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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山鱼谱》的“出入”之间
■文/蒋淑香

我国武侠电影中
舞蹈设计的审美意蕴

■文/薛芸芸

播音员电影的题材创新与喜剧表达
——以《王牌播音员》第一和第二部为例

■文/黄荣晟

2013年，电影《王牌播音员2：传奇继

续》上映，属于王牌播音员“罗恩·勃艮第”

的喜剧故事重返银幕，引起了观众又一波

观影热潮。作为美国喜剧电影中的经典

之作，《王牌播音员》的成就有目共睹，在

美国《福布斯》杂志总结的9部史上最好

笑电影中，《王牌播音员》位列第六。从

2004年《王牌播音员》第一部上映至第二

部回归，尽管其中时间跨度长达近十年，

但是当我们深入探析这两部电影，却能发

现两部电影精巧的联结，从人物塑造到情

节构建，从台词呈现到矛盾设置。一方

面，两部电影在故事的时间线上做到了连

续性；另一方面，又在典型喜剧元素的选

择和呈现上做到了呼应和同步性。诚然，

在这两部以播音员为主角系列电影中，集

合了美国无厘头喜剧的众多元素，荒诞可

笑、放松身心。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

其无厘头喜剧的外壳下不仅包含了对播

音员电影这一职场电影类型的创作探索，

也通过喜剧故事对严肃的社会话题作了

探讨和揭示，并且对于现代人关于爱情、

友情、亲情、事业的困境和选择也有不同

角度的呈现。

题材深度：

个人选择与职业生态的变奏

从故事类型的角度分析，《王牌播

音员》两部都是典型的“职场电影”。相

比一般的剧情电影，职场电影的故事场

景更为集中，人物和情节更具专业性。

从广义上的电影受众视角出发，职场电

影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呈现、揭示、宣传

某一行业特性的社会功能。而《王牌播

音员》就选择了行业发展、社会变革时

期的播音员这一职业。对比医生、律

师、飞行员这类同样具有专业性、易于

被电影选择的职业，播音员与普通电影

观众的日常生活似乎永远隔着一个电

视荧幕，其职场幕后故事，对于观众的

吸引力也更强。

除《王牌播音员》外，以“播音员”为

主角，透视电视幕后故事的电影也不乏

佳作——严肃者有如西德尼·吕美特的

《电视台风云》、《早间主播》这一类的喜

剧也算是轻松有趣，也有所表达。而

《王牌播音员》则是选用典型的美国喜

剧的形式，用无厘头的方式，讲述电视、

新闻、职场等多维的故事。

《王牌播音员》的故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那也是“电视”这一大众传媒

新兴发展的年代。第一部中，作为美国

加利福尼亚洲第四新闻频道的王牌播音

员，主播罗恩·勃艮第和他的新闻团队制

作的新闻节目常年位居收视率第一的位

置，而女记者薇诺妮卡的加入，却无形中

挑战了电视新闻业的男性霸权，引起了

“新闻小组”的敌对。同时，妮卡的魅力

赫然可见，罗恩·勃艮第与妮卡的恋情也

迅速发展，直至妮卡在偶然之下成为了

与罗恩平起平坐的新闻主播，两人之间

的矛盾激化，恋情也走到尽头。新闻小

组和妮卡的敌对也一度升级，在妮卡的

恶作剧报复下，罗恩在直播中口吐脏话，

失去了工作。最终，在抢占动物园新闻直

播的过程中，罗恩选择营救深陷熊窝的妮

卡，找回爱情的同时也找回了新闻主播的

职业地位。在这一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

上个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背景下女性挺

进职场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反映了由此

引发的矛盾。尽管女性获得了工作机会，

但职场的生态却不尽如人意——妮卡不

仅时时遭受男同事们言语和行为上的骚

扰，且能力出众的她最初也被发配到

冷门节目中，无法发挥主播才能。

到了第二部中，结为夫妻的罗恩

和妮卡，再一次面临职场二选一。妮

卡凭借专业能力击败了罗恩成为王牌

主播，而败北的罗恩气急败坏下与妮

卡离婚，找寻自己的昔日伙伴转向 24

小时新闻频道。为了收视率，罗恩无

所不用其极，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失去

了朋友、亲情，直至意外失明。后来终

于找回了新闻初心，在事业和亲情之

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在第二部中，随

着人物的成长，其情感矛盾从“爱情—

事业”转向了“亲情—事业”；同时，在

罗恩与其他主播的职场竞争中，电影

也借不同的新闻选择讨论了一个核心

的问题：“什么是新闻？”为了抢占收视

率，罗恩发问：“为什么告诉观众他们

需要知道的事？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

们想要知道的事？”以迎合观众为原

则，罗恩不顾新闻真实，专注猎奇的新

