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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破镜而出：
戴锦华的电影、
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
时间：
2018 年 11 月 24 日 14：
30
地点：
民生现代美术馆一层公教厅
嘉宾：
戴锦华 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毛 尖 影评人，
作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孙 柏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主办：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博雅讲坛、
北大培文

世界电影最大的悲哀
就是每个导演都是看电影拍电影
不是看人生拍电影

被

誉为“中国苏珊·桑塔格”的戴锦华教授出身
于北大中文系，曾在中国电影第四代和第五
代崛起时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戴老师有
着深厚的文学与电影学养、广博的阅读量和阅片量，
同时，
她还永远站在时代潮头，
关注当下脉动，
这使她
在身为中国性别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电影与文化研
究先驱者的同时，
一直与时俱进，
保持着超高的人气，
其智慧与锋芒已成学界“传奇”。而面对日益喧嚣的
当下，
戴老师又有着怎样的新思考与犀利见解？

在帮助我打开我的出版之路，并通过出版让我拥有更多
的读者。作为一个学者最庆幸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书类
似于蒲公英的种子，
随风飘散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落在水
泥地上了，
但说不一定有哪一颗落在哪里，
也不知道它长
出什么，读者会怎么接受它。这三本书同时再版我非常
高兴，
到我这个年龄，
我已经开始思考和担心我的生物学
死亡会不会晚于符号学死亡发生，但是还能够有一点点
安慰。我的学生很了解我，所以努力、使劲儿地安慰，说
它是有意义的、
有作用的、
有启示的。
回到孙柏所说的问题，
我坦率地跟大家说，
如果我的
书籍比我的生命先于被大家遗忘，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的。因为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整个学术的过程，
所有
书的写作过程完全是我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从来不是
要切割出来，什么时候我去生活，什么时候我去写作，什
么时候我去教学。因为我选择每一个题目的时候，都是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那样的困惑和有那样的渴
求。坐在桌前写到腰酸背疼，
那个过程一定是辛苦的，
但
是总的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活着的过程，
是一个游戏的过
程，
是一个迷恋的过程，
是一个给自己解惑的过程。

我偷偷问别人
什么是 Cultural Studies
他们说你做的那些就是
戴锦华：
《隐形书写》的出现和后来我居然掉进一个
叫作
“文化研究”
的坑里面，
是有大概十年左右，
我被认为
背叛了电影、
遗弃了电影。
我的文化研究的延长线是第三世界研究，我又一去
经年，很久很久以后才返回到我仍然非常热爱的电影上
面，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剧变。
对于你们来说，
都是史前史，
非常非常遥远。对于我来说
那是个人生命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跌宕和大转折。我们
曾经对中国、
对历史、
对文化、
对世界有一种理解，
我们按
照我们的理解去参与、去推进、去创造。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的参与召唤出来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
“怪兽”
。突
然世界变得很陌生，
中国变得很陌生。
那个时候对我个人来说，
我大概在很多地方说过，
不
好意思，再重复一遍，我真的会半夜无眠，坐起来开始痛
哭失声。就是因为一切曾经你认为你依凭的东西都破碎
了，朋友们风流云散，你不再知道你的位置，你不再知道
你的未来，你觉得你的语言是如此没有意义。个人的生
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我当时那么爱电影，可是突
然发现，
所有在电影上、
荧幕上发生的事情不能经由电影
自身得到解释，这时候很多别的角色来了，资本的角色、
国际电影节的角色、艺术家被派定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
的身份，
都解释不了。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的三本书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
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跟学术、
跟大学或者跟出版、
跟写作
有关的，但是你别让这个位置囚禁了你。所以当我觉得
完全走不出去的时候，
我可以转移一下我的目光，
转移一
下我的视野，看一看正在发生着的那些坦率地说我并不
喜欢的东西，比如图书市场的出现、商品化的过程、当时
的新媒体、
广告。我大概是中国第一则广告的观众，
也算

