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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群体中，四

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陆小雅导演在女性电

影创作方面，一直坚持关注现实生活和普

通女性，着重探讨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

突及人性的渴望与无奈。其独立执导的三

部女性题材电影故事片——《红衣少女》

（1985 年）、《热恋》（1989 年）、《难以置信》

（2019年），先后问世，恰好连缀成一曲“韵

雅喉清”的女性颂歌。

在这三部影片中，陆小雅导演以其娴

熟高妙的编导技艺，塑造了雅人深致的人

物形象，演绎着随俗雅化的人生迁徙，传达

出辞致雅赡的人文关怀，值得从多角度进

行审视。

雅人深致的人物形象

陆小雅导演在其执导的电影作品中曾

塑造过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其

中，《红衣少女》（1985年）中的“安然”（邹倚

天饰）、《热恋》（1989年）中的“文洁非”（李

克纯饰）、《难以置信》（2019年）中的“桂一

花”（剧雪饰），是三位颇具人格魅力的女主

人公。

这三位人物角色分别代表着女性“为

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三重身份和

三个阶段，又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焕发出品

格高尚、情致深远的女性魅力，可谓“雅人

深致”。再结合每位人物角色所处的社会

环境来看，她们的这种人格魅力更显得卓

尔不群。

《红衣少女》改编自铁凝的中篇小说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陆小雅独立执导

的首部电影故事片，也是其银幕生涯的代

表作。影片的时代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的

80年代中期，在校师生的负面评价令安然

倍感忧愁时，她在自己的家中也难以得到

真正地理解与支持。姐姐安静评价安然

“像母亲年轻的时候”，而年轻的母亲也曾

是一个喜欢写诗的纯真少女，却在时代的

沉浮与人生的迁徙中逐渐被磨平了棱角，

变得世俗而庸碌。谁又能担保明天的安然

不会蜕变成今日的母亲呢？

陆小雅导演在影片《热恋》中延续了自

己的思考，又塑造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女性

形象——文洁非（李克纯饰）。该片改编自

易介南的小说《城市与女人》，是一部以海

南建设经济特区为时代背景的女性题材影

片。女主人公文洁非是一位刚从内地师范

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海南建省初期怀揣

梦想而来，最终却无奈地向生活妥协，嫁给

了与自己思想情趣迥异的农民企业家。文

洁非可以视作是一个“成年后的安然”，她

年轻漂亮，满怀憧憬，同样“个性很强”，而

其经历中包含着许多婚后女性的迷惘与

困惑。

面对当代女性的迷惘与困惑，陆小雅

导演在其新作《难以置信》中给出了一种勇

于突围的选择。该片改编自张宏杰的小说

《黑与白》，讲述了“为人母”的桂一花（剧雪

饰）毅然与丈夫离婚，并在丈夫因车祸亡故

后，抛弃不义之财，勇敢追求真正幸福的婚

姻生活，为儿子们组建真正理想的家庭，营

造健康纯净的成长环境。

从安然到文洁非，再到桂一花，陆小雅

导演串联起一篇女性形象的成长史，也为

自己的女性电影构建起完整的价值坐标，

借此演奏出不同旋律的人生曲调。

随俗雅化的人生迁徙

陆小雅导演的女性电影并没有浪漫缠

绵的情感故事，也不以曲折多变的情节见

长，而是偏好于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去描

摹女性角色的人生迁徙，阐明自己对命运

流转的深刻反思，可谓“随俗雅化”。

在影片《热恋》中，女主人公文洁非感

叹道：“女人的弱点，喜欢安定。”但在陆小

雅导演的作品中，女性的成长故事却总是

始于人生的迁徙。而人生的迁徙则反映着

时代的演进。

《红衣少女》就是以一个普通家庭作为

时代的横截面，展露着人性在经历动乱后

的斑驳印痕。时代的演变、地域的迁徙，深

刻影响着一家人的思想观念。人生的迁徙

实则映射思想的蜕变。人们或停留过去，

或止步徘徊，或趋向未来，在片中角色身上

形成鲜明的比衬。

诚实、正直、善良，是人们开创新时代

的必备品质。这些品质的回归，才应是时

代进步带给人们的馈赠，是由人生迁徙而

带来的思想跃进。影片对安然这样一个充

满活力的少女形象进行赞颂，正是对过往

时代的否定与摒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安然所展现出的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