闻报道，直至经历了众叛亲离、失明等

事情，才回归新闻的初心，发出“你有权

知道真相”的心声。

喜剧表达：

美国喜剧的创造与延续

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总结的9部史

上最好笑电影榜单中，从《空前绝后满天

飞》、《宿醉》、《白头神探》、《太坏了》、《波

拉特》、《美国派》、《伴娘》、《僵尸肖恩》

中，不难瞥见美国喜剧的核心元素——

恶搞、无厘头、大尺度等。这些元素在

《王牌播音员》系列中也显而易见。第一

部中新闻小组四个男人对妮卡的幼稚敌

对充满了无厘头的特色：在妮卡播报新

闻时做鬼脸、脱裤子干扰，打电话谎称妮

卡怀孕、被辞退；罗恩与自己的宠物狗对

话，甚至要求它不要说西班牙语，说英

文，影片的最后，宠物狗用自己独特的语

言与熊“真诚沟通”，劝退熊群等。第二

部中，罗恩阴差阳错地把本来送给妮卡

的蕾丝睡衣送给了儿子华特，谎称是超

级英雄的服装，儿子将它套在头上，变成

了 与“Spider-Man”（蜘 蛛 侠）对 应 的

“Lace-Man”（蕾丝侠）；失明后的罗恩无

法承受打击，强行“五感尽失”，把烟灰缸

当面包、把龙虾当牙刷、用橘子擦桌子，

并把一切都归结到“我瞎了”之上。情

节搞笑，完全没有逻辑可言。除此之

外，影片作为成人喜剧，毫不避讳地在

台词、情节上加入性元素，为电影赋予

了性喜剧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王

牌播音员》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结尾，都

设置了“新闻组大战”的情节，从第一部

的各大频道混战，到第二部，“战争”范

围扩大到全球各大新闻频道，各方的

“特色”发挥到极致——如历史频道带着

远古兽人参战、英国BBC在战前要进行皇

家加冕仪式等，其恶搞程度达到了高潮。

从第一部到第二部，我们看到，导演

亚当·麦凯力求在美国喜剧的大框架中，

打造属于《王牌播音员》独有的喜剧标

志，无论是“新闻组大战”的场景，还是

“新闻四人组”集体起跳的标志性动作，

都贯穿于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成为经

典。除了标志性场景和标志性动作，系

列喜剧最重要的还是延续人物性格的典

型性，一系列极端和怪异的延续成就了

独有的喜剧情节。

（黄荣晟，广西外国语学院讲师，研

究方向：播音创作基础）

《兹山鱼谱》是朝鲜著名学者丁

若铨在流放黑山岛期间，潜心记录海

洋鱼虫兽禽所作的图鉴。韩国影片

《兹山鱼谱》围绕这部海洋图鉴的创

作历程，讲述了丁若铨与学生张昌大

二人不同的治世理念与命运选择。

对立与统一是《兹山鱼谱》人物刻画

的特色。人物个性特征不仅在于个

人的生动刻画，还在于有效利用人物

之间的思想冲突，以鲜明的对比加强

人物的形象塑造。影片引发的思考

缘于丁若铨与张昌大两人的命运抉

择与思想交锋，一“出”一“入”的命运

设定和思想对冲，像交错的螺旋体一

般，展示着近世思想者背离与交互的

历史命途。

一、背离：出世与入世

《兹山鱼谱》两位主人公的身份

背景设定如同两条平行线，原本毫无

相交。丁若铨作为朝鲜王朝著名儒

士和两班贵族，与身为庶子贱民的张

昌大相比，可谓云泥之别。然而，历

史的车轮将身份迥异的两人安排在

黑山岛相遇相识。丁若铨以流放罪

人的身份深入海岛，学习海洋知识，

记录海洋生物，放弃朦胧抽象的圣人

礼法，转而研究踏实客观的物体生

物，试图明晰万事万物之理。而张昌

大潜心诵读孔孟，渴望在正统朱子理

学中找到生存治世之道。浸淫官场

多年的丁若铨走出朝政，踏足土地，

与海洋结缘。捕鱼为生的张昌大选

择科举之路，位列两班。两位主人公

的来处与去处颠倒换位，丁若铨深谙

朝鲜朝堂外强中干的现实，有感于朱

子理学、圣人礼教脱离实践的弊端，

对“读死书”、“考科举”、“买官位”这

条成为人上人的捷径深恶痛绝，他走

出朝堂而不悔，撰写海洋图鉴，想做

一个利民的读书人。他的道，并不是

张昌大的道。张昌大起初对加入天

主教的罪人丁若铨并无好感，也始终

追求科举入仕，一是获得贵族父亲的

认可，二是获取世人尊重的地位，三

是完成自己兼济天下的读书人使

命。张昌大的命途唯有通过这条皇

权赋予的入仕之路才能完成，他与丁

若铨在黑山岛的师徒之缘，只是短暂

的相交，后又走向背离的方向。

出身高贵的大儒亲近西洋文化，

热爱平民生活，探索生物真理。出身

低贱的捕鱼人尊圣人之书、守圣人之

礼、入圣人之朝堂。丁若铨的“出世”

之路与张昌大的“入世”之途，形成了

鲜明对比。影片最后，张昌大领略了

“百姓以地为天地，官衙以百姓为田

地”的官场黑暗，失落于圣人礼法无

法学以致用的残酷现实，最终举家回

到了黑山岛。理想主义的失败反衬

出丁若铨扎根海洋、探索知识的平凡

智慧，仿佛张昌大穷尽一生到达了丁

若铨的来处，才终于明白老师穷尽一

生想要的去处。理想与失败，破裂与

死亡，撕扯着读书人的心气与精神，

也引导着观众进行朴素的思考，为生

民而读书的出路究竟指向“出世”还

是“入世”，又或者，只有跳脱出此道

中人，才能真正发现利于家国的儒者

之路。

二、同归：出“礼”与入“礼”

