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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影中传统音乐文化
及其产业化研究

——以粤西地区音乐类非遗为例

■文/吕春媚

人生百态：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光效造型

■文/黄丹红

2018 年 11 月，意大利著名导演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与世长辞，对于

欧洲电影乃至世界电影来说，这无疑

是一次“巨星陨落”般的打击。经典

的力量永不褪色，而大师的风采也永

远铭刻。作为意大利电影巨匠，贝纳

尔多·贝托鲁奇一生以导演身份产出

的电影作品达16部之多。从主题上

看，其作品哲思深刻，兼具现实性和

艺术性，宏大的视角下兼顾微观的情

感。从视听角度分析，其作品整体呈

现出一种精雕细琢的质感，从场面调

度到色彩表意，从音乐传递到镜语表

达，处处都将电影之美推向极致。

其中，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对光

影出神入化的运用可以看作是其艺

术风格的核心，光效成为其塑造电影

造型的重要手段，也因此产生了一系

列电影经典。

从绘画到电影：

视觉艺术的光影渊源

意大利这片热土，具有源远流长

的文化艺术根基，文艺复兴的先锋意

识始终存在于意大利艺术家的血液

中。从二十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新现

实主义运动，到以费里尼、帕索里尼、

安东尼奥尼为代表的意大利新派艺

术电影浪潮，再到以贝纳尔多·贝托

鲁奇的当代艺术电影创作，在西西里

岛上，电影的艺术样貌一再被更新和

充实，其中的更迭，也折射了艺术家

们对光影表达方式的不断探索。

回归到电影本源，电影来源于

光，也成就于光。正如我们所知道

的那样，从创造角度看，摄影机的发

明以及摄影技术的发展毫无疑问是

电影产生和发展的技术基础，早期

的电影还没有聚焦于情节、人物、思

想性等层面的挖掘，但是却自然地

从“纯记录”开始了。究其原因，不

过是技术条件阶段性成熟后催生的

尝试。电影的摄影机，一个以光学

原理为基础,由光学和机械构件装配

起来的设备，法国理论家让·路易·
鲍德利肯定了摄影机对影片制作的

决定性作用，认为其在光效的区别、

画面的差异以及记号标记等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摄影机通过暗箱模

型来实现影像的建构，而究其根源，

这一光学创造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鲍德利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投影法与之有

