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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评论

2006年中国大陆横空出世的影片《疯狂

的石头》，以其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外国电

影的拍摄技巧，细致巧妙的剧情安排为人们

带来了一部充满了逻辑美感的作品，更为国

产电影注入了的新的活力。在这部影片中，无

处不融汇着符号学的思想精髓及其巧妙运

用，再一次体现了符号学在影视艺术中极其

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影视艺术与符号学的本质联系

1、关于符号与符号学

符号一词用得非常广泛，可以说我们生

活在处处都是符号的世界里。人们对符号的

认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古代。无论是中

国古代的《易经》，还是古希腊的把症侯看作

符号 ，无不渗透着符号的思想，正如亚里士

多德的名言“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

口语的符号”所言，符号正是利用一定的媒体

来代表或指示某一事物的东西。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规律的学科，它研究

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使用符号和各种规

律，或从使用符号的方式入手，研究这个社

会的文化、文学艺术或其他方面。1964年罗

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符号

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符号学开始渗透入多

种现代理论思潮之中，这门学科又可以作为

总体方法论，可以用来研究语言学、文学、艺

术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许多学科。中

国著名符号学家李幼蒸先生说:符号学就是

“使对象精确化的努力”，它最基本的目的在

于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容构成有更

准确、更清晰的知识。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有

效的工具来精细化我们对对象的认知，正如

显微镜为植物学家提供了工具来使对象人之

精密化一样。(李幼蒸 2002.01)目前，符号学

的研究已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热潮，对符号

学的认识与应用，正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

2、电影艺术的符号性

(1)结构主义成就了电影符号学

符号学在20世纪中叶的兴盛，主要表现

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兴盛。从巴尔特的符号

学原理到符号学分析实践，到列维-斯特劳

斯的神话结构分析，到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方

阵，实质上都一直没有突破索绪尔的结构主

义语言学框架。五十年代末法国人文、社会科

学的几乎任何学科都卷入了结构主义。当结

构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发展成一个规模庞大

的方法论体系时，它也成为符号学研究的方

法论，可以说五六十年代的符号学就是结构

主义的符号学。在六十年代法国符号主义哲

学运动的影响下，七十年代初，苏联、美国、意

大利等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者开始进入各

学科带头之行列。结构主义大量使用了符号

学方法和原理，虽然结构主义符号学只是符

号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甚至是其中某个分支

的一个阶段，但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与西

方其他理论相比，在理论上显得比较抽象而

富有哲理与方法论的色彩。随着电影理论的

问题成为当代西方美学，特别是成为结构主

义符号美学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

类型的电影美学就成了电影理论界追求美学

深度的趋向和一般美学界日益重视的电影

艺术分析的趋向汇合的结果。这时候的传统

美学已经跟不上艺术的步伐了，正如李幼蒸

先生所言“传统美学已证明不能与20世纪艺

术相适应了，它没有进入现代时期” (李幼蒸 

2002.24)。克里斯丁·麦茨正是从结构主义

符号学叙事分析层次进入电影研究的，成为

了电影符号学创始人，他使电影的理论研究

和电影美学及符号学的理论联系起来了。

(2)电影――一种具有表意性符码的特

殊语言

电影符号学是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

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它

既是电影理论的一部分，也是符号学的一部

分。电影符号学是当代符号学最典型的成就

之一，它既是符号学的产物，又是其推动者。

电影符号学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

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

电影符号学认为电影本性不是对现实的反映

而是艺术家重新建构的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

统。电影语言不等于自然语言，电影艺术的创

造必然有可循的社会公认的“程式”。同时电

影符号学的研究重点是处延与叙事，主张宏

观结构分析与微观结构分析并重，根据“整体

决定局部”的原则而系统化。

电影符号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帕索

里尼的《电影诗学》，意大利的艾珂《电影符码

的组接方式》以及沃伦的《电影中的符号和含

义》等，但真正建构电影符号学理论大厦的还

是法国麦茨的《电影语言》和《语言与电影》两

