，在这个流浪儿的故事中，我们时常能
看到东方漫画式的人物造型、好莱坞默片喜剧
的肢体语言和江南滑稽的表演程式， 三者之
间的水乳融合， 正如导演严恭在自传里总结
的一段话：“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 电影的内
容和形式绝不能与过去相同， 然而现实主义
是必须保存的， 民族文化永远是我们安身立
命的灵魂！一定要向国际学习，然而，不能一
味屈从所谓‘国际潮流’和‘国际趣味’，失去
自己的思想灵魂和民族文化传统。”

海派电影文化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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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进书店拿起
一本书，常会看到书上的
腰封，还有上面几乎“闪
瞎”眼睛的文案：要么超
级畅销，要么一堆名人推
荐 ， “畅销 XXX 万册 ！”

“XXX 推荐！” 语句浮夸
到颇似电线杆上贴的小
广告，有读者干脆把这种
腰封叫作“妖封”，极言其
有多么讨人嫌，建议大家
丢掉了事。

某读书网站上有一
个名叫“恨腰封”的小组，

名字简单犀利， 意思明
确： 拿起一本心仪的好
书，常会被横亘（亦有竖
立）的腰封倒了胃口……

哪些图书腰封倒了
读者的胃口？比较常见的
是滥用名人推荐。笔者听
一位出版社编辑说，有些
腰封经常密密麻麻挤着
五六个知名推荐人的名
字，“莫言得诺奖后，在腰
封上的出镜率一下高了
许多”。

还有的腰封文案脑
洞巨大，比如某本书的腰
封印有 “乔布斯托梦说
好”字样，另一本作品不
甘落后，印有“托梦推荐 ｜

托尔金 还珠楼主 王度
庐 古龙”。

如今， 那些文案浮
夸、质量欠佳、画蛇添足、

不方便携带、破坏书的整
体艺术设计感的腰封，已
引起读者普遍反感，有人
愤然斥之为“那些不是图
书腰封，简直是‘妖封’！”

其实，所谓“腰封”，

即新书出炉时，按照图书
装帧艺术设计，在封面包
上一条或横或竖的腰带
状纸条，印有与图书相关
的宣传及推介性图文，也
称书腰。腰封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从日本
传入我国的，目前在图书出版、装帧艺术
中已成风尚。作为图书的附属品，好的腰
封是图书装帧的一部分， 再加以对书籍
内容介绍的简洁、准确、灵动，不仅可以
方便读者选购图书， 而且还成为书籍整
体审美的一部分。

“书腰制作在于吊人胃口。” 日本著
名畅销书推手井狩春男的这句话， 时下
正成为一些出版商、图书策划者、出版人
以及著者的必修课，但深得其要领之余，

也难免有人把好经念歪， 他们绞尽脑汁
地在此方寸之地搜集天下各种惊跳之
语，推荐的推荐，导读的导读，尽可能拉
来耳熟能详的名人撑“腰”，有的腰封甚
至将名人名字印得比作者名字还大，新
人则借助名人“攀龙附凤”，名人不甘寂
寞或情非得已地“捧场”，用五花八门、华
而不实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不少图书
腰封愈来愈脱离图书文化艺术的设计范
畴，而逐渐变成被滥用的营销工具、广告
标识、炒作媒介，成了赤裸裸低品质的招
徕与吆喝。

前述的“恨腰封”小组，其主要任务
就是批评一些推介文字与实际图书情况
不符的纯广告性质腰封。当然，读者大众
的反应也说明问题， 不少人表示看到恶
心腰封反而断了买书的欲望， 或者买来
书后第一件事， 便是把腰封毫不留情地
撕掉， 扔进垃圾桶。 无法接受这样的腰
封， 有时是源自广告文字令人心生厌
烦———一册明明是肥皂剧本质的图书，

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实在不厚道。

纷纷扰扰的腰封， 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如今出版界的浮躁风气， 对于真正
的爱书人， 这样的书品在包装上就已不
啻为灾难。泛滥的腰封，也让笔者联想到
兰姆在 《读书漫谈》（选自 《伊利亚随笔
选》）中说到他的读书经验：有一些东西，

虽然有书的外表， 却不能把它们当作书
看，每当看到那些披着书籍外衣的东西，

高踞在书架之上，就禁不住怒火中烧，它
们是一些衣冠楚楚的欺世盗名之辈，恨
不得把它们身上的那些非分的装裹统统
扒下来。如果作品本身脍炙人口，它的外
表如何并不重要。从某些方面说，愈是好
书，对于装帧的要求就愈低，把一部莎士
比亚或弥尔顿的作品打扮得花花绿绿，

则是一种纨绔子弟习气……

华而不实、 夸大其词， 让人困惑反
感、背弃阅读精神和灵魂的腰封，不要也
罢。

       卡萨维蒂告诉我们的 李墨波

第 22 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是影
迷们的节日，在这
里，他们不仅可以
看到全世界最新最
优秀的电影， 还可
以重温影史经典，

坐在影院中致敬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和心
中的大师在光影中相逢。 今年适逢美国导演
约翰·卡萨维蒂诞辰 90周年、 去世 30周年，

“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卡萨维蒂 7部电影作
品，回顾他的创作历程，向这位卓越的电影大
师献上敬意。