是研究者，我想通过它们来试一试能不能回答我对生命
的困惑、
我对社会、
对文化的困惑。
所以开始写了，最早的不是《隐形书写》，是《救赎与
消费》，
是《想象的怀旧》。中间我同时作出我个人生命当
中一个当时很痛的抉择，就是我告别电影学院回到北
大。别人觉得你一个小小的电影学院的老师跑去北大，
你还不光荣地跪下来么？但我是因为别无选择才离开电
影学院，
我觉得我几乎把我的青春生命都给电影学院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到北大不久，
有很多国际交流的
机会。我讲过一百次这个故事，
到了国外别人就说，
这位
是中国文化研究学者，
这是中国的电影学者，
这是中国第
一个女性主义者。那是 1994 年的时候。当时没有人要
叫女性主义者，因为当时“女性主义”是脏字。我真的不
知道什么是 Cultural Studies。所以我偷偷问别人，什
么是 Cultural Studies，他们说你做的那些就是。我说
老天啊，
我做的就是？我去读文化研究的著作，
其实我并
没有从他们那儿获得更多新的方法，我在那儿明确的是
我认同文化研究的诉求，
就是打破学科的壁垒，
打破学科
的讲解，
试一试撞撞学院的墙，
重新把我们自己跟社会连
接在一起。我认同这个东西，我认同文化研究整体非常
老土的、
非常落伍的诉求，
就是文化研究最终关注的是人
的解放。

我还是觉得
当我们是剩下的那个 99%时
我会比较安心，
比较快乐
戴锦华：所以在这之后我就说，好吧，我明确了我所
做的，是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文化，包括对电影在内的文
化现象，透过它们看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然后
通过这样一种透过文化把握政治经济的脉络或者走向，
进而再度把自己摆回到社会之中去。我也认同了文化研
究的基本思路，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说，真的去看到、认
知那 99%的所在，
并且试一试和他们在一起。
这个大概是刚才孙柏当众表扬当中我认同的东西，
就是我们都是“下流学者”，我们向下走，我们向下流，我
们觉得我们能够跟多数在一起。而在上面，那 1%们，越
来越强大，越来越占有世界性的财富。我还是觉得当我
们是剩下的那个 99%的时候，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和他们
一起去看世界、看电影、看文化、看社会，我会比较安心，
比较快乐，
比较踏实。我会觉得活着是有意思的。
当然，
还是村上春树的说法，
到我这个年龄应该上一
堂新课，就是学会死亡，迎接死亡。死亡是很难的功课，
人类从来没学会。我一点不消极，我非常积极乐观地说
应该拥抱生活，拥抱生命，同时要真正地去看，我已经踏
上生命的归程。
可是我在这儿真诚地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刚才说，

这些书的写作是我个人生命的一个过程，就像《隐形书
写》，它把我带出那个学术的困境，也把我带出一个可能
性，就是我继续作为一个电影学者，会以越来越成熟的、
自己的模式去自我复制。当我走过文化研究，走过第三
世界研究，重新回到电影研究的时候，我以为我不一样
了，
我以为我的电影研究变得更有意思一些。所以，
我热
情地推荐大家，如果你们爱艺术，如果你们做文化，如果
你们写作，
我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
在你们的每一个工作
阶段，
都是一个在沉迷状态当中去游戏的阶段。
刚才毛尖揭我的短，比如我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沉
迷于吸血鬼文化，沉迷于作为思想史、作为文化史、作为
电影史的吸血鬼文化。把吸血鬼作为这样一个入口，在
那个过程当中我非常快乐。很好玩儿的是，这个题目什
么都没产生，
我乘兴而来，
尽兴而归。但是我不觉得我浪
费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不是为了产出一些论文或者一些
专著而活着，因为这本身是生命的汲取和创造生命快乐
的一部分。
我奢望的梦想是，你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分享到的
也是快乐，
而不是一种论文写作方式，
那我的快乐就会加
倍、
无限增值了。