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成为了电影的

最初模型。其后暗含的逻辑即是：

同为视觉艺术，摄影催生了电影，而

摄影的原型则来自于绘画。如果说

摄影技术是电影的技术根源，那么

始于绘画的光影技法，可以被看作

是电影作为视觉语法的根源。以此

为切入点，当我们把视线迁移到绘

画的历史中，可以明晰的是，对光的

运用和探索始终深深镌刻于世界绘

画艺术之中。从卡拉瓦乔的现实主

义明暗对比法，到伦勃朗进一步深

化的“伦勃朗光线”，从委拉斯贵兹

的暗调强光，到鲁本斯的透明技法，

再到印象派的后天色调，无一不体

现着与光的紧密联结。电影剥去

“视觉暂留”的幻觉机制，也可以说

是静止画面的动态演绎，无论是光

影绘画还是光影摄影，对于电影来

说，都是自我解构后，同根同源的视

觉艺术。回到电影艺术——光影作

为极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始终贯

穿于电影创作的始终，一部影片的

成功，需要创作者以“光影思维”运

用各种照明效果，通过控制光的颜

色、强度、方向和受光面积，创作影

片空间深度、勾勒叙事对象轮廓、塑

造人物形象、表现场景氛围，创造出

特殊的戏剧效果。回顾贝纳尔多·
贝托鲁奇的创作历程，对绘画、摄

影、光影的一体化艺术转化与探究，

确然渗透其中，并处于举足轻重的

位置。

从导演到摄影：

探寻光的流动与形态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父亲是意

大利著名诗人、影评家。家庭环境为

贝托鲁奇的艺术道路提供了先决条

件。受父亲的影响，贝托鲁奇的创作

从诗歌开始，最终选择到电影艺术领

域深耕。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师从意

大利著名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

尼，涉足影坛之初，就以副导演的身

份参与帕索里尼的电影《乞丐》的制

作。次年，贝托鲁奇获得了执导电影

《死神》的机会，这部源自帕索里尼文

学创作的电影，成为了贝托鲁奇的处

女作。之后的几年，贝托鲁奇相继创

作了《革命前夕》、《搭档》等影片，对

光影的色彩明暗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而贝托鲁奇电影创作的转折点

则出现在与摄影师维托里欧·史特拉

洛的相遇与合作——从《蜘蛛的策

略》开始,维托里欧·史特拉洛开始在

贝托鲁奇的电影里担任摄影师，他的

摄影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贝托鲁奇光

影风格的艺术创造功能。至此，当我

们讨论贝托鲁奇的作品时, 就不能无

视史特拉洛的摄影工作。如果说《蜘

蛛的策略》是两个人合作关系的试探

和磨合的话，那么《同流者》就是二人

的第一次“共谋”，以及之后的《巴黎

最后探戈》、《一九九零》、《末代皇

帝》、《遮蔽的天空》、《小活佛》等影片

的相继问世，其中的光影流动也一再

进阶，迸发出了二人新的探索的火

花，也一步步使得贝托鲁奇电影中光

效造型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

史特拉洛的父亲是一名电影放

映员，从小在光影中长大的他，也对

光影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与灵活的

创造力。他出身国立电影实验中心

（意大利中央电影学院），从摄影导演

助理入行，其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与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弗朗斯西·科波

