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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超越
——论“传统儒学”视域下的《叶问4》

■文/秦海心

影视艺术在乡村文化遗产
开掘中的作用

■文/冯 娟

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影视叙事交互性探析
■文/李阳琳

乡村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古老的

根，在它原始、粗粝的物质形态下凝定

着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智慧以及

最古老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忙碌浮

躁的现代社会充当了一个文化怀乡的

精神家园。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中

乡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乡村文化遗产

较为落后的传播方式（口耳相传、代代

相承）以及民间手工艺人逐渐老去的事

实，这一精神家园正在逐渐隐身。2017

年吴天明导演的一部《百鸟朝凤》为沦

落的民间文化遗产吹响了一曲挽歌，表

现了民间传统曲艺正在被时代抛弃的

现实。但是近年来，我们在各类影视节

目当中发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美丽的

乡村世界的出镜率越来越高，乡村文化

遗产借助各种影视艺术为大家所熟知

并受到热捧。这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文

化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遗产的开掘提

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一、寓教于乐：

表现乡村文化遗产之趣

借助影视手段保护和发掘乡村文

化遗产早已有之。影视具有图像的直

观性和动态的形象性特点，在再现民间

文化遗产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

往的整理方式主要通过文字，文字在对

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符号转

码时容易遗失许多内容。但是影视可

以原原本本地将各种手工艺制作过程

和戏曲表演过程记录下来，生动、可靠并

且传播性强。但是这一方式仍然有其

缺陷，大多数以此为目的的节目只是在

忠实地记录、平静地讲述，对于普通观众

而言乡村文化遗产依然离他们较远，很

难产生文化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

显得枯燥乏味。所以单纯地记录对于

乡村文化遗产的开掘意义并不明显。

近年来的一些影视艺术作品则很

好地突破了这层局限，将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播置于娱乐性的外衣之下。

毫无疑问，娱乐性是影视艺术的根本

特性之一，多数观众走进影院或者打

开电视机的目的都在于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获得暂时的精神放松，寻求一些

放声大笑的机会。虽然近些年人们对

于流行文化中“娱乐至死”的现象进行

了大量反思，对不少喜剧电影低智化、

庸俗化、浅表化的搞笑方式嗤之以鼻，

对流量明星矫揉造作的姿态表达出反

感。但不可否认娱乐性是影视必不可

少的要素，适度娱乐也是大众正当的

精神需求。因此，许多商业电影开始

朝着“寓教于乐”的方向发展。

与传统的民间文化遗产纪实片的

厚重、严肃相比，这类影片轻松诙谐，

其青春励志题材正对准了青年群体这

一目标受众，拉近了古老文化遗产与

观众的心理距离，让人在欢声笑语中

不自觉地对民俗文化遗产生怀念。

二、价值阐释：

呈现乡村文化遗产之用

借助娱乐节目让乡村文化遗产呈

现在大众面前还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受制于娱乐节目的性质，它不可能对

文化产生一些有深度的思考，也无法

深入阐述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

内涵，因而在这些节目中的文化遗产

依然离观众的精神世界有一定距离，

难以发生精神上的认同。因此要复活

这些古老的民间文化遗产，更重要的

是要揭示它们对于现代人的内在价

值，消除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

隔膜，突显其现实意义。

影片《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个新老两

代民间唢呐艺人艰难传承民间曲艺的故

事。在故事中原先备受欢迎的唢呐演奏

渐渐被人嫌弃，唢呐艺人在传统乡土世

界中是备受尊重的职业，而现在不仅生

计难以维持而且还时常受人奚落。独自

坚守焦家班的天鸣被其父母斥责没出

息。一种技艺的消失似乎无关痛痒，但

是文化符号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精神观

念的消失。影片中呈现了两个世界，一

个是以现代乐器（西方乐器）为能指的现

代社会，一个是以唢呐为能指的传统社

会。现代世界对传统世界构成了全方位

的挤压，它人数众多，热闹嘈杂，而传统世

界只有天鸣和焦师傅还在坚守。

与此主题相类似的电影还有许

多。2017年的亲情文化片电影《铁树

银花》讲述了一对有隔阂的父子通过打

铁花这一传统民间技艺相互理解、重归

