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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力所及，《1921》恐怕是历年来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描绘了跨越阶

层最多、跨越年龄最大的女性群像的作

品，尽管它也许原本重心并不在此。即

便在世界优秀史诗电影中，这种对女性

群像的展现分量和笔触之细腻也是罕见

的。我们在《1921》中窥得，在“中国迫切

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新的组织

凝聚革命力量”之际，不同智识、不同阶

层、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女性们，是如

何认识历史、参与历史、影响历史、凝视

历史的。仅从这一点来讲，《1921》就能

成为一部当前值得观看、今后值得留史

的作品。

青年妇女：建党的卫士

王会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甚至

当时也不是党员，是名副其实的“王会

务”。但正是这种协助者的身份，提供了

一个“她者”的视角。

历史上，王会悟被称为中共“一大”

的“温柔卫士”。她本就是早期妇女解

放运动的先锋，办女学、求进步。早在

1918年时，年仅20岁的她就与《新青年》

主编陈独秀通信，21 岁就发表《中国妇

女问题——圈套—解放》，与李达相识相

爱也不过22岁的年纪。但影片没有把王

会悟描写成脸谱化的“女神”。帮助选择

会场、变更会场、守卫会场，安顿代表、掩

护代表、转移代表的几场戏，将她柔美的

江南女子特点和革命先锋的坚韧智慧较

为立体地呈现出来。

她是矜持而感性的。王会悟第一次

出场，是新婚之日身着白裙手持红花。

镜头以李达的视角将走下楼梯的她带到

观众眼前，楼梯窗户赋予的顶光和摄影

机仰角将她塑造得高贵典雅。听闻伴侣

倾诉民族命运的多舛和困顿，她在轻声

和着《国际歌》旋律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她是有烟火气的。搬家时，她会记

得拿一株不起眼的栀子花。买汤圆，要

专门去乔家栅。1922年，她怀抱婴儿，成

为母亲。

她是机智的。她与女朋友杨淑慧一

起帮着订旅店，发现旅店不安全后果断

离开。代表争论不休，她端上西瓜降火

气。南湖续会时，她特意安排了麻将，让

与会代表伪装成来湖上游玩的模样。

但她更是有勇有谋的。建议会议代

表借宿博文女校，建议至南湖续会，设计

危急时刻的逃生路线，安排与会代表逃

走和分批转移，均是她。外国语学校被

查抄，她像慈母一样护着学生。连续数

日的中共“一大”，她全程放哨，或是在择

菜，或是撑伞坐于船头。

当然，影片中的青年妇女形象不仅

限于王会悟一人。陈公博的太太李励

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

人之一；周佛海的新婚妻子杨淑慧，是追

求婚姻自由的大城市新女性。影片在给

予她们与历史相称的描写之外，也通过

这两对新婚夫妇在百货商店橱窗前邂逅

的场景，用人物扮相和台词隐晦地展现

了她们此后的命运。

进步学生：信仰的忠贞

与形象立体丰富的王会悟不同，影

片用三场写意的段落，定格了杨开慧丰

沛而高洁的爱情，从而将大时代进步女

学生们对信仰的忠贞和革命的热忱具象

化了：第一场戏是毛泽东即将离乡赴会，

杨开慧前往江边送行，近景和特写镜头

下，雨中的红衣和油纸伞将19岁少女常

见的娇嗔和多情唯美化。第二场戏是毛

泽东外滩夜跑后，闪回与杨开慧共度新

年、在烟花中共同立志为理想奋斗终身

的场景。第三场戏是1930年秋杨开慧在

长沙牺牲的瞬间，用高速摄影来闪回

1921年江边送行的场景。

杨开慧29岁的短暂生涯与我党波澜

起伏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相连，她被捕

后拒绝退党并坚决不与毛泽东脱离关

系，最终被害。《1921》没有着墨于她投身

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等时代女性先锋的

形象，而是以爱情之名，将伟大的革命伉

俪还原为能够与普通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的血肉之躯。

《1921》有限的画面里，也不忘扫过

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学生：中国妇女运动

先驱、27岁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

清扬，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中

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21岁的缪伯英