影片展现了两位主人公交错的

人生命运，却并非为了塑造对立的人

物形象。实际上，丁若铨与张昌大都

体现着儒生救世的精神理想。丁若

铨写作海洋图鉴，是为生民提供生存

知识。张昌大为岛上众人发声而遭

受惩戒，位列两班后了解科场黑暗，

目睹官员中饱私囊、民不聊生，出于

义愤、敢与相争。读书人的精神气骨

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弯折。不同的是，

丁若铨看清了封建皇权的疲弊，有感

于圣人之礼受到的钳制与约束，他力

图从全新角度以圣人之学结合西洋

先进文化，探寻科学文明的强国富民

之路。但对于张昌大这类遵循圣人

礼教的传统读书人来说，丁若铨的理

想不仅惊世骇俗，更是目无宗法。丁

若铨叛出礼教，追寻真理。张昌大投

身礼教，问询至人之道。他们的一

“出”一“入”，都是为了二字：生民。

影片中，两位主人公相遇相知情节

的发生，缘于两人同身为读书人的气度

理念。张昌大救助落海的丁若铨，丁若

铨救护身陷囹圄的张昌大。两位主人

公之间的扶助，表面上是知识的“交

易”，而促成“交易”的根本动机是读书

人对百姓生民共同的爱护之心。除了

《兹山鱼谱》，丁若铨还基于海岛民生撰

写了《松政私议》，以求为民发声。建立

师生关系后，张昌大仍然帮助丁若铨传

播地球圆形说，开始认识西洋文明。由

于丁若铨坚持不懈地认识海洋，岛民的

餐桌增加了许多捱过荒年的海货品

类。影片展示了《兹山鱼谱》对黑山岛

民生活产生的助益，也展示丁若铨创作

图鉴、探求真知的不懈精神。师生歧路

一时，终在丁若铨逝世之时，以张昌大

的一叩一拜，赋予了两位读书人殊途同

归之感。张昌大没有完成圣人礼法救

民的理想，黑山岛百姓遭遇苛捐杂税的

悲惨命运，在朝鲜王地上无处不在，他

满腹经纶，却只能空用拳头以泄义愤，

张昌大的心路历程仿佛是丁若铨前半

生的内心慨叹。两位主人公都拥有至

高的生民理想，各自经历一段坎坷求索

之路后，丁若铨厌倦僵化落伍的治国理

政思想，追寻探求与民切实相关的生存

之道，张昌大滚落一身官场污泥，回望

黑山海岛，这是老师的终点，也是他的

起点和终点。

剧情片《兹山鱼谱》不单是讲述

一部海洋图鉴的创作过程，它借助两

位对立统一的人物角色，刻画了近代

读书人在仕宦之路上的迷茫，在生民

之道上探索的坎坷与辛酸。影片借

助角色理念所传播的平等意识、学习

理念，仍然有强大的启迪意义。《兹山

鱼谱》主要站在丁若铨的角度，重新

审视朱子理学、三纲五常对社会民生

的真正意义。“读书”为何，为了生

民。读书之道，又并非只有此道。“会

捕鱼而不会作诗的人，和会作诗但不

会捕鱼的人，都是一样的。”丁若铨认

为，真理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与张

昌大出人头地，方能有话语权的狭隘

思想不同，丁若铨已经将个人声望与

地位置之身外，他选择切实深入百姓

日常生活，学习先进外来文化，传播

文明科学思想，以生民中的一员，去

体悟生民的疾苦，去创作指引百姓生

活的利民之书。

和张昌大刚性的抗争不同，丁若

铨的行为举措常常体现了他“柔性”