代表着人们所追求和倡导的开拓精神与创

造活力。

如果说《红衣少女》是一首童心颂歌，

《热恋》则是一曲青春挽歌。《热恋》的开篇

也是一次人生的迁徙。女主人公文洁非毕

业后，乘船驶入一个新生的世界——海南

特区。在开篇眼花缭乱的镜头中，人们议

论着林林总总的敏感话题，描摹出改革开

放大潮中纷纷下海淘金的时代背景。

这正是时代跃进带给人们的思想萌

动。此时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海南特区

正是这个商品经济时代的缩影。有老旧的

街道和破败的街角，也有繁华的闹市和高

耸的楼房。置身其中，自然感觉人生可以

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个价值观念激烈

冲突碰撞的时代，文洁非的选择成为一则

时代演变的寓言。最终，这位走出象牙塔

的知识女性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清高雅致，

与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成婚。这种门不

当户不对的婚恋，代表着人们在那个年代

的思想转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获得

当时观众的广泛共鸣。

而在影片《难以置信》中，陆小雅导演

则奉献了一曲打破束缚、收获新生的真情

赞歌。该片故事同样始于一次人生的迁

徙：丧夫的女主人公桂一花带着两个儿子，

离开镇上舒适的“官宅”，迁回了乡下的旧

居，并且勇敢地与新的人生伴侣老耿（宋佳

伦饰）结合。

桂一花的这次迁徙实则是一次心灵的

净化，目的是消除亡夫对自己与儿子的潜

在负面影响。她不愿儿子在丈夫用贪污受

贿营造的荣华中成长，希望儿子能够“干干

净净的长大”。与桂一花的选择形成鲜明

对比的，则是杜小曼（周也饰）母女的选择。

影片中，贪官何有惠与奸商杜耀生狼

狈为奸。伤亡惨重的制衣厂楼房倒塌事件

正是源于他们合谋建造的豆腐渣工程。当

罪行败露时，杜耀生的女儿杜小曼为了帮

助父亲开脱罪责，并维持母亲的优越生活，

竟不惜屈从权贵、出卖自身。何小东看着

自己心仪的这位女同学走向堕落，大好青

春毁于一旦。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说：“父母

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两相比照，桂一花

的人生迁徙才是将儿子引入成长正途的正

确选择。

辞致雅赡的人文关怀

中国“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多改编

自意蕴丰富的文学作品，饱含着观照现实

的人文关怀。而陆小雅导演的女性电影

中，则对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着墨

甚多。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有着各自的

压抑与苦闷。这种压抑与苦闷源于自身得

不到所处社会群体的理解。这些女性角色

并非孤芳自赏者，她们渴望得到他人的理

解与信任。因此，她们的遭遇很容易唤起

观众的同情与共鸣。得益于这份深沉的人

文关怀，其影片的立意与格调显得“辞致雅

赡”。

陆小雅导演的影片中对成长教育的反

思历来为人称道。可以说，家庭教育与学

校教育是人们奠定“三观”并形成独立人格

的重要阶段。影片《红衣少女》讲述的正是

这一成长阶段的烦恼。主人公安然表面像

个热情善良、耿直率真的“假小子”，却也有

多愁善感的一面，时常因得不到他人理解

而烦恼。她身上的那件大红衬衫成为其心

理诉求的象征，显得意蕴丰富。安然升入

高中后，最理解她的姐姐安静给她买了这

件红衬衫。爱穿红衬衫的安然渴望被人关

注，更渴望被人理解。这件红衬衫不只代

表着外在着装之美，更代表着内在人性之

美，代表着主人公超尘脱俗、不屈从于世俗

观念的人格魅力。

陆小雅导演的影片风格流畅而协调，

但其展现的生活环境却并不协调，并蕴含

着各种矛盾。其中饱含着导演对各种社会

问题的思考。正是得益于这种深刻的人文

关怀，《红衣少女》荣获多项荣誉，成为彪炳

影史的一部银幕杰作。

这种人文关怀也延续到影片《热恋》之

中。女主人公文洁非的压抑与苦闷源于商

品经济大潮中知识层次与收入水平的严重

不对等。当时教师群体的低工资就鲜明地

反映出这种矛盾，也刺激了女主人公。她

不安于教师职业，希望寻觅新出路，实现自

己作为知识女性的价值。片名的“热恋”二

字就很能代表女主人公文洁非初到海南时

的精神面貌，可谓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文

洁非不想固步自封，希望自己的价值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认同和实现。但她的应

聘经历却无疑是对这个时代的讽喻。职场

上的藏污纳垢，使文洁非难以忍受。平淡

清苦的教师工作，又使她不甘且不平。她

最终接受了范继原的求爱，却又陷入更深

的困惑与伤感之中。“文洁非”们的人生纠

结，已不只是个体的忧伤，更是社会大环境

下群体的哀鸣。

我们在陆小雅导演创作的这些“韵雅

喉清”的女性电影中，既可以体会到电影观

念的进步，又可以感受到社会观念的更

新。正如陆小雅导演所说：“所谓电影新观

念，首先表现在社会观念的更新。社会观

念的变化带动电影观念的变化。社会总是

不断在变化，艺术家就是要去捕捉人在这

种变化中的反应，去评价社会和人的变

化。”这种创作理念亦是陆小雅等“第四代”

导演群体留给中国电影的一份宝贵财富。

（作者为四川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

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

他叫梁明，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导

演、摄影师。1978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之前，他和未来的同学张艺谋一样在工

厂里工作。

梁明的工厂在北京一个叫大山子的

地方。那时候大山子工厂很多，现在已

经快没了，不过搞美术的年轻人差不多

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大山子有个 798
艺术区。

少年时期的梁明就爱画画，“文革”