戴锦华

孙柏：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两年再版了戴锦华老师三
本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浮出历史地表》
《雾中风景》和
《隐形书写》。这三本书代表了戴锦华老师学术研究的三
个面向：女性主义、电影研究、文化研究。这三本书都堪
称相关领域的开山和扛鼎之作。最早一本是 1987 年出
版的《浮出历史地表》，
然后是《雾中风景》，
《雾中风景》的
篇章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一直贯穿整个 90 年代，
最后
在 1998 年结集出版。
《隐形书写》是 1999 年出版的。
我想要求证于戴老师的问题是，文化研究这样一个
思想路径是怎么在您这儿发生的？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
是戴锦华个人学术的发生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文
化研究在中国的一个开端。
戴锦华：
最近有时候有人会说我是什么
“明星学者”
，
有人说我成名很早。其实你们大家不知道，1996 年《雾
中风景》文稿编辑完成之后，
两年辗转在很多出版社当中
被拒绝。最后是北大出版社一个年轻的音像编辑，因为
他个人对我的喜爱，在北大社出版了《雾中风景》。这个
故事大概已经足够说明，
我的学术道路不是那么顺畅的。
有了北大培文之后，
我的出版不再是问题，
他们一直

文化研究最终关注的是人的福祉

选择每一个题目
都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有那样的困惑和那样的渴求

毛尖：问一个可能不太友好的问题。因为我也会分享
一些看到的东西，但是也一直会和戴老师看到的东西有不
同的感受，包括戴老师对姜文电影、对贾樟柯电影的感受。
如果姜文和贾樟柯一起落水了，
你先救谁？
戴锦华：前提是我落水了吗？我不会游泳，所以谁也
不救。
我比较不愿意谈姜文，这一点是非常个人的。长久以
来，
姜文使我保持着强烈的期待。我一直认为，
中国的导演
和中国的学者一样，
最早推动我们进入学术、
进入创作的是
某种爱，
一定是某种很纯粹、
很单纯的东西。但是经常当我
们做出了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非常不客气地说，
我们经常容
易把我们做出的那点放得太大了。
我还是用王朔的语言——我们经常像哄孩子一样把自
己当人看了。自己写了两本书，
觉得自己是大学者，
拍了两
部电影就觉得自己是大导演。一旦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
好像爱就烟消云散了。最早让他进入到这个场域当中的动
力就消失了，以后就会变成一种很匠人、很匠气、很职业性
的复制，
或者简单地说，
很容易转向媚权、
媚钱，
用自己爱的
东西换，换取一些俗世的利益。钱、权我都爱，但是我经过
我愚蠢的、
智商太低的计算以后，
觉得不值得。要赢得那些
东西，
我付出的代价，
算完以后我就觉得不值。这就解释了
我为什么这么失败，在社会各种衡量标准中我是个失败的
人，
我什么位置、
什么权柄都没有。这些朋友知道我什么都
没有还喜欢我，
谢谢你们。
对姜文长久的期待是我觉得姜文一直表达出一种对电
影自身纯净的爱，
甚至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使他很快成名，
当时是才子型的明星变为导演，
影片如此出色之后，
他也一
直表现了这种纯正的爱。而同时，正因为他是从演员变为
导演，
他又不大在电影史、
电影行业的路径上。世界电影最
大的悲哀就是每个导演都是看电影拍电影，不是看人生拍
电影。不论多有才气，看人生拍电影还是会遭遇到无数电
影挡住你的路不让你走，最后只好在电影当中找到一点点
出路、
一个裂缝、
一个窄门挤出去。
姜文就是个人的才气足够，同时因为他不是作为一个
导演被教养出来的，不是作为一个那样的艺术家被教养出
来的，
所以他的原创性是充分的，
这是我对姜文始终保持着
期待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
到现在为止，
我非常喜
欢《太阳照常升起》，但是《太阳照常升起》某种意义上是姜
文的滑铁卢，票房的惨败对姜文的挫伤或者说创伤是很重
的，
他后来一直试图回应这件事。
有一次成功的回应就是《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刚好
是姜文作品当中我个人评价并不是很高的，以他的聪明和
才气操作一个商业电影的模式不是难事，他很成功地操作
了一个商业模式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我仍然保持着我的
某一种认同，
那个认同就是，
在中国电影当中我们太难找到
一点最朴素的声音讲一讲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了。所以那
个电影中大声疾呼“公平、公平、公平”，已经变成了一种难
能可贵的社会的表述，
因为听不到。