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会长、23岁的陶玄，

追随老师李大钊参与到争取教授薪酬的

静坐运动中。在刘仁静对邓恩铭讲述五

四运动的回忆里，大量女学生从校园走

向街头参加爱国运动，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五四“四公子”敢为人先的身影尤

为突出。

前辈女性：革命的同构

陈独秀的妻子、33岁的高君曼，博文

女校校长、29 岁的黄绍兰，28 岁的宋庆

龄，影片中出现的这几位知识女性，是民

族独立与解放的同构者。她们比片中的

主要女性角色略为年长、阅历更丰富，社

会地位更高，更有胆有识，折射出那个时

代女性在参与改变历史方面的智慧。

影片用四个片段来刻画高君曼的性

格侧面：第一场是担任王会悟李达的证

婚人（热情助人），第二场是帮助王会悟

搬家（重情重义），第三场是告知李达有

日本特务前来打听其行踪一事（警惕性

高），第四场是特务夜闯会场后帮助会议

代表藏身（不畏危险）。

我们也很难想象黄绍兰对校舍借宿

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因为舍工老杨日

夜照顾与会代表，并帮助代表转移。“博

文女校”这个名称背后，本就是那个时代

女性渴望教育平权的种种艰辛而不懈的

探索。

中年女性：包容的母性

影片中，毛泽东身边的两位女性给

予他母亲的温暖。

青年毛泽东在上海打工的洗衣场老

板娘陶阿姨，是典型的大城市小资产阶

级。农村青年独闯繁华都市期间，她始

终关心的是毛泽东的成家问题，代行了

临时家长的角色。第一场戏，她告知毛

泽东陈独秀来沪约见事宜；第二场戏，毛

泽东带着其他代表前来洗衣，为出席会

议作准备，她将客人遗忘经年的旧西服

给毛泽东穿上以示隆重。短短两场戏将

她作为市民阶层的热情、善意、细心和市

井生活气息勾勒出来。

毛泽东湖南农村的母亲文素勤，是

典型的农民阶级。当青年毛泽东愤懑地

跑过法租界时，摄影机先是用高速摄影

跟拍毛泽东的跑，营造出时空转换的过

渡，再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他的童年

回忆和现实相交叠。回忆里，是昼间日

影稀疏的竹林里，母亲支持他反叛父亲

作为封建权威的因循守旧；现实中，是灯

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他逐渐明晰了解决

当下民族困境和未来中国前进方向的路

径，脚步越发矫健。

这两位女性长辈分属不同的阶级，

从不同的角度支持和呵护了先驱者的成

长。她们与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运

动中的女工人们一道，体现了我党成立

之初就获得更广大人民支持、团结更广

大阶层的宗旨。

幼年女性：希冀的精灵

《1921》对女性的描写，是虚实相间

的。“实”是前述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人物。“虚”则通过虚构了一个住在李达

家对面的小姑娘来展现。这位在总如精

灵一般出现的小姑娘，总共有四次出场。

前三场戏，导演以李达的视角，通过

中景、相对固定的镜头来交代李达在风

波甫定的午后、前途迷茫的深夜和充满

希望的早晨，都处于被小姑娘凝视的关

系中，那眼神纯真、好奇又似乎饱含鼓

励。第一次，是外国语学校被查封、李达

夫妇迁入新居，夫妇二人站在二楼的窗

前，初识对面的小姑娘。第二次，是李达

和马林会晤夜归，独自在露台困顿求索

家国命运时，转身看到她，用手语告诉她

赶快睡觉。第三次，是李达彻夜工作后，

清晨跣足爬上房顶观日出，正好看到趴

在窗前仰视自己的她。

小姑娘第四次出场已是片尾。镜头

切到2021年，一群小学生参观“一大”会

址，她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正离开小朋

友们独自找寻着什么。导演以近景切换

到特写来追随小姑娘看到国旗迎风招展

时的清澈纯真眼神，达成了她与不在场

的李达之间的百年跨时空对话。

这个小精灵，与开篇时黑白纪录片

的全景镜头划过的那个插着草标卖身的

小女孩，两者的命运以场面调度和镜头

语言形成了强烈对比。此外，小姑娘这

个角色安排，不难让人联想到与《辛德勒

名单》约略有些异曲同工。不同的是，

《辛德勒名单》的小姑娘象征着悲绝的、

人性的至暗，而《1921》的小姑娘则是百

年独立自强梦想实现的见证者。影片内

部的人物之间，影片与影史杰作之间，由

此形成了有意味的对话关系。

青年男性：平权的在场

《1921》用有限的篇幅将女性塑造得

层次丰富而立体鲜活，也并未将男性放

置于平权的失语中。不如说，王会悟、李

达和毛泽东身上，凝结了主创对男女平

权的厚重态度：

毛泽东到李达家做客那场戏，三个

人讨论男女平等的内容，甚至超过了毛

李二人讨论《共产党》杂志湖南传播的分

量。李达和毛泽东要喝酒庆祝“新公司

开张”，王会悟说自己也要喝，李达与毛

泽东共同表示：“男女平等！”