拉、卡洛斯·绍拉、伍迪·艾伦等大导

演合作。其中，掌景贝纳尔多·贝托

鲁奇作品过半数，其合作关系之亲

密，不言而喻。史特拉洛在创作中着

力践行“以光线书写”的艺术理念，前

期主要探讨自然光效的技法，后期进

一步转向动态光线效果的探索。在

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拍摄的过程

中，史特拉洛和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一起，从绘画艺术中攫取光的灵感，

深入研究光与世界的反应，不断尝试

在电影中展现光的流动性和最终形

态。从《蜘蛛的策略》中运用自然光

效强化影调、运用点光源打造戏剧效

果，到《同流者》中运用建筑实体、百

叶窗等，强化光与影的互动，呈现光

的流动性；从《巴黎最后的探戈》中专

注房间的氛围的影调，探索光在玻

璃、镜面等的不同介质下的呈现效

果，到《末代皇帝》中从时间长度和心

理深度两个层面，扩展光影的叙事时

空，成就揽获奥斯卡九项大奖的扛鼎

之作，再到将个人艺术趣味发挥到极

致的《小活佛》，光影纵横在电影创作

中，也纵横在两个人的艺术人生中。

从客观世界到内心世界：

影调的双重书写

如今，“电影不再像刚开始时那

样，模仿客观的运动，而是表现视角

的变化，呈现出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

人物的转换，或者从一个人物向事件

的滑移”。从人物角度看，将在电影

空间内完成人生叙事，从情节角度

讲，便是在电影空间内透视人生状

态。如果说电影最初的光影目的只

在于复制和再现，那么随着其发展的

不断深入，光影的表意功能也不断深

化，揭示电影故事维度的时空关系，

刻画人物、描写事件，凸显时间的流

动感等，光影的多面性也随之被不断

挖掘。从呈现对象来看，光影的指向

可以分为客观世界到内心世界两个

层次，前者包括对事物的展现、对事

件的描绘和对时间性的刻画，后者则

以光影暗示、隐喻等方式完成对人物

内心世界的刻画。在贝纳尔多·贝托

鲁奇创作中，在以上两个层面皆有不

俗的成就。

《蜘蛛的策略》是贝纳尔多·贝托

鲁奇和维托里欧·史特拉洛的首次合

作，这部影片的光影风格化并不明

显，其中对点光源的运用成功地完成

了画面主题的聚焦，创造了一幕幕足

以名留影史的唯美镜头：如主人公提

灯、在蓝灰色的夜幕下，黄暖光照射

着桌上的西瓜、主人公在酒馆时三个

吊灯形成斜线的经典构图等。在二

人一体化的创作体系中，这部影片的

光影风格化并不明显，但这部影片却

被看做是《同流者》的先声。

十七世纪巴洛克派画家卡拉瓦

乔的绘画风格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在他的画面里强调光和影形成的明

暗对比，在明暗之间去构造戏剧化的

冲突，同时又坚持以平民视角，完成

写实主义的刻画。他的名作《圣马太

蒙召》把光的穿透性表现到极致，表

达到完美，人物像是被强光所穿透，

明暗之间，构建了一幅横向的人物关

系。斯托拉罗被卡拉瓦乔的《圣马太

蒙召》所震撼，从这幅画中他第一次

清楚地了解到了光线是如何在一个

空间中穿梭的。这种对于光的感悟

在《同流者》中得以实现，在这部作品

中，斯托拉罗捕捉到自然光从建筑外

部透过百叶窗照射到室内，投射到人

物身上所产生的纵横的效果，一方面

描绘了城市（罗马）的严肃性，又隐含

了人物如身处牢笼般的内心感受；从

罗马到蓝色的巴黎，又用光线的颜色

达成了空间的转化。之后的《巴黎最

后的探戈》中，二人开始探索光线的

更多可能性：男主人公保罗在妻子自

杀的浴室默默地等待清理，暖黄色的

壁灯作为点光源，人物的形象被简化

为一个轮廓；光线透过浴室中间的菱

形玻璃形成模糊的光斑，浴室也被分

割成为两个空间；保罗与岳母处理妻

子的遗物，浴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一

暗一明、一冷一暖，在完成空间分割

的同时，也暗示了处于不同空间中的

不同人物的心境；似乎受到委拉斯贵

兹、弗朗西斯·培根的色调影响，空荡

的公寓中，如黄昏般的影调笼罩。到

了《末代皇帝》，光线与色调的相生关

系成为探索的重点——“物体的色彩

是由光的照射而产生，物体的固有色

是不存在的”，这是印象派创作的根

本理论，也成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光影创作的底层逻辑。在《末代皇

帝》中，溥仪的一生被不同的色调串

联起来，从童年进宫的橙金色（皇

宫）、黄色（天灯），到成年时成婚的红

色（喜服，新房），再到伪满洲国时期

的蓝紫色，“现在”的暗灰色、青绿色

（火车）、白色（雪）等等，贝纳尔多·贝

托鲁奇通过物体的反射，赋予光以颜

色，赋予画面以色调；不仅通过光的

色彩完成了时间流的打造，也通过色

调完成了时空的转换。

（黄丹红，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数字媒体、动画）

粤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是广东

省西部沿海地区的简称，当前行政区

划上包括湛江、茂名、阳江三个地级

市。粤西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

在安史之乱后中原汉族为避免战乱

波及大举南迁，开始了多次中原人口

与文化的南迁历程。明万历年间，迁

移至江西南赣、福建汀州、广东粤东

北几地的汉族再迁到粤西与广西交

界一带，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在清

代光绪年间形成了目前粤西地区的

文化主流——客家文化，从而以客家

文化与客家音乐衍生出流行于湛江、

茂名、阳江三市及粤西方言区的传统

音乐种类。

粤西地区音乐内容广泛，主要

包括粤剧和客家音乐、小曲及地方

性民歌曲艺等，乐器使用上结合了

汉族民乐器与粤西少数民族乐器特

征，以传统丝竹以轻柔、细浓的音色

特点传承数百年之久，以清新流畅、

悠扬动听的粤西风格备受民众的喜

爱。其中，廉江涯歌、雷州姑娘歌、

八音锣鼓三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

粤西地区的鲜明地方色彩和独特风

格，其影响更是遍及大江南北，流行

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是岭南民

间传统文化的瑰宝。

在广东地区的中国电影创作实践

起步之后，粤西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为客家文化的宝贵资源有机

地融入电影创作中，借助以珠江电影

制片厂为中心的电影产业集群，获得

了充分产业化发展的条件与优势。

廉江涯歌

廉江市是广东省湛江市的代管县

级市，其中的塘蓬镇、石颈镇、和寮镇、

长山镇、石角镇五镇孕育出了著名的

廉江涯歌，这种饱受人民喜爱的民间

音乐艺术还随着人口迁徙与跨地域贸

易流传到了广西英桥等地，2018年被

广东省人民政府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廉江涯歌是一种以客家方言为基础形

成的民间音乐，主要有“山歌”和“木

鱼”两种。“山歌”七字一句，四句一首，

音调高亢，旋律悠扬。传统的“山歌”