于好的故事。此外还有1995年的《变

脸》、2014年的《川剧往事》也都是在传

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冲突模式中表

现传统民间技艺的沦落以及其精神文

明价值的珍贵。这一类具有思想深度

的影视作品很好地对传统技艺的精神

价值进行了阐释，对传承传统技艺和文

化起到了切实的激励作用，对于乡村文

化遗产的开掘意义深远。

三、诗意栖居：

展示乡村文化遗产之美

怀乡情结对于人类而言似乎与生

俱来。古老的乡土，无论是在文学还是

影视作品当中时常作为一个诗意的栖

居空间被想象。在传承和开掘的乡村

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其作为精神怀乡载

体的诗意特质不容忽视。以上所论及

的影片大多数都是在风景如画的空间

内展开。《爱在廊桥》中恬静的闽东乡

村，与绵长的廊桥、艳丽的北路戏共同

构成了一个诗意的栖居空间；《铁树银

花》中绚烂的打铁花表演与春节喜庆的

气氛相互烘托，展现了中国乡村保留着

的人情美；《英歌魂》以缓慢的镜头记录

了平凡的、充满市井气息的生活画面，

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展现了独特的潮

汕文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网

络流行的李子柒短视频。一般而言，短

视频不具备向微电影那样的特定表达

形式和团队配置，生产制作流程简单、

快捷。但李子柒的短视频显然突破了

这一短视频定义。它制作精良，拍摄剪

辑手法讲究，处处显示出高超的艺术加

工能力。就此而言，如果将其与文学相

比附的话，李子柒的视频可以视为一篇

篇短小精悍的散文诗，其本质上仍然属

于影视艺术范畴。

在她的视频中，纤尘不染的自然

风光、闲适惬意的田园生活以及温情

脉脉的人际交往，通过精湛的视频拍

摄和剪辑技艺，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

诗意的乡村画卷。在这样一个纯净的

世界中，女主人公慢条斯理地开垦、种

地，制作各种传统美食以及手工艺制

品。她会用延时摄影的方式展示植物

发芽、破土、拔节、开花、结果的过程，

似乎花草有情，镜头充满了生命气息

和抒情气息。她复现传统技艺的过程

与自然界具有强烈的互动性，不是在

予取予求，而是在平等地交换。李子

柒用她灵巧的双手向我们展示了一道

道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古老工艺。

在静静地观赏中，观众仿佛穿越时空，

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理想世界。虽

然这一田园牧歌般的世界仍然是一种

“拟像”，但仍然能够激发现代人对美

好境界的向往，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乡

村文化遗产的向往。

影视艺术在参与乡村文化遗产的

继承与开掘中手段丰富、形式多样，取得

了不俗的效果。可以预见，影视艺术在

文化传承事业中将有非常广阔的发展

空间。

（冯娟，信阳学院商学院讲师，研

究方向: 乡村旅游规划）【基金项目】：

202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旅游凝视”视角下

河南省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协同

研究》（项目编号2021-ZZJH-338）

20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

给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

冲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改变了以

往信息发送者——媒介——接受者这种

单向的传播模式，接受者可以随时输出

反馈影响信息的发送，其主动权和主体

意识被高扬，接受者在传播关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被显著提升。在这种新的传播

形式的影响下，出现了以交互为基本特

征的电影样式——互动电影。观影者不

再是电影院中被动的情绪接收者，端坐

着接收感染和调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意愿选择故事的走向，进而由观赏者

成为创作者。

一、从沉浸性走向交互性

传统电影以沉浸性为艺术表达的最

终追求，任何一位电影创作者都希望坐

在电影院的观众能全身心投入地听他讲

述完一个故事——或被电影故事的离奇

情节所牵引，或为精心设置的某一情境

而产生情感共鸣，抑或是为种种视听奇

观惊叹不已，其最终目的都是让观众沉

浸其中。传统影片其实是创作出另一个

虚拟的世界让观众在其中产生情感体验

和思考。而交互性讲求的是观众的参与

性，观众需要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停下来，

从故事的世界返归到自我的意识中进行

自主选择。这似乎和传统电影的沉浸性

追求相违背。互动电影要想得到认可，

必须跨越交互性和沉浸性之间的那道沟

壑，这将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果融

合不好，电影的互动叙事将会被视作对

观众的愚弄。尊重观众的主动性和愚弄

观众只有一墙之隔，因此基于新媒体技

术的影视创作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

作。

但是从现有的创作实践来看，这一

挑战并非不可能完成，美国的网络互动

电影《奔跑时间》、我国的《PK.COM.