的智慧。丁若铨以利诱劝服岛长释

放为民请命的张昌大，热情记录鱼商

文顺德的出海游记，面对西洋地球仪

激动地讲述全新的地理认知，他安于

此地，融于此地，将一身士大夫的华

袍化作了粗布麻衣，他真正将圣人之

说平放于山川大地、芸芸众生，所以

才有了“鱼为什么只是你们抓而我们

吃”等等反击封建礼教的叩问。丁若

铨的下行，是俯身为生民小事。然

而，万千生民小事，也就成为了大

事。《兹山鱼谱》的剧情价值不仅在于

重现了近代儒士的思想与气节，更在

于利用历史的追寻去反思读书人的

未来。

（蒋淑香，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

武侠电影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电

影类型，承载了东方民族独有的文化精

神和审美趣味。武侠电影作为融合了古

装、动作两大元素的电影类型，通过江湖

世界中的武侠形象和武打动作来表现中

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自诞生之日起便与

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武舞合一

武术不仅是一种搏击技术，更是融

合了养生与表演成分，其一招一式中融

入了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运行秩序的

理解和尊重，故向来有武舞同源说。中

国的古典戏曲素来不以人物动作情状

的“写实性”为追求，而是以“写意性”为

追求，擅长于用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肢

体动作来表现人物，因此形成了一套较

为固定的表演程式，讲究动作的提炼、

组织与美化，一举一动都具有一种舞蹈

的神韵。当电影进入这一古老的文化

族群之后，自然受到戏曲审美传统的影

响，形成了注重动作写意的表演风格。

所以，无论是从武与舞的同源性还是舞

与电影的历史渊源来看，中国的武侠电

影都必然与舞蹈发生深刻的联系。中

国武侠电影中的舞蹈元素的运用，有时

以独立的片段场面出现，或用以推动情

节的发展，或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或

以“戏中戏”的形式暗示冲突的发展。

但在更多的叙事影像中是以“武舞”的

形式出现，即“武术之舞”。武侠电影中

的技击招式吸取了舞蹈艺术的神韵，被

设计成具有强烈舞蹈风格的动作，舞与

武合一，这已经成为中国武侠电影的一

大特色，甚至成为中国电影打开世界市

场的一张名片。

二、气韵生动之飞动美

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舞蹈，最令人赏

心悦目以致悦神悦志的便是它的飘逸飞

动之美。它摒弃常规动作电影中以拳拳

到肉、血肉横飞的暴力场面来刺激人感

官的低级手法，赋予技击动作以诗化的

美感。

电影《英雄》在武舞动作的诗意呈现

上可谓登峰造极。全片共有八大战，场

场都美轮美奂，摄人心魄。配之以舒缓

哀怨的音乐，令人心驰神伤。飞动美是

对这场武舞的最好概括，那风中凌乱的

发丝、被风撕扯着的轻薄衣衫、漫天飞舞

的黄叶，画面中的一切都在流动，暗示了

人物内心翻涌不息的波澜。弯刀和利剑

此刻不是杀人的利器，而是舞蹈的道具，

细长、轻盈、寒光逼人。人物的动作轻盈

飘逸，自如地翻飞于充满动态感的天地

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画面中没有静，这

静便体现在那高大、粗壮、繁盛的胡杨树

上，风似乎无法撼动这岿然不动的巨大

生灵，它们保持漠然的姿态，兀自撒下那

无尽的树叶。“静”还体现在张曼玉那冷

漠的神情中，她的表情丝毫没有表现出

厮杀中的狰狞，没有在肢体动作的牵引

下露出一丝变形。此外镜头的运用也体

现出了“静”，此处的镜头没有武打戏中

常见的颤动不安感，没有为表现厮杀的

激烈而翻转跳跃，而是大多采用远景镜

头，以一个固定视角旁观着这场厮杀。

正是得益于这些“静”的元素，使得画面

中的“动”更加富于表现力，更加突出了

它的造型感和韵律感。

极具飞动美的舞蹈场景在武侠片中