主要有山林田间的表情歌谣与专为唱

歌搭建的歌台两种，前者的歌唱场所

在山岭或田间的劳动场所，唱歌者多

是犁田、割草或巡田放水的劳动者；后

者的歌唱场所则是歌唱高手为了赛

歌、对歌专门摆起的对歌台，上台的歌

手往往是公认技艺超群的歌唱者，上

台后会与对手或台下的众人对歌。“山

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涵盖了廉江

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通常来讲，如

果歌者是放牛的老伯和牧童，内容则

抒发以对自然的感受 ，或生活中的困

苦忧愁为主；如果是年轻的农民，内容

则相对浪漫缱绻，以青年男女之间的

恋爱情歌为主。

随着时代的发展，“山歌”的歌唱

形式与内容不断与时代相结合，抗日

战争时期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歌“石榴

青青石榴青，阿妹出嫁抑或招亲？你

要招亲就招我，又会种田又能当兵”就

将歌唱恋情与征兵结合起来，简单朴

素的歌曲充分凝聚了客家年轻男子的

家国情怀。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7 年

出品、徐韬导演的《海魂》来湛江取景，

这部电影根据国民党军舰“鼓浪号”水

兵起义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爱国

水兵们反抗舰长暴行的故事。《海魂》

的同名主题曲与主旋律背景音乐借用

了部分廉江涯歌中“山歌”的表现元

素，将女侍者温梦媛与水兵陈春官之

间的爱情与人民革命事业对国民党水

兵的感召相结合，春官、窦二鹏等水兵

在腐败的官僚主义作风中追求正义，

以及春官在目睹美国佬调戏温梦媛时

不顾美国人势力强大愤然出手的行

动，都在突破规则限制、对真善美的追

求中融为一体。

廉江涯歌的另一重要种类叫做

“木鱼”。“木鱼”可由一人单独演唱，也

可由一人领唱，多人接唱，七字一句，

两句一节。“木鱼”的演唱形式类似于

快板书，表演者通过敲击竹板掌握节

拍，边敲边唱，曲调轻快明朗、悦耳动

听；且内容常常与社会事件接洽，有时

还要通过观众的反应及时增减内容，

具有很强的表演性。与歌词内容相对

固定的“山歌”相比，“木鱼”最显著的

特征是没有固定歌词与唱法，演唱者

需要随意编组唱词。借鉴“木鱼”唱法

较为明显的电影为珠江电影制片厂

1990年出品的《特区打工妹》，其中的

插曲《打工好多年》由廉江涯话演唱，

唱出了影片中飞鹏电子厂性格不同的

四名女工同样顽强奋斗的积极心态，

也唱出了 90 年代无数广东打工者的

心声。《打工好多年》曲调活泼轻快，朗

朗上口，歌词中“出来打工已经好多

年，银行又没存有几多钱 ”、“回想起

从前，不听老人言，如今后悔了打工没

有钱”的语句既辛酸无奈，又充满了自

我调侃的诙谐感，在90年代的中国广

为流传。

雷州姑娘歌

雷州姑娘歌起源于明朝隆庆年

间，是雷州人演唱雷州歌的一种形式，

也是粤西地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民间

曲艺，在雷州自我歌唱、自我娱乐的口

头歌、对唱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歌词

以七言四句为主，也有五字句和多字

句，隔行押韵。歌垫、韵脚、韵音基本

上沿用了雷州歌的格律，距今已有四

百余年的历史。“姑娘歌”之名源于歌

唱者以年轻女性为主，这些女性歌手

被称为“姑娘”，即使是嫁人或年老之

后也要称之为“姑娘”；男歌手或童声

歌手则被称为“相角”，意为配合歌姑

娘进行演唱活动的助唱歌手，技艺极

高的“相角”或可被称之为“高功”。旧

有的雷州姑娘歌演唱者以“姑娘歌班”