CN》等都取得了不俗的反响。之所以如

此，在于互动和沉浸之间并非不可沟通，

两者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上其实具有共

通性。在传统的观影体验中同样暗含着

观众的主观能动性。试想，一部影片如

果全程符合观众对故事走向的预测，那

这部影片将无法长时间的把观众固定在

座位上，这样的影片将会极其枯燥乏

味。因此编剧在创作时往往会设置一个

隐形的读者（观众）与之对话，在书写剧

本时会有意违背观众的期待，从而让观

众在观赏时产生新奇的体验。从观众角

度来看，一部好的电影从来不只有某种

单一的解读方式。对于影片所传达的主

题、人物所表达的情感，每个观众的认识

和体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就

意味着观影者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

理解作品。正如著名的美学家罗曼·英

伽登所说，艺术作品中存在着无数个“不

定点”，而读者的阅读过程就是“填补不

定点”的过程。德国美学家伊瑟尔也指

出文学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召唤结构，召

唤读者去填补其中的“空白”。作品一旦

创作出来后，对它的阐释便不再受作者

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意义阐释结构。

电影也一样，观影者的体验与导演的表

达相去万里的情形时有发生，这都说明

想要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必须要以主观能

动性为基础。

而观众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新媒体

技术介入影视传媒的出发点，互动电影

为观影者提供了一种参与的权力，将观

众在意识活动中的再创造行为推进为切

实的交互动作。但是优秀的电影文本并

不会让观众在沉浸中被迫中止而进行交

互动作，而是让交互行为成为一种自动

的行为，保持沉浸感不丢失。

二、交互叙事的游戏化

基于新媒体的影视艺术（以互动电

影为典型）其所贡献的沉浸感与传统电

影的沉浸感又有所不同，其沉浸不再是

单纯的情感沉浸，而且加入了一种游戏

性的沉浸，即让观众陶醉于操纵剧情的

乐趣。

在交互性文本中，创作者已经提前建

立好了一个数据库，在每个关键的时间节

点设置多个选项以形成不同的情节走向，

观众在观赏时可以自主选择其中的一条，

而每一条不仅需要符合逻辑并形成一个

完整的故事，而且创作者为了让观众在不

断被“唤醒”时仍有兴趣作出交互反应，故

事就必须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能够激起人

的探索欲，而不是让观众产生自己给自己

讲故事的糟糕体验。这就非常接近于游

戏体验，这种体验通常包含着两种形式的

快感。一是探索不同主题的乐趣。电影

中的人生百态其实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

传统电影只提供一种可能的人生，而新媒

体电影则可以提供多种可能。观影者时

常会惋惜于影片中的人物的某个决定，也

时常会借此质疑影片原本设定的主题。

如果将人物形象命运的决定权交到观众

手中，他们便将可以演示不同的人生选择

及其最终的结果，这其实就是在创作一个

新的故事，并形成一个新的故事主题，观

众可以在这之间选择最令其信服的一

个。二是操纵人物的快感。有别于上述

因寻求某种主题而产生的探索的快感，操

纵人物的快感并不来源于其结果，而是其

过程。其生动的例子便是2010年苹果公

司推出的一个创意视频。在这视频中，创

作者以iPad为载体，播放了几部较为简单

的小电影，其画面和剧情都不复杂，但让

人惊奇的是，屏幕在被触摸或者机身被摇

晃时，电影中的场景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电影中的人物也能随之作出反应。

三、交互叙事的可能结构

实际上，由于观众的介入，互动电影

讲述故事的方式变得空前多样化，但也

并非无迹可循。从国内外众多互动影片

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叙事基本分成两种

结构。第一种可称之为多结局发散性结

构。故事的前半部分会很明确地朝着某

个方向发展，随后当戏剧冲突逐渐呈现

时，慢慢地出现多重选项导致不同的结

局。例如美国最早的互动电影《我是你

的人》便是如此结构。与此相对的一种

叙事结构被称为万花筒式结构，与多结

局发散性结构不同，此种结构从一开始

便出现多条线索和多个人物，通常情况

下这些故事相互关联，可以构成一个大

故事，因而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故事通过

不同的有限视角展开。几乎所有的互动