三人的默契，应是基于长久以来对

女性地位、女性价值、女性权利的共识之

上。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男女平等被写

入宪法，中国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

高。这，是《1921》意犹未尽的题中之义。

妇女的自由独立与中国的自由独立

密不可分。女性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重要，不必赘

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对女性

的描写并不鲜见，如《建国大业》、《建党

伟业》等；也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作

品，来表现参与“四史”的女性个人史，远

有《赵一曼》，近有《秀美人生》等。《1921》

虽仍有某些让人意犹未尽之处，但是它

让我们看到了在建党这一波澜壮阔的历

史选择中，一群女性在争取男女平等、争

取民族独立、探索中国道路方面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

《革命者》作为聚焦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李大钊革命故事的主旋律影

片，与传统的传记题材电影有着明显

的不同。该片以非线性的叙事手法、

非写实的镜头呈现、隐喻化的影像处

理方式，真切地塑造了李大钊“背黑暗

而向光明”的革命者形象。影片鲜明

的艺术形式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主旋

律影片的表意空间，在整个主旋律影

片的演进版图中也有着长期的行业节

点意义。

非线性的“主旋律”更具艺术

感染力

传统的传记题材影片往往采取线

性的叙事手法，即依照人物从出生到

去世所经历的重要事件顺序呈现，而

《革命者》则选取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

刑前的38小时，从多个侧面非线性地

展开。影片通过不断回溯李大钊在各

个时期对工人、对贫苦大众，对朋友、

对亲人，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

情，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更为鲜活、饱

满、立体的革命先驱形象。

该片正是由于大胆采用了非线性

的叙事手法，使得多幕镜头交叉表意，

渐次呈现出李大钊的不同侧面。例

如，报童徐阿晨被残忍枪杀，闻声而来

的李大钊看到现场惨状悲痛交加。因

为徐阿晨不仅是他的朋友，也是芸芸

劳苦大众的一员，李大钊既为失去朋

友感到痛苦，更为广大底层中国人的

悲惨处境感到愤怒。他与社会各界协

商，誓要为徐阿晨的死讨回公道。当

约定的时刻一到，镜头语言的时间仿

佛停止，又仿佛所有的事物都在那一

刻发生转移，人群从四面八方浩浩荡

荡地涌向藏匿凶手的租界工部局，而

走在前面的正是李大钊。当洋人叫嚣

“这里是租界”时，他义正辞严地回应：

“租界是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这场

戏充满年代感与历史感，“报童”、“租

界”、“车夫”等元素，都仿佛再现了二

十世纪初的上海。我们看到的既是为

朋友伸冤的李大钊，也是与劳苦大众

站在一起的李大钊，这样的李大钊形

象尤为真实可感。

同样，庆子试图营救狱中的李大钊

时，李大钊拒绝接受营救，而是选择慷

慨赴死，决心以己之死唤醒更多的中国

人，展现出了李大钊大无畏的革命形

象。正如其所言，“高尚的生活，常在壮

烈的牺牲之中”，李大钊为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高尚生活”，毅然迈出了自己

“牺牲”的一步。值得一提的是，该段场

景在开始前与谍战片《风声》极为相像，

本以为会发生惨烈的刑讯逼供场景，不

曾想镜头一转，展现的却是我党地下工

作者试图施救的一幕，这在电影创作上

具有明确的反类型意味。

除此之外，影片还展现了李大钊

带领工人罢工、促成“国共合作”、发动

学生运动、广泛深入工农群众生活、在

北大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相识、与陈

独秀相约建党等场景，正是从这些不