时期，学校关门不上课了，他就背着个画

架，整天在美术馆里晃，看画，临摹。他

的中学时光是在美术馆里度过的。

1978 年秋天，梁明收到了北京电影

学院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电影学

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招生，摄影系在

全国只招二十来个人。

手捧录取通知书，梁明犯了愁。在

这之前，他已经考取了一所工厂系统办

的工人大学，机械专业，可以拿到大学文

凭。梁明思前想后，最后还是遵从内心

的呼唤，选择了电影学院。

四年之后，梁明以摄影系专业成绩

第一名的资质留校任教。同时作为副摄

影，跟随电影学院的谢飞教授参加了故

事片《我们的田野》的拍摄。影片情绪饱

满，有着鲜明的学院气息，缜密中求创

新，拍摄过程中甚至尝试过当时最新的

远景特写极速转换技术。该片获得第四

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提名。

这是 1984 年，获得当年金鸡奖最佳

摄影奖的，是八一厂影片《再生之地》。

而近 40 年后，梁明受导演陈力之邀，为

八一厂新片《守岛人》掌镜，开启了一段

光荣而艰辛的“守岛之旅”。或许，这也

算是一种缘分吧。

梁明与陈力的首次合作，是影片《两

个人的芭蕾》。该片获得第 24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虽然只有 500 万

的投资，但是两个人却使出了拍大片的

劲头。影片在黄山拍了两个月，结合徽

派建筑的短长，梁明想了不少办法。白

墙黑瓦的小巷子，母女俩一趟趟走过，梁

明用广角镜头来强化小巷子空间上的压

迫感。配合升降镜头，显示出在无声的

巨大的压迫之下，角色的生命力却是澎

湃的。徽派的老式房子里没有窗子，只

有天井。于是梁明把房顶拆掉，用顶光

照明。用大光比，把胶片的光比用到头，

拍出来，角色的头发丝都是白的，绚烂之

极，返璞归真。镜头在移动车上跟着片

中的倪萍老师走，摄影师在移动车上用

机器转 360 度……拍摄中，摄影师和导

演也免不了争执，梁明还把陈力导演气

哭过。有时甚至为了一把椅子的摆法，

两个人都会较半天劲。据梁明说，较劲

到最后，一般都是他先“认输”，这倒不

是因为摄影师必须听导演的，而是他经

过反思明白了男女的思维方式是有差异

的。他尽量揣摩这位天才型女导演的思

路，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本来

做好了向东的准备，但是想想陈力导演

的“出牌套路”，他改成向西。就这样，

两人的合作越来越默契，由此成为电影

艺术道路上的知音。《两个人的芭蕾》是

梁明中期摄影创作中的集大成之作，也

是 陈 力 导 演 艺 术 旅 途 上 的 一 次 完 美

绽放。

《两个人的芭蕾》之后，两人合作了

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其中影片《谁主

沉浮》，获得了 2010 年长春电影节金鹿

奖最佳摄影奖。《谁主沉浮》从 4 月拍到 7
月，电影中的季节却是在冬天。用固定

镜头会好办些，但是梁明还是用了很多

摇臂和运动镜头。在这部影片中，梁明

对环境造型的运用已然炉火纯青。他对

空间的设计做了处理，就是蒋介石每次

出场，每个镜头都带着雨。窗户上一直

在流的水，雨丝和水纹的投影，是蒋介石

被凄风苦雨占满了的内心世界。

之后梁明继续去做导演了，先后有

《夏天，有风吹过》、《都市童话》、《吴哥

的微笑》等几部诗化电影出手。

2019 年的冬天，梁明再次接到了好

朋友陈力的邀请，请他来担任影片《守岛

人》的摄影师。尽管距离上一次合作，已

经过去了整整 11 年，但是两人的默契依

旧，像是在昨天才刚刚合作过一样。

八一厂的新片《守岛人》是一部以守

岛人王继才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影片，

讲述的是大英雄的小故事。真实的开山

岛，无法承载拍摄任务。不仅岛小，而且

渤海是灰色的。梁明和陈力导演奔波数

千里，找到了福建平潭，这里的海水是蓝