姜文电影经常失败的地方
就是他满怀自恋地表现自恋

戴锦华：
接下来的《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
姜文真的
向我们表现了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时代的困境，就是观众
和社会的批判、原创性的表达和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大资本
的运营。不是说我有艺术表达，
我没钱拍，
这是我们熟悉的
困境，
或者因为太多的钱使我们忘记了艺术，
这也是我们熟
悉的困境。姜文显然是不甘，
他有着强烈的要原创、
要自我
表达、
要给自己在电影史上命名的诉求。但同时，
可能是送
到手上的巨大资本的额度，
正如奥逊·威尔斯所说的，
“电影
是发明给成年人最好的玩具”，让他很想去玩资本，来运转
游戏。我只能说，这样的一种困境本身造成了两部影片的
尴尬处境。
姜文从《让子弹飞》开始，他把后面的三部电影命名为
“北洋三部曲”。北洋是非常特殊的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
权力真空，
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是最赤裸、
强权暴力的血腥
世界，是没有任何稳定系数的世界。这是《让子弹飞》成功
的理由。到《邪不压正》的时候，有一个太重要的事情出现
了，就是日军侵华，日军开进北京城。对我来说，这样一个
明确的历史时刻，这样一个我认为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
会有身体疼痛的时刻，
我不允许解构，
我个人不接受解构和
游戏。坦率地说，
这并不直接构成我对姜文的批评，
但是构
成我和这个影片之间完全不可抵达的一个障碍。所以这是
姜文。
提问：
戴老师说特别喜欢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
对这
部电影我有一点想法，有人评价这部电影是姜文极度自恋
的投射。在后面有几个镜头是老唐妻子找到他，他在山顶
上，把枪一举，宣告一种猎人打到猎物的胜利性的标志，他
跟他妻子最后一段在火车上飞舞的镜头，那是体现相当自
恋的行为，
您怎样看待这种评价呢？
戴锦华：老实说，电影里世界尽头，伫立着一只手的标
识，那个女人走走走，走到世界尽头，姜文从背后很酷地出
来的时刻，
我觉得挺雷的。尽管我这么爱这部电影，
但是那
个场面我也觉得挺雷的。那个场面是姜文的自恋表达破坏
了艺术原创，
我认同，
我同意。
我喜欢这部影片的是，
整个在造型、
在想象上的极度飞
扬。我认同于他飞扬的想象力，有点奇诡的想象和造型形
成的那样的画面，
对我形成一个有趣的、
不一样的
“文革”
表
述。那是
“文革”
亲历者的表述，
不是
“文革”
主体的表述，
而
是在
“文革”
结束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姜文对那段历史做出的
非常有趣的表述。关于荒诞、关于深情、关于背叛、关于情
欲，
关于很多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的成就感压倒了这个小小
的自恋。
姜文电影始终有自恋的问题，我完全不讳言这一点。
姜文电影经常失败的地方就是他满怀自恋地表现自恋。自
恋是一个永恒表达的主题，
姜文做得非常好的《阳光灿烂的
日子》最后也毁在自恋，
马小军自恋了，
非常棒的故事，
到那
儿有一点塌下去的感觉。他能够战胜自恋的时候是非常非
常精彩的，但是有的时候他被自恋俘获，怀抱自恋表达自
恋，
所有的观众都会被推出去。因为每个人都很可悲，
每个
人都很自恋，
人们并不想分享他人的自恋，
而想看到对自恋
某一种呈现或者某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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