同的历史侧面，最终塑造出一个更具

艺术感染力的李大钊形象。

非写实的镜头语言更具艺术

真实感

《革命者》不仅在影片的叙事手法

上有大胆的创新，其镜头语言也颇具

用心。全片调用了大量非写实镜头，

这种特点在影片序幕中便可窥得一

二。当北京西郊公墓中深埋地下的李

大钊墓碑被挖掘出来，其子三人跪拜，

清理碑刻上的泥土，随后用鲜红的毛

笔重新涂写墓碑字迹，雨淅淅沥沥落

下，天色暗沉，红色的碑文似被鲜血浸

染而引人注目。从色彩的美学搭配角

度而言，红与黑是经典的色彩组合，红

色热血奔放、黑色神秘经典，二者的搭

配具有强烈的醒目感，让人过目难忘。

在正片中，身陷囹圄的李大钊更

是被唯美的镜头集中展现。例如，当

李大钊背靠在铁栏栅的牢门时，镜头

从逆光视点拍摄了他的背影，灯光在

李大钊的身上形成耀眼的轮廓光，暗

含了他虽然囚于狱中，但仍然发挥着

自己的光和热。又如，在得知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

杀共产党人，李大钊悲愤交加，抬头看

到上方直射下的光，他向光源处伸手，

恍惚中有只来自上方的手与他相握，

这是对李大钊“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

而向光明”的写意诠释。再如，李大钊

借着监狱里的灯光，做翱翔的鸟的手

影，也表现出他对未来中国的热望。

隐喻化的影像处理更具艺术

表现力

隐喻是电影表达特定思想观念

的一种重要手段，《革命者》也力图通

过隐喻化的影像处理，来积极拓展

“主旋律”的艺术表现力。例如，在李

大钊送陈独秀去上海的场景中，二人

驾着马车在风雪天气中前行，马车上

悬挂的两盏马灯来回摇曳，却分外明

亮。在电影的维度上，这一场景所看

即所指，即李大钊驾车送陈独秀去上

海；但超出电影的维度，这一场景的

影像处理则具有明确的隐喻效果：风

雪夜如同当时充满苦难的旧中国，两

盏灯恰好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的隐喻

载体，划破旧中国漆黑的风雪夜，为

当时的中国大地带来革命的火种。

值得一提的是，在《革命者》中也

涉及到了两部经典影片。一部是在

影片中张学良回忆李大钊为徐阿晨

申冤时，租界内正在放映的《党同伐

异》；另一部是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

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场内

正在放映的《狗的生活》。两部影片

的选取颇有隐喻意味。《党同伐异》

（1916）是导演格里菲斯的影片，叙述

了20世纪初美国劳资冲突、法国宗教

大屠杀、巴比伦城沦陷等故事，而当

时的旧中国同样处于军阀割据、列强

横行的苦难中，影片中的电影与现实

达成了某种同构。《狗的生活》（1918）

是卓别林导演的电影，在影片中卓别

林把流浪汉的生活与狗的生活进行

对比，人要像狗一样挣扎求存，并且

忍受社会各阶层将他们踢来踢去，这

与当时中国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也

十分相像。《党同伐异》、《狗的生活》

被嵌套在《革命者》中，恰恰隐喻出李

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烈对旧中国种

种的痛心疾首，以及迫切改变当时之

中国的热望。

另外影片的蒙太奇处理也极富

戏剧性。尤其是在展现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

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段落，电影将

杀害共产党人的场景与蒋介石看戏

的场景交叉剪辑，这种可以直接触达

心理活动层面的蒙太奇处理，产生了

更为强烈的戏剧冲突效果。

总之，无论是非线性的叙事手

法，非写实的镜头语言，还是隐喻

化的影像处理，作为主旋律影片的

《革 命 者》有 着 执 着 的 艺 术 追 求 。

无疑，该片所塑造的既可歌可泣、

又可感可触的李大钊形象，不仅将

成为“主旋律”的一大典型形象，在

“主旋律”的新一轮新变周期中也

将 是 一 个 清 晰 的 里 程 碑 ，将 引 领

“主旋律”获得更大表意空间，迈向

新的艺术高度。

（张义文，媒体评论人；孙佳山，中

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