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惦 电影美学的实践性和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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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惦棐电影美学的根本特性是实践性，即从实践中来，自觉地接受实践

检验，积极地指导电影创作实践并取得重要的创作实绩；以及原创性，即融通性（打通
了电影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高度理论性和反对洋教条。钟惦棐电影美学由
此二者而产生的思想原创力，和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具有的坚持真理、独立
思考的精神，启发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后辈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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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1979 年第 4 期是 8 月出版，同一

议撰写“专著”研究“钟惦棐美学思想”［4］。近年

期上发表了钟惦棐的两篇文章，其中《电影文学

来，陆续发表的一些研究文章，对钟惦棐及钟惦棐

断想》发表在头条。此文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鲜明的

电影美学，做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关于“钟

“钟式文风”，生动犀利而又深沉老辣，同时兼具

惦棐及其电影美学”的材料时有发现。也不断有

理论色彩，篇幅也较长，约 24000 字。此文发表，
［1］

学者在新中国 70 年电影史等综合研究中论及钟惦

“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 。此文以理论高度

棐——这很自然，因为钟惦棐是研究新中国电影完

和现实批判力，还有饱含历史感的思想笼罩力，引

全无法回避的一个巨大存在。有的学者在史论中，

起学界高度重视。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钟惦棐本人

把钟惦棐电影美学思想放在当时的学术论争和电影

在新中国电影界的“头号”身份，这篇文章本身的

学的发展中论述，给予其历史的考察，如饶曙光、

分量就足以让人震动。张光年曾说：
“当我读到他

李国聪《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 — 2017）》［5］。

蒙难二十二年后重返文坛时的第一篇力作《电影文

也有的学者，把“钟惦棐及其电影美学”放在 80

学断想》，为之惊叹不已！这是一篇总结过去、面

年代电影观念辩论的时代语境中，尝试做相对整体

对当前、展望未来的呕心沥血之作，时时迸发出智

性的研究［6］。至于以“钟惦棐及其电影美学”为

慧的火花。”［2］以这篇文章为标志，钟惦棐开始为

研究对象的论文，近十余年来，则有上百篇——可

新时期电影美学思想的重构奠立坚实的基石，也正

见，
“钟惦棐及其电影美学”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

是借由此文，钟惦棐全面发力，慧力广布影坛，洪

值的课题，有深厚的学术思想内容和历史文化意

钟锣鼓，响彻学林，于今 40 年矣。

蕴，而且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对未来的价值，仍

从 1979 年 开 始， 到 1987 年 3 月 20 日 逝 世，

有值得探讨和可以探讨的空间。

钟惦棐在电影界、文学界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影

的确，为什么钟惦棐连一本所谓的学术“专

响，加上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电影评论方面的工

著”也没有，仅靠着许多报刊单篇文章和工作报

作和影响，及其所受“殊荣”，其实际影响力和历

告，而且多数是即时的评论文章行世，却在中国电

史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出电影界和文学界。“钟惦

影界、理论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钟

棐”其实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一杆旗子。可以说，

惦棐让人惊叹的，是他老延安出身，在晋察冀抗

钟惦棐在 50 年代和新时期两个时段的工作，对于

日根据地经过革命战争考验，以根红苗正的党的宣

近 70 年来中国电影研究和电影事业的贡献，是整

传干部身份示人，却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电影

体性的，是开创性的，也是历史性的。他被称为

理论的滋养下，凭自己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和理论思

［3］

“中国电影美学大厦的奠基者” ，陈荒煤还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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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观点经过几十年正反两方面历史和几代

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他对“电影事

电影人的实践检验，又被证明是正确的，富有远见

业”的目的，认识得很明确，认为是“党的事业的

的。那么，
“钟惦棐电影美学”到底完成了没有？

一部分”：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电影本身，它

透过钟惦棐鲜明的个人表达风格的外观，
“钟惦棐

应该怎样更好地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更好地为

电影美学”的内在特质和根本价值究竟是什么？其

伟大的共产主义政治服务，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力量来自何处？他的思想，为什么几十年来仍然不