式电影都逃脱不了以上两种结构。

此外，按照结构的开放与否又可分

为封闭式结构和开放式结构。所谓封

闭式结构就是故事的内容早已编排好，

某个选项对应着某条特定的故事线，每

一条线索都会导向一个结局，构成一个

主题。目前大多数互动式电影都是采

用这种结构。另一种开放式结构亦可

称之为实时生成结构，它的游戏性更

强，主要根据一整套规则按照观众的反

馈生成故事情节，其故事的走向和结局

是未定的。因此开放式结构更加能体

现新媒体电影的交互性。但是这种结

构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故事走向

的不可预测性可能会破坏叙事的连贯

性和逻辑性，使得影片成为人物行为的

拼凑。因此开放式结构的新媒体电影

虽然被期待，但还未能取得真正意义上

的成功。

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传播媒介对

传播内容的反向塑造能力越来越大。现

代观众的观影环境和方式、审美习惯都

在悄悄发生变化，新媒体电影应进一步

寻求内容和传播方式的融合才能顺应时

代的潮流，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

（李阳琳，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

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播音主持艺术，

新媒体传播研究）

“类比”是源于数学学科中的一个

通用名词概念，类比思维，顾名思义就

是通过两个或两类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特

征的事物之间的对比，从某一类事物已

知特征或结论去推测另一事物存在的相

应特征，此种思维方式的应用可以同类

使问题得以整合。笔者将其用于电影分

析，并且进行二级分类，即“正向”类比与

“反向”类比；“正向”类比指通过两种具

有相似特征的事物分析其所代表的共同

价值观；“反向”类比则是通过剖析具有

相反性质的事物归纳出其横向变化与纵

向变化。

一、儒学传承：民族形象之凝练

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思

想之最，从西周春秋之始至今，从孔孟

之道、北宋理学到阳明心学，传统儒学

观念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和中国社

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早已融入华

夏民族的骨血中，成为一种抽象化的、

被普遍认可的民族人格。《叶问4》所传

达的武学思想和对外理念正是中华儒

家思想的核心，叶问这个人物无时无

刻不透露出一股“神性”光辉，其来源

正是儒家式君子对精神品质的高尚追

求。

儒学观念在对外方面始终秉持多

方交流的积极态度，这与《叶问4》所传

达出的对外理念相吻合。影片通过叶

问与华人武馆众位师傅、空手道高手

的“反向”类比，叶问与其徒弟徒孙、美

国上级指挥官的“正向”类比揭示兼容

并蓄、积极开放的对外思想。

作为一部优秀的传统武术动作

片，《叶问 4》中有多场打斗情节，袁和

平设计的武术动作不仅具有实操性也

不乏美学性，这些场景大多通过激烈

快速的动作变化呈现在不断转换的镜

头中，唯有开头的一个武斗情节以静

态镜头呈现出中国内功的较量过程。

初到美国的叶问首先面对的并非外国

人的刁难，反而被同胞的成见所束缚，

一场“鸿门宴”在唐人街的圆桌上开

始，叶问所面对的不仅是中华协会会

长万师傅的威逼利诱，更是中国传统

小农思想的封闭性对抗。两位武学宗

师分坐于圆桌两端，象征着两种完全

不同的对外思想——叶问面含微笑地

表示徒弟向外国人教授中国武术的做

法并无不妥，反倒有利于让美国人了解

中华武术的优势，他代表着积极面向外

部世界，授人以渔且完善自我的儒家理

念；而万师傅与圆桌上的其他师傅则由

于在异乡受到的歧视选择封闭自我，拒

绝接受新思想亦拒绝向美国人传授中

华武学奥秘，他们的身上残留着封建帝

国根深蒂固的小农劣根性。

导演在使用“反向”类比模式的同

时，也对“正向”类比进行了精妙布局，

从而使两者形成一个精密巧妙的结构

体系。与叶问形成“正向”类比关系的

是影片中的三个人物，即李小龙、赫文

和美国指挥官。从故事情节本身出发，

李小龙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推崇兼容

并蓄思想的角色，因为争端的源头正是

李小龙那一本中华武术指导书籍。而

在李小龙之前的是叶问这一代具有开

明思想的传统中国人，在李小龙之后的

则是华人军官赫文，他对将中华武术融

入美式军队的热忱明显具有兼容并蓄

的思想特征。另外一位仅仅只有几个

镜头的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同样与