喜欢好莱坞大片的年轻观众对乔治·卢
卡斯、斯皮尔伯格这样的类型片巨擘耳熟能
详，但对卡萨维蒂可能还颇为陌生。卡萨维
蒂 1929年出生于纽约，最早从事表演，29岁
时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影子》，从此开启了独
立电影生涯，他曾拍出《首演之夜》《受影响
的女人》《面孔》《夫君》等佳作，以独特的影
像风格在电影史上留下鲜明的烙印，是美国
电影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卡萨维蒂的电影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
活力，他所用的演员也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
生动。 即兴表演和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是
卡萨维蒂创作上两个鲜明的特点。他推崇即

兴表演，演员出身的他深谙表演的堂奥，他深
知只有在即兴状态下， 演员才是生动鲜活的，

才会摆脱程式化和概念化的表演，才会碰撞出
灵感和火花， 才会把真实的自我呈现给观众。

为了不打断演员的表演，他的镜头调度也非常
灵活即兴，像是一首即兴演奏的爵士乐，虽然
有些画面会有焦点不实和“越轴”，但都不妨碍
他流畅的电影表达，他也凭借这样自由的镜头
调度营造出真实的空间气氛，展现日常生活的
切面。

卡萨维蒂的创作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
合。在拍摄之前他会进行充分的准备，写作详
细的剧本，但是在拍摄过程中，他又会给予演
员足够的自由度，让他们即兴表演，集体创作，

这样的创作方法使得他的电影同好莱坞传统
大制片公司体系的制作模式区别开来，呈现出
一种灵动和鲜活，而没有寻常电影中的套路和
陈词滥调。

虽然卡萨维蒂早已凭借电影确立起在影
史上的地位和名声，但资金依然是拍摄中最大
的难题，他几乎一直捉襟见肘地拍着自己的电
影。他招来朋友们出演，在岳母的房子中利用
晚上时间拍摄，为了拍摄《受影响的女人》甚至
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
向商业妥协， 坚持只拍摄自己喜欢的电影。这
种独立的创作精神为马丁·斯科塞斯所称道，

他这样评价卡萨维蒂：“卡萨维蒂就是独立精
神的典范：不要被周遭所影响，做你发自内心
想做的事，永不言弃。”

卡萨维蒂影响过后世很多导演，斯皮尔伯
格曾在《面孔》拍摄时担任过卡萨维蒂的助理，

并学到了如何与演员相处；维姆·文德斯的第一
部电影就是模仿卡萨维蒂；而像《这个杀手不太
冷》《鸟人》 这样的电影更是直接受益于卡萨维
蒂的作品。在东方也有他的拥趸，阿彼察邦是他
的粉丝，王家卫也曾在《重庆森林》中向他致敬。

实际上，从上海电影节的片单中，我们可以发现
电影导演们先后传承的脉络。 比如卡萨维蒂曾
经影响过马丁·斯科塞斯和斯皮尔伯格，而他们
又影响了更年轻的导演。 从小津安二郎到侯孝
贤，再到贾樟柯，亦是一种影响和传承。这就是
大师们的价值所在，他们让后来者难免落入“影
响的焦虑”，他们的艺术探索泽被后世。

实验性的电影因其前卫探索的姿态，很少
能在当下就受到大众认同，因此在市场上常受
冷遇。艺术家忠实于内心情感，忠实于自我表
达，不被商业资本所左右，他们以非凡的勇气
直面内心，守护价值，不断开拓艺术表达的疆
界，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护。他们的探索
前行，奠定了今天的艺术面貌。对于大师们的
深奥晦涩，我们也许暂时看不懂，但是终究会
在某一天，在不经意的瞬间，在电影的余韵中，

重新和大师相遇。他们的艺术创作正如那源头
之水，一路潺潺，终会流入观众的心田。

卡萨维蒂几乎所有的电影主题都是关于
爱，他描述人们的爱与被爱，描写那些处于情
感和心理困境中的人，他愿意深入人物内心深
处，去触摸脆弱和伤痛，体现出一个艺术家对
人性的洞察和深刻的悲悯。他的电影呈现了完
全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风貌，对于美国电影而
言，他是一个异数，同时又是无比宝贵的存在。

他一直坚持在好莱坞的大制片公司体系之外
进行独立表达，让我们得以窥见美国社会生活
的不同面向，从不同角度去拼合出一个时代的
样貌。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在卡萨维蒂的电影
中更能接近美国生活的真貌，而不是在那些带
来感官刺激的大片中。如果美国电影没有卡萨
维蒂，那实在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卡萨维蒂用创作确认了电影艺术不仅仅
是取悦大众的商品， 更是关乎内心的艺术创
作。在今天，商业至上和娱乐至死，让不少电影
的创作处于喧嚣和浮躁之中，能够严肃思考并
真实呈现时代经验的电影几乎是凤毛麟角。一
窝蜂地跟风创作，或者任由单一类型的电影独
享资源，并不是健康的电影生态。

我们在看到电影的商业属性的时候，也要
看到它的人文属性， 电影不只是赚钱的手段，

亦是载道的工具。如果在银幕上看不到我们自
己的生活，没有人去记录我们的时代，关于我
们自己的经验在电影中得不到印证，这无论如
何都是一种缺失。在众声喧哗之中，总要有人
去忍受孤独，忠实地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悲
欢，俯首倾听普通人的心灵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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