设事业不断前进，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照我的

断地被人们提起、回溯和探究？我们今天讨论“钟

理解，就是电影必须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组成

惦棐及其电影美学”，在什么层面讨论，仍然是有

一个和弦。”［10］“我们加深对电影自身认识，调动

意义的？对这些问题，似乎仍缺乏一个比较综合的

电影各个门类的积极性，并且要求精通，并对电影

回答。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又恰

性能作出各种尝试性的研究，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

逢钟惦棐百年诞辰和《电影文学断想》发表 40 周

地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服

年。在这个历史节点，重新审视钟惦棐电影美学思

务。”［11］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钟先生在新时

想，很有必要。

期虽然是以真正电影行家的面目出现，但他仍然为

尽管钟惦棐以“著名电影批评家”“电影理论

自己定位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宣传干部。他所思

权威”名世，80 年代又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

考和表述的所有问题，无不是自觉地从文艺为政治

处书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第一任会长，但他本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一宣传总目

人真正的社会职业角色，却是中共文艺宣传干部。

标出发，无不是为党的实际宣传效益着想”［12］。

1951 年钟惦棐随周扬由文化部调中宣部，开始是

这个工作身份和职业定位，还对钟惦棐的思想

分配在文艺处。当时中宣部准备成立电影处，由江

产生了第二个影响，使他的文章和评论具有另一个

青任处长，指定电影处成员是袁水拍、黄钢和钟惦

特点，那就是：工具性的眼光，和功能性的角度。

棐，但袁、黄均未到职，电影处的日常工作便由钟

他说：
“怎样运用电影这个武器，怎样让电影对群

［7］

惦棐“张罗” 。可以说，从 1951 年调中共中央

众发挥作用？让我们的观众通过电影去认识生活，

宣传部，直到 1957 年这几年的经历，为钟惦棐一

认识世界，在电影中学会分辨真善美与假丑恶，这

生的社会职业角色定了位。“陆沉”20 余年后复出，

将是影响一代人的大问题。”［13］以英国电影《阿拉

钟惦棐已经 60 岁了。这时他虽然工作单位到了

伯的劳伦斯》为例，钟惦棐一语道破“其实这是一

文学所，但宣传干部的职业本色并未改变

［8］

。到

部非常典型的殖民主义的影片”，
“它把一个英国军

了 80 年代，他仍然说：
“‘策’前‘策’后，甚至

官，写得比阿拉伯人还阿拉伯人！表面看来他为了

‘策’里‘策’外，我都是作为一名信奉共产主义

阿拉伯的利益，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并不怕

［9］

的宣传干部，从不以为自己是什么电影行家。”