叶问形成了横向的、不同国别的、“正

向”的类比关系——他对各类武术保持

客观看法，摒弃极端民粹主义，派遣赫

文前往唐人街调查中华武术是否对美

国海军陆战队具有借鉴性。

二、儒学超越：父亲形象之嬗变

儒家思想顺应中国传统中以家

庭、家族为本位的国情，它的根在家，

而家的根则在父亲。一味强调父亲权

威的思想必然导致过犹不及的负面效

果，这是《叶问 4》试图探讨的问题，同

时也通过老年叶问的改变影射了儒家

思想中“父亲”形象的逐渐变化。

（一）“正向”类比

影片开端大多镜头涉及叶问与叶

正两父子的日常相处情境，与前几部

不同的是，这一部的家庭生活由于缺

少女性角色的调和而从温馨融洽走向

剑拔弩张。进入青春期的叶正喜欢武

术却不得不在学校念书，面对同学的

挑衅还手却遭到父亲斥责和学校劝

退；身患头颈癌的叶问急切想为儿子

打造一个光明稳定的未来，因此用父

亲权威压制儿子的自我意愿。不同身

份的两人从不同角度做自己认为正确

的事，由于缺乏必要交流，难免产生偏

差，于是冲突在叶问离开中国的前一

夜爆发，一个巴掌落在叶正的脸上，此

处情节是儒家式的父亲形象的集中体

现。在大洋彼岸，另一对中国父女面

对同样的交流困境——万师傅对女儿

的要求是勤练太极拳，但活泼好动的

女孩显然将拉拉舞视作理想。叶氏父

子与万氏父女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重

复式的“正向”类比，类比前期着重体

现的是父亲的权威，后期则将重点转

移到叶问对万氏父女的客观观照上，

从而牵扯出“父亲”形象的改变。

叶与万形成了典型的镜像关系，

镜像理论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
拉康早期理论的核心和起点，他认为人

类自我意识的确立，总是借助于他者,是

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的，自我即他

者。从万的“他者”形象中，叶问清晰地

看到了来美国之前的、面对儿子叶正的

强势“自我”。

影片中有多处细节暗示叶问将自

己与儿子的关系折射到了万师傅与其

女儿身上，例如他多次若有所思地问女

孩：“你父亲不知道你在学校里被欺负

吗？”，后面更是面带微笑地鼓励她：“做

你喜欢的事，你父亲会支持。”这些言语

看似是作为一个忘年交对朋友的慰藉，

实际上隐含着叶问作为一个父亲对自

己的反思。

（二）“反向”类比

叶与万的“正向”类比极其明显且

几乎贯穿影片全过程，父亲形象的“反

向”类比则较为隐晦，这主要由于另一

位美国父亲的出现镜头极少，但仍旧给

观众带来了中西文化观念差异造成的

强烈冲击。

中国儒家讲究以德报怨，这种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强制灌输给下

一代，但在 20 世纪的世界社会背景之

下，这种忍让式的人际交往准则显然

无法安身立命，尤其是对于鲁莽冲动

的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相比于叶

与万面对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

时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美国家长对

自己孩子的信任完全是另一种极端。

两极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中西文化理

念的迥然不同——中国儒家理念讲究

一个“仁”字，推演来可以说是“忍”，但

西方文化却具有极强的主动性，甚至

可以说是侵略性。女儿安全受到极大

威胁，自然更是不能忽视，这便是美国

父亲将孩子间的争端上升到美军方与

中华总会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

从民族主义、理性主义等多个角

度分析，我们都能看出导演对美国父

亲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但作为一个类

比对象来看，这位美国父亲形象实际

在无意间促进了叶问和万师傅的自我

反思。

《叶问 4》的终结是一代武学宗师

生命的尽头，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成长

被一场疾病划上句号，但影片贯穿始

终的主题却历久弥新——对家人的尊

重，对对手的尊重，对不同国家民族的

平凡生命的尊重。

（秦海心，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

院，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创作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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