还有很多。《英雄》中除胡杨林之战外，还

有秦宫之战和大漠之战。《十面埋伏》中

的章子怡那段水袖舞《仙人指路》也堪称

其中的代表作。《卧虎藏龙》中周润发与

章子怡的竹海之战，二人身轻如燕，在葱

翠欲滴的竹林中踏叶而行，轻盈如羽，如

诗如画。

武侠片中人物动作的飞动飘逸似违

背常识，但武侠、江湖从来就是一个传承

千年的梦。在这个美的世界中，这些突

破常规的动作是在用浪漫的手法来表现

民族对宇宙自然的古老意识。《易经》曰：

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

以生。宇宙大化中阴阳交迫，催动着气

的流动，而这气自然有它的律动。气韵

生动便是指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

命。武侠电影中如梦似幻的武舞动作其

实就是对生命节奏的一种比附象征，其

遵循的不是物理的逻辑，而是想象的、诗

意的生命体验。

三、含蓄蕴藉之幽深美

舞蹈常被武侠电影用以表现人物内

心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但无论是哪一

种情况下舞蹈动作都力避张扬直露，力

求含蓄蕴藉，点到为止，含而不露。

电影《英雄》中的九寨沟之战，在幽

静深僻的深谷中，一顷湛蓝如玉的湖水，

湖水中央是一方残破的小亭，上面沉睡

着长空深爱的恋人飞雪。在此，梁朝伟

和甄子丹发生了一场在意念中进行的打

斗。二人的打斗并无太多直接交锋的画

面，出招与接招之间似乎并无太多的联

系，但又时刻相互呼应。这一段的配乐

也及其高妙，没有采用乐器，而是一声声

具有京剧特色的呼号，且并不完全对应

着人物的动作，苍凉悠远，摄人心魄。两

人时而足尖点水，时而腾空而起，表情静

穆严肃像是在完成一场既定的仪式，在

静默的画面中，见出长空逝去爱人的悲

痛以及无名对这一对恋人的敬重。

古人崇尚宁静自然，诗歌要发乎情

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舞蹈也

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在武侠电影中可以

看到，大多数舞蹈都尽量将情感控制在

一定的限度内，不使它过渡泛滥。体现

在服装上便是以飘逸严整的服饰为主，

衣物遮蔽人的肢体躯干，象征着礼仪制

度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统摄和规范。体现

在舞蹈动作上便是肢体运动的幅度不

大, 力度也受到节制，例如在做跳跃、翻

滚或飞奔时，不会像西方那样表现出竭

力挣脱之感，而是呈现以顺从、闲适、娇

羞、妩媚之态等。在神情上，古典舞多用

水袖、纸扇等道具半遮脸庞，低眉、颔

首、含胸等是舞女常见的神态, 注重内

在的感觉的形成。凡此种种，都给人以

含蓄蕴藉欲说还休之感，意味深长、韵味

无穷。

最后，中国武侠电影中舞蹈的另一

种美常常为人所忽视，那便是浑朴美，或

曰拙美。武侠电影中的跳舞的角色大多

为女子，而其中也不乏男性之舞。这种

舞动作庄严缓慢，服饰道具笨重粗糙，一

举一动简洁有力，给人以雄浑朴拙之

感。在《王的盛宴》中，项羽舞剑，身着厚

重铠甲，一手持重盾，一手持重剑，演示

战场上的防御与杀伐，动作与动作之间

不追求连贯，而是有较长的时间间隔，在

这间隔中形体保持静穆的姿态不变，及

至下一个动作时突然发力，落位精准，每

变换一个动作敲击一下盾牌，铿锵有

力。在形体上多采用下蹲姿态，给人沉

稳滞重之感。此外，在一些史诗般的战

争场景中，对垒或行军中的将士也被设

计成具有浑朴美的舞蹈化动作。最具代

表性的便是《英雄》中对秦军的表现。在

秦军攻赵这一幕中，秦军行进在宏阔的

大漠中，步履稳重，气势逼人，动作有强

烈的造型感和节奏感。同样的还有秦军

送葬无名那一幕，士兵动作迟缓郑重，庄

严肃穆之感扑面而来。

（薛芸芸，三峡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

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

舞蹈创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