任何艰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但实际上，他

当时钟惦棐 30 出头儿，年龄不算大，在中宣

对大英帝国的贡献决不是几门大炮所能换得的。象

部电影处，他也不是处长、副处长，但毕竟居于统

这样的影片在英国本土之外放映所取得的效果，也

管全国电影的要害核心部门。这样的中央文艺宣传

远不止几门大炮的价值。对英国人来说，这的确是

干部的身份，而且本职工作就是管电影，导致了钟

大手笔！”［14］ 把电影直接看做大炮，这是经过革

惦棐对电影的观察和研究巨细不捐；同时，工作本

命战争的宣传干部的思维，是钟惦棐思考电影的功

身要求他既能统揽全局，又要熟悉相关具体部门和

用时，直接的反应。

工作，唯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所以，他的许多

在主题和内容层面，目的明确地为社会主义服

文章，如《共同努力，提高电影文化水平》《论如

务，为人民服务，以及以功能性、工具性的眼光来

何实际对待现实主义的偏颇与不足》《必须加意小

看电影，可以说是钟惦棐电影美学的两大特点。但

心地保护创作》等等，多带有一种指导的口气。宣

是，这两个明显特征，并非钟惦棐电影美学最根本

传干部的社会身份和定位，对钟惦棐的电影思想至

的内在特质，其价值也就并不附丽于此。更深入
177

Literary Review

2019 年第 6 期

一层探究，会发现正是这样一种工作身份和职业

坚实基础的，这一实践基础之深厚，在当代中国，

定位，这样一种目的明确、工具性凸显的“革命

恐无人与之比肩。

的功利主义”取向，在钟惦棐自身独有的诸种条件

其次，主张用实践来检验电影创作，也检验钟

的“化合”下，最终成就了钟惦棐电影美学别具

惦棐电影美学自身。这一思想，钟惦棐在 1956 年

特色的实践性品格。而这样的实践性品格，才是

就明确提出了，他说：
“的的确确，此后也没有谁

钟惦棐电影美学最根本的内在特质之一。有学者

反对‘工农兵电影’，风平浪静地过了好几年。但

注意到了钟惦棐电影美学的“鲜明的实践美学特

实践反对了它，工农兵大众反对了它。”［19］《电影

“实践性”不
色”［15］。但是，尚嫌不够，应该说，

的锣鼓》更明确地把实践作为“检验问题”的标

仅仅是一种“特色”，它在钟惦棐电影美学思想体

准，
“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那就是“实

系中，居于枢纽性位置，是钟惦棐电影美学的一个

践效果”，是观众多还是观众少，
“电影是一百个

本质特性。

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

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实践性特质，可从以下三个

‘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20］对照这一观

层面略作阐释。首先，强调以电影为代表的艺术，

点，想想 22 年之后，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

其来源为生活实践、社会实践以至艺术实践，这是

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

钟惦棐电影美学的一个中心观点；而钟惦棐电影美

国掀起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们自然应该对钟惦棐

学本身，也来自于丰富的电影创作实践。社会生活

有新的评价。由于电影本身高度的实践性，所以，

是艺术的源泉，钟惦棐无疑是信从此经典理论的， “用实践来检验”，和这个理论“指导于实践”，有
他一再强调“艺术内容就是作家的生活经验”［16］，
“电影的内容和影评的内容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
［17］

东西，都是社会实践包括艺术实践的结果”

。

的时候，就是一回事，是在指导中，检验指导者。
钟惦棐认为：
“实践在前，理论在后，而理论一旦
符合现实的需要，符合实践中人的志趣，也就在更

钟惦棐的可贵处在于，他不是教条地、狭隘地理解

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实践。”［21］从政策层面或者说可

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而是特别看重艺术创造主体

操作层面来说，早在 50 年代，钟惦棐就写过《论

充满个性的感觉、感受以至感性，在他看来，
“实

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22］。1979 年，钟惦

［18］
，感性活动贯穿
践性”，即是“感受的直接性”