色的，有一座伸出去的半岛。

在寻找合适的外景地的过程中，梁

明也在一次次阅读陈力导演发给他的不

同版本的剧本，他似乎总是对剧本不满

意，而陈力导演总是说，别急，还要改。

这样一座小小的孤岛，普通人住三天都

可能受不了，而影片的主人公却守了 32
年。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梁明对影片

中的主人公，守岛人王继才逐渐有了一

份理解，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其实梁明自己也有过另一种“守岛”

的经历。1983 年，梁明独立拍摄了电影

《路》，影片获得金鸡奖特别奖。 1988
年，梁明开始做导演，拍摄了恐怖片《黑

楼孤魂》。出于对这部实验先锋色彩浓

烈的影片的热爱，梁明还亲自客串了影

片中的摄影家。1990 年，他奔赴美国芝

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攻读硕士。

梁明在美国一待就是六年，他一边

打工一边求学。有一天在课堂上，他的

美国同学喊：“明，快回去拍片吧！你的

同学来参加奥斯卡颁奖了……”来人是

张艺谋，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了

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

梁明心里一阵翻腾。《大红灯笼高高

挂》，摄影师原来定的是他，都做好前期

准备了，他的美国签证下来了，于是摄影

师由赵非接棒。在电视里直播的奥斯卡

颁奖现场，梁明看到了张艺谋，看到了赵

非……就像守岛人望见大海上自由航行

的帆船，艳羡，期盼，心中五味杂陈。

心爱的摄影机在一次次呼唤学子归

来，而梁明却依然坚守在那座“大学孤

岛”上，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直到把学位

证书拿到手才离开。

回国后，梁明做了影片《黑眼睛》的

摄影师。是拾穗者扑向秋天的麦浪，打

猎的人提起了春日的猎枪，是作家坐到

了久违的打字机旁，芭蕾舞演员郑重地

把舞鞋套上……《黑眼睛》是一部展现盲

人运动员的电影，运用了大量流畅而优

美的运动镜头，同时具有唯美的油画质

感。梁明手中的摄影机，令这个故事和

其间的主人公，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

这一次梁明参加《守岛人》的拍摄，

面临种种困难。影片有 32 年的时空跨

度，拍摄中有各种天气因素，下雨，落

雪，刮风，闪电……尤其在行进中的船上

拍摄更是不容易。晕船是正常的工作状

态，最揪心的，是风浪急，船上的人随时

有被海浪吞噬的危险。在岛上拍升国

旗，七八级的大风，刚上去就会被刮下

来，而主演刘烨必须站在台子上挥旗。

《守岛人》的拍摄前后持续了五个月，每

天早上七点开工，到晚上八点收工。这

五个月里，梁明没有请过一天假。

运动镜头最能体现电影的品质，这

是梁明的信条。将镜头处于动态之中，

赋予人物和景致以视觉上的韵律感，这

是梁明的追求。一边拍片，一边教书，梁

明是中国传媒大学摄影系的系主任，在

他的教学专著《影视摄影艺术学》一书

中，对运动摄影的阐述，足足占了两章的

篇幅。可是在《守岛人》的拍摄中，因为

环境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铺设轨道，让

偏爱运动摄影的梁明感觉有劲使不出，

觉得不过瘾。不过拍摄《守岛人》的经历

却让他更进一步理解了“守岛”二字的内

涵。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属

于 自 己 的“ 小 岛 ”，需 要 你 倾 尽 全 力

守望。

（作者单位：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

部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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