为单位，接受各地群众的邀请，在各种

活动上进行演唱，种种内容除固定的

垫脚外，都如同说话般现编现唱，浑若

天成，出口成歌。演唱姑娘歌时一般

不加伴奏，以清唱形式将自然现象、社

会生活、情感思想、历史典故、风俗习

惯、传统文化、劳动生产等各种题材的

内容唱出来，在清唱外兼有角色、歌舞

并以叙事为主的演唱形式，演唱者以

各种动作的舞扇挥巾，配合演唱节拍，

边唱边舞。这些演唱形式带有角色扮

演与歌舞剧的要素，因此经常出现在

年例祭祀、劝世歌表演中，也有专门的

斗歌舞台。

近代以来，雷州姑娘歌与现代音

乐的多种形式相结合，在原本简朴古

拙、粗犷即兴的基础上演变出了更多

曲调和演唱方法。在电影中，姑娘歌

的表演和舞蹈形式很难出现，但其中

自由的曲式与乐观的精神却打动着无

数观众。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

拍摄，在湛江取景的彩色剧情片《女跳

水队员》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其中

的电影插曲《青少年运动员之歌》由乔

羽作词，全如玢作曲，陈传熙指挥，这

三位中国电影界传奇的加盟使得影片

与配乐一起成为一时经典之作。《青少

年运动员之歌》旋律激昂，感情充沛，

曲调、唱法和曲式中部分将雷州姑娘

歌与现代音乐中的进行曲结合起来，

广受粤西乃至全国观众喜爱。这首歌

作为片头曲配合字幕播放，气势非凡；

在影片中还作为插曲以原曲或变奏形

式多次出现，管弦乐伴奏下，嗓音高亢

的女声合唱动人心魄，情绪饱满，“意

志坚强，身手矫健，我们是五星红旗下

长成的青少年。有革命志气，为祖国

贡献，能攻下万重关。哪项纪录不可

破。哪座山峰不可攀？千山万岭挡不

住，迈大步，奔向前！”歌曲配合着女运

动员在露天泳池中练习的场景，充满

了昂扬向上的精神与为祖国争光无所

畏惧的女运动员力量，达到了不断强

化影片主题的目的。

八音锣鼓

近代以来，粤西地区还出现过一

批短小单一的粤地小品曲，这些小曲

短小而精悍，音色清脆明亮，旋律风格

华彩跳跃、生动活泼，非常适合作为戏

曲伴奏、街头卖艺或婚丧喜庆出现，因

而在粤西乃至整个广州都盛行一时。

由于演奏这种曲子的乐器由敲击、吹

奏、弹、拨等四类民族乐器，共不少于

八种民族乐器组成，其中同时具有吹

打乐、唱八音、锣鼓柜演奏三种功能的

锣鼓柜又是其核心，因而得名“八音锣

鼓”，也叫做“八音”、“行街音乐”、“座

堂乐”等。与以人声歌唱为主的廉江

涯歌、雷州姑娘歌相比，八音锣鼓作为

音乐非遗项目最明显的特征是以乐队

为基本组织形式，每个演奏班子里配

备有高音部乐器、低音部乐器与柜中

的打击乐器。表演时以高音区小唢呐

模仿粤剧旦角的板腔，大唢呐模仿中

高音区生角唱腔，其余丝竹乐器用于

伴奏，而木柜中的大铜锣及放置沙鼓

等敲击乐器则利用柜子本身的共鸣发

出浑厚的音色，控制整场演奏的节

奏。八音锣鼓堪称粤西乃至整个广东

地区的“交响乐团”。在相对完备的乐

器配置下，八音锣鼓可以演奏多种风

格、情绪与场合的音乐，节庆与喜事时

曲调流畅，节奏明快，遇丧事时演奏则

哀婉悲伤。除此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粤

曲、民歌等节目。

1996年，开平市蚬冈镇八音组协

助八一电影制片厂参与了影片《大进

军——南线大追歼》的拍摄。这部影

片以宏大的气势展现了解放战争决胜

之时四野战士挺进南疆，消灭白崇禧

集团、解放中南五省的历史画卷。片

中由八音锣鼓乐队演奏的乐曲中，各

种丝竹乐器配合默契，在不同声部相

辅相成，雄浑大气，旋律优美，不仅全

面展示了粤西音乐的华彩，也配合影

片故事渲染出壮烈震撼的历史与战争

主题。张泽鸣 1985 年执导的剧情片

《绝响》也通过民族音乐人区老枢的故

事展现了粤西音乐的魅力：酷爱粤西

音乐的老枢富有音乐才华，他的儿子

冠仔也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浩劫

之后的冠仔回到故乡，从父亲留下的

遗作中看到了粤西音乐的艺术价值所

在，也真正认识了父亲对粤剧音乐做

出的贡献，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为深

刻的理解。这部影片不仅直接表现了

广东多个地区的传统音乐，还启发创

作者开放性地选择、吸收了外来音乐

及国内其他民间艺术的有益成分。在

内容多样、表现形式繁多的传统音乐

成为电影的配乐与主题曲之后，也得

以借助音乐产业化战略不断创新发

展，提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覆

盖面与影响力，在富有活力的文化氛

围中推进粤西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文

化的融合与产业发展。

（吕春媚，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讲

师，研究方向：音乐学、音乐表演、传统

音乐文化）【基金项目】2020年广东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SWOT

分析的传统音乐文化及其产业化研究

——以粤西地区音乐类非遗为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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