棐发表《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十项建

艺术创造之始终，艺术的活动方式，始终是以感性

议”不到 4000 字，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套话，第

的形式出现，而且必须归结为感性形式，故而，感

一句话就是：
“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如何适应四化

性这个环节，对于艺术创作，是最生动、最清新、

的要求作如下建议”。提了十条：发展电影文学事

最活泼、最不一般、最绚丽多彩、也是最有生命和

业，改革制片体制，办好电影学院，成立电影艺术

魅力的重要一环，是万万不能忽视的。而作为一个

研究所，充实电影资料馆，筹建古装片厂，设立电

影评家，钟惦棐总是密切注视影坛动向，捕捉大量

影奖，健全电影协会，重建影评组织，加强影片公

鲜活的第一手感性材料。钟惦棐观影之多，撰写影

司［23］。非常全面、具体，总揽全局，面向未来，

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在电影圈是有名的。他为

关涉电影创作、制作、发行，以及电影研究、电影

数巨大的影评，论述了几乎所有电影美学的基本的

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是对电影实践最直接的介

问题。仅以新时期为例，从 1976 年底到 1987 年去

入，而这些建议，都饱含他对电影发展多年的理论

世，钟惦棐就写下 290 多篇评论文章，计 90 余万

思考，而他的理论思考也在“指导于实践”中不断

字，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每写一篇影评，他大多

接受实践的检验。

要把所评电影看上两三遍甚至四五遍，细加研究。

至于受教于钟惦棐的指点帮助，受益于他的影

大量的观影实践，无疑有助于钟惦棐练就敏锐的观

评文章或电影思想的导演和演员，从成荫、于蓝一

察力和与众不同的眼光。所以说，钟惦棐的电影美

辈，直到新时期崭露头角的黄健中、张瑜、李连

学是以大量的电影创作实践和他本人的影评实践为

杰，可列出一长串名单。1953 年，钟惦棐针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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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导演的《南征北战》，既肯定了影片“所达到的

‘中国新电影的摇篮’”。而这一切成就的第一推动

方面”，同时也直言不讳地点明它“没有达到的方

力，就来自钟惦棐，
“钟老是中国‘西部片’的旗

［24］

面”

；80 年代，他又热情称许成荫导演的《西

安事变》，大赞其“历史主义觉醒”的成就［25］。

手”［27］。
最后，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实践性，还表现在钟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钟惦棐前一篇文章，成荫导演

惦棐电影美学本身直接地以一种实践形态呈现出来

未必能有后一部电影划时代的改进。黄健中是第四

并发挥影响。除了他本人大量的影评文章，钟惦棐

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共十六大电影界唯

和电影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以他为核心和旗帜的

一的大会代表。忆起钟惦棐，黄健中感慨道：
“就

电影美学小组的活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纯书斋研

全国范围说，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导演多数人都

究的学术活动，也是钟惦棐电影美学不同于中国当

同样受过他的关心和帮助。”1981 年，黄健中第一

代任何一位美学家的美学之所在。“电影美学项目

次独立导演电影《如意》（根据刘心武同名小说改

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开会讨论的这些思想，通过那

编），钟惦棐看完影片后，当面批评黄健中：
“黄健

些导演都传播出去了。”［28］当时经常参加电影美学

中啊，你屁股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唯美主义的尾巴

小组讨论，围绕在钟惦棐身边的有一批导演、作家

呀！”而被批评者则心悦诚服：
“他批评的根本不局

和理论家，导演有谢飞、黄健中、张暖忻、郑洞天

限在影片本身，而是指出我的创作思想、理念上的

等，陈凯歌在美学小组后期也来过，作家和理论家

［26］

错误。”

则有倪震、李陀、阿城等，电影研究者则有罗艺

如果说，对黄健中、张瑜、斯琴高娃、李连杰

军、周传基，更年轻一辈有陈犀禾、张卫、仲呈

等人的指导，还是相对个体的，那么，钟惦棐提出

祥，等等，前前后后，
“单是在他的老住处振兴巷

的“电影与戏剧离婚”和中国“西部片”理论，则

6 号座谈就不下百次”［29］。西单新文化街振兴巷 6

完全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西部片”对新时期中国

号，成为 80 年代电影界和思想界的一个象征。

电影、甚至对 70 年来的中国电影，不仅意味着首

大量的艺术实践和批评实践，加之以深厚的生

次明确地提出“类型片”概念，也意味着中国电影

活阅历和学养累积，则直接催生出钟惦棐电影美学

在 80 年代的整体突围，还意味着有中国气派、中

的原创性。钟惦棐关于电影的论述，丰富且自成体

国风格的电影以类型片的形式整体出品，走向世

系，对此，已多有学者予以归纳、提炼。钟惦棐在

界。1984 年 3 月 6 日，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

许多方面的论述，都在电影界产生很大影响，有的

发表《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演

还超出电影界。他的一些具体论断，直到今天，还

讲，随后两三年之内，
“西影吃了钟老的‘仙丹’，

在电影史乃至当代思想史上熠熠生辉，如“电影与

像长了雄健的翅膀一样开始腾飞”，相继拍出《人

戏剧离婚”，
“电影必须是电影的”，
“电影必须是人

生》（吴天明导演）、
《默默的小理河》（张子恩导

民大众的”，
“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等等。

演）、
《大刀王五》（于连起导演）、
《黑炮事件》（黄

在这些或宏观或具体的阐发和论断中，我们都可以

建新导演）、
《盗马贼》（田壮壮导演）、
《神鞭》（张

清楚地看到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原创性。

子恩导演）。1987 年“更上一层楼”，拍出了《老

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在融通

井》（吴天明导演）、
《红高粱》（张艺谋导演）、
《孩

性。一方面，它融汇了东西方美学思想和多学科的

子王》（陈凯歌导演），还有《最后的疯狂》（周晓

综合成果，还有多门类艺术的艺术实践，另一方

文导演），在 1988 年金鸡、百花双奖会上赢得 25

面，他“深刻而生动地论述了几乎所有电影美学

个奖项中的 15 项，而且相继获得东京、西柏林等

的基本的问题”［30］，深入研究了电影内部各方面、

国际电影节的十余项大奖。从 1984 年开始，西影

各门类、各层次的问题，可以说慧光遍照——包括

在“‘西部片’大旗”下拍摄的数十部影片在国内

指导思想、民族形式、宏观决策和政策、电影构

外获奖 140 余项。因此吴天明说：西影作品代表

思、导演思想，乃至灯光、后景、音乐、镜头、台

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水平，
“西影被国内外舆论称作

词对话、表演等。他还以“电影观众学”理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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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创作、电影作品“内部”的艺术分析，与观众

以和邻近的形式相区别的时候，它的造型运动才算

的观影感受和艺术欣赏结合起来，与电影的社会教

告一段落。”［37］——正如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

育功能，乃至电影政策、电影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在钟惦棐身上得到了统一，生动的议论与雅正的理

打通了电影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打通

论品质，也奇妙地结合在他“论语”式的评论中。

了实践与理论，也贯穿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他的
电影美学具有“开放性”和“针对性”，
“既不割裂
［31］

传统，又把重点放在当前与未来”

，完成了电

影美学整体的一个有相当深度的综合与融通。

那篇在 1979 年《文学评论》上“横空出世”
的《电影文学断想》，可视作钟惦棐“发现艺术
规律”的集大成之作。名为“断想”，形式上也
是“断想”，却都是人和电影经历一段“苦熬”之

其二，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原创性，更体现于这

后，
“熬出”的艺术规律的结晶和理论的升华。“断

些论述所具有的高度理论性。钟惦棐有很强的理论

想”凡八节，几乎节节都在着意提炼电影的艺术规

自觉意识，他说：
“实践固然是第一性的，但是忽

律，而且多是重大的艺术规律。比如，文艺与政治

［32］

视理论，就容易陷入盲目性。”

一方面，他写评

的关系问题，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问题，即是电影

论、分析问题，都是站在一个理论高度，用理论

艺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断想”在多个小

思维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他在快意生动的文

节里对此进行集中探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在

章中，于关键处，总是用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化的

极“左”思想指挥下，电影艺术的失误和挫折，在

语言来表述他每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比如，他说，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其主要表现，钟惦棐
“美是发现”，
“美是性格，同一般是对立的”，美

认定就是“狭义地理解政治”,“狭义地理解文艺

“仍然——必然要求变化，即一般中的不一般，统

特别是电影”，同时电影艺术对政治又跟得过急过

［33］

一中的多样”

——这已经是完全哲学化的语言

了。他又说：
“我常常把美学视为美的力学，并且

紧，过于机械。那么，解决之道在于，
“对电影文
学必须持之以宽与广 , 远与深；不近功 , 不急利”，

认为美不表现为力，而流于琐屑，流于茶余饭后， “这个宽 , 主要是政治尺度 , 政治气氛 , 使之有利于
流于遁世，虽名曰美，实际恰恰是丑的。”［34］“作

创作”；或者换成“和弦论”就是：
“电影必须和社

为观众审美能力的提高，从最初到最后，都在于把

会主义革命、建设组成一个和弦。既不能全是‘最

握主体的能力。能否把握主体始终是审美能力的标

强音’, 也不能全是最弱音，既不能全是长音 , 也

志。”“这不是说不要注意细部，但细部和总体在创

不能全是短音。强弱长短是有机的配合 , 而不是机

作中具有从属关系。总体不真实，细部真实是没有

械的一致 , 是在基本目的上的同步 , 而作为手段 ,

［35］

意义的。”

这样具有思辨性的话语，不知给多少

电影人带来了“头脑风暴”。

既可以同步 , 也可以不同步。”——这就是“艺术
规律”。

钟惦棐的理论追求，使他不满足于印象式的点

至于“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问题，原本不

评，而是要更进一步，发现艺术规律。1938 年到

该是个“问题”，却弄成“嚷嚷了许多年 , 始终不

1939 年，延安演出话剧《大丹河》《打虎沟》，大

得要领 , 也始终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根

为成功；而在晋察冀边区演出的《陈庄战斗》则

子就在政治的过度干预之下，
“电影题材热衷于图

不成功。他对比、研究，发现“这里好象没有规

解政策 , 配合中心”, 并以此作为电影的“指导思

律。其实是有的。这就是时代激情的规律”。他指

想”。解决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关键在于给

出：
“作品的个性、闪光和全部可称为艺术内容的

艺术“松绑”，让艺术回归艺术，因为按照艺术规

东西，不是来自抽象的、先行的理性，而是来自具

律，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原本来自生活 , 来自作

体的、主动的感性；不是感性赋予某种理性认识以

家对生活的真切感受 , 来自他坚定不移的推动社会

［36］

内容，而是理性赋予某种感性认识以思想。”

在

前进的激情和决心”。所以，如果作家、艺术家忠

谈到“电影和戏剧离婚”时，他也把这一问题上升

实于艺术，真正从生活中吸取题材 ,“它本身就是

到艺术规律的高度：
“任何艺术形式，只有当它足

不同质的 , 还有什么多样化、少样化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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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题材必然
［38］

多样。不仅题材如此 , 风格也如此”

。如果说，

影不但要求改变以往的好莱坞模式，也要求改变
以往的苏联模式，形成中国电影最活跃的发展时

50 年代钟惦棐写影评“基本上是单打一，一片一

期。”［49］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因为他不盲

议”［39］，那么从《电影文学断想》开始，钟惦棐

目崇洋，所以，他才能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实际出

开始有意识地经营长篇的理论性的文章，通过这

发，从艺术实践出发。

些文章，充分展开他的思想，如《中国电影必须
［40］

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 《电影形式和电
［41］

［42］

影民族形式》 《电影评论有愧于电影创作》

，

等等，还有他在全国电影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发
［43］

曾在钟惦棐指导下工作过的俞虹，1983 年代
表钟惦棐参加国家“六五计划”的“电影美学”课
题评审会之际，高度评价了钟惦棐的电影美学，
俞 虹 认 为，
“ 钟 式 美 学 不 是 中 国 的 中， 是 钟 老 的

，在中国电影学会召开 20 至 30 年代中国电

钟”［50］。钟惦棐电影美学之独特性与原创性，由

影研讨会的发言［44］，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年

此可见一斑。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钟惦棐研究

言

会上的引言

［45］

。这些，都说明钟惦棐电影美学已

经初步形成体系。

电影美学的年代，是美学、电影学、心理学等一切
与电影美学相关的学科几乎停滞的时代，没有什么

其三，钟惦棐电影美学原创性还有一大表现，

西方美学和电影学成果的系统引进，更无这方面学

就是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崇洋，反对洋教条。

术成果在学界的广泛传播，所以，钟惦棐的“电影

这一方面是他的思想具有原创性的一种体现，同

美学论述几乎是原发性的，更为可贵，更具有史学

时，又与他的美学思想的实践性，恰成为互补的两

研究价值”［51］。

面。他曾明确表示：
“为了了解西方电影发展的历

来源于丰富的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有着高度

史和某些趋势，借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需

原创性的钟惦棐电影美学，必然产生旺盛的原创

的，搞‘罐头电影’是绝对愚蠢的。但是一个国家

力。这种原创力，体现在他的思想、论述，启发了

的电影如果不是根植在自己的土壤上，而是削足适

一代又一代后辈学者，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成为他

［46］

履地使自己就范于他人，这肯定是不足取的。”

们研究的对象。这就是钟惦棐电影美学由原创性而

他不仅反对盲目崇拜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电影理论，

生的原创力。引起广泛讨论的“电影与戏剧离婚”，

而且，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明确地提出，不

最初提出时，只是钟惦棐因病未能参加一个导演会

要盲目崇拜苏联教条。他说：
“简单说来，目前流

议而写的“一张病假条儿”［52］，而且只是同一张

行的‘科学’观就是如此。怀疑了外国的某些东

病假条儿上的两个问题之一。《探索电影集〈序〉》

西，就是怀疑科学！怀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两千多字，
“便成为了我们研究钟惦棐先生在中国

中的某些说法，就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演

电影‘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电影观念和电影思考

剧方法！”“天晓得这是在提倡科学，还是提倡迷

的重要文献”［53］。“和弦论”是《电影文学断想》

信！”［47］1956 年 8 月，钟惦棐陈言“‘传统’问题”

八个小节中的一节而已，却引得学者写出一篇“钟

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不重视自己影片的民

惦棐美学思想疏证”的论文［54］。甚至《电影的锣

族风格，盲目地学习苏联。”“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

鼓》里的一句话——“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

研究整理工作，几年来无人过问。对中国电影艺术

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

家们在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未予认真的总结。”“几

象，岂不成了抽象？”——理论家就由此而发掘出

年来除了翻译苏联的文章，在我国的电影理论建设

“抽象观众与具体观众”的命题，并引申出对中国

［48］

在当年的时代氛围

现代性矛盾的思考［55］。可以说，
“正是在钟惦棐的

下，能提出这样的见解，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胆

大力推动下，中国电影美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

识。1986 年，他谈到电影“第五代”时，结合当

了极大的发展，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繁荣景观。也

时的电影创作实践，指出：
“不及十年而有‘第三

正是通过接近 30 年的不懈追求，钟惦棐电影美学

代’、
‘第四代’、
‘第五代’的出现，就说明中国电

终于全面超越此前的中国电影美学，显露出宽容通

上，可以说还是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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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自成一体的大家气象”［56］。仅仅这些思想本

民大众服务的电影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实践性，

身，就已经足够有力量了。更可贵的是，钟惦棐本

源于独立思考和包含丰富原创思想光芒的原创性。

人并不就此满足，而是在新时期，不断地向新的艺

这些，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就是钟惦棐电影美

术实践学习，向年轻一辈电影家们学习，不断超

学的根本特性和价值。

越自我。钟惦棐对自己的局限有深刻体认，他说：
“并不能说明传统对我没有约束性。一个从政治、
政策、典型、宣传……中走过来的人，不能不具有

［1］阿城：
《父亲》，章柏青、陆弘石主编：
《电影锣鼓之

先验性的审美观。尽管我的一些审美积习在我和新

世纪回声——钟惦棐逝世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一代人的交往中有所变化，也往往发现自己的尾巴

424 页，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年版。

并不比别人短。因此在一场电影观念的变革中，我
也有沉默的时候。沉默就表明我还拿不定是我对还
［57］

是别人对。”

——这种时刻进行的、清醒深刻的

自我反思，使得钟惦棐的思想，更具有原创力、开
放性和生命力。

［2］张光年：
《〈钟惦棐文集〉（上）序》，钟惦棐著，第 1
页，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
［3］彭吉象：
《中国电影美学大厦的奠基者》，
《电影艺术》
2007 年第 3 期。
［4］陈荒煤：
《陈荒煤致罗艺军的一封信》，见罗艺军著：

钟惦棐电影美学原创性和他的睿见，实来自于

《世纪影事回眸》，第 368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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