部巨著。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可以归结为一句

话:电影不是真正的语言，但却是一种具有表

意性符码的特殊语言。

3、电影符号学的有关理论

电影符号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以麦

茨1964年发表的《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

为开端的第一符号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模

式，他包含三大研究范畴:⑴确定电影符号学

的性质;⑵划分电影符码的类别;⑶分析电影

作品的叙事结构，即电影语言的系统研究。它

的基本观念是:电影是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

统，它的创作有可循的社会公认的程式;虽然

电影语言虽不等同于自然语言，但电影符号

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本质相似;研究电影的

科学工具的语言学，其研究重点则应当是外

延与叙事。

电影第二符号学是电影符号学与精神

分析学相结合产生的电影理论。第二符号学

不是取代语言学，而是把精神分析研究结合

进去，而且不意味着第一符号学的完成，只是

新的研究方向，扩展深层观念心理学方面，它

以精神分析为模式，全面解释了电影机制主

体观看过程和主体创作过程的心理学。第一

符号学着重电影的“陈述结果”研究作品内部

的符号和符号系统，而第二符号学突破上述

局限借助精神分析学研究电影作品的陈述过

程和符号的产生与感知过程。后者从前者狭

隘的符号分析过渡到符号心理分析，从静态

的外延考察转入动态的内涵考察，电影文本

的功能已从一个固定而复杂的符号结构转化

为一个可变的概念。

二、《疯狂的石头》中符号学原理的运用

电影《疯狂的石头》的导演宁浩出身于

北京电影学院，但学的却不是编导，而只是图

片摄影，他的电影经验，源自于拍摄广告与

MTV。正是广告这一领域孕育了宁浩的大众

化眼光，让他找准了黑色幽默这一基调，开始

以疯狂的喜剧节奏去嬉笑怒骂，讲出用现实

主义外壳包装下尽现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好故

事。这对中国电影来说算是一个突破。轻松的

个性、跳跃的节奏、黑色的线条，让人觉得又

酷又有趣。宁浩曾考虑过许多种方式叙述故

[摘要]  本文用符号学的原理对国产电影《疯狂的石头》进行了分析，从电影剧本、技术手

法、影片风格等方面入手，阐述了符号学在电影创作的具体运用，分析了电影符号学的现

实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阐释了符号学的研究及运用对于电影产业乃至各个人文学科都

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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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只有这个最佳最理想最接近成功。他喜

欢一大堆的偶然形成一个必然那种心理落差

的感觉。用剧情推着走，而不是靠演员夸张表

演和对白的幽默滑稽。整部影片充满了符号

学的逻辑美感。宁浩把电影故事推进中各种

效果都归结为一种计算公式，谁与谁搭配会

产生怎样的反映、达到什么样的结果，都是经

过计算的，并据此安排剧情发展。同时，影片

还十分注重观众心理分析，对效果的分配很

合理，给观众互动与冲突。可以说《疯狂的石

头》是一部巧妙的运用了电影符号学并且获

得成功的电影。在此笔者将用第一符号学、第

二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原理来分析《疯狂的

石头》中符号学的运用。

1、《疯狂的石头》中的符号分析

笔者从五个方面对影片进行符号学方

面的分析:剧本、技术、风格、受众心理以及符

号学的思维变量。其中剧本和技术主要属于

第一符号学分析，影片风格及受众心理主要

属第二符号学分析，符号学的思维变量主要

属于一般符号学的运用。

首先，剧本采用的是多主线结构。在一

个三维空间中伸展密密麻麻的诸多故事线，

整部影片因此成为了立体的。片头由一只从

天而降的饮料瓶做为线索，巧妙串联并介绍

了所有的角色，然后各个角色又按照各自的

组合搭配平行推进剧情的发展，并且在适时

的时候发生交集，让无数伏笔和巧合纵横交

错。这种对电影符码的划分，是对结构主义电

影学原理的运用。对叙事和外延进行分析，使

电影语言系统化。影片多数采用倒叙的方式:

如易拉罐事件、撞车事件、罗汉寺“着火”事

件、抢包撞车道哥身亡事件、送翡翠事件等，

都先预知了结果，然后从多角度去分析原因，

使影片跳出了单一叙事线索，用荒诞而不失

现实基础的手法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平凡却奇

特的故事。可以说这是一部夸张中带着疯狂

的喜剧，但并不失符号的逻辑性，人物与人物

的出场搭配都是通过计算的。例如，包科长忠

厚、愚钝，国际大盗麦克拥有尖端技术，三个

土贼十分精明、房产大亨心狠手辣，这四伙人

遇到一起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不同的

人安排在一起分别是不同的关系，这就是要

求导演预先拆解剧情，做好公式，考虑安排出

场的顺序，编导聪明地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

点，使影片中的人物关系环环相扣而由此产

生特环境下的幽默感，其精密的构思减小了

低成本在场面营造上的不足。

其次，再从技术方面进行分析，本片采

用了多变的表现手法，无论是镜头、剪辑，还

是音乐、灯光都是很独到。在镜头表现力、影

片剪辑方面尤其可圈可点，长镜头和蒙太奇

的交叉使用呈现多元化的视觉角度和多变的

镜头表现力。每一处镜头衔接都是流动性很

强的画面，如高速列车的飞驰而过，镜头组接

得很巧妙;在剧情平行发展的时候通常使用

距阵画面，给人以荒诞的喜剧效果，人物思考

画面的停顿和闪过处理的也很到位，如包哥

在寺庙思考翡翠事件时的突然停格画面，紧

随其后的忙乱，模糊效果召示思考过程的紧

张、无序，再一次突然静止，旋即画面又恢复

正常表示思考的完成，在镜头的捕捉上给人

较强的视觉冲突。现代与守旧城市文化，高楼

大厦和古旧寺庙都对比鲜明。在影片的剪辑

上更带着疯狂的味道。整片采用的是穿插迂

回剪辑，使影片的结构成为环状的，在这一点

上倒像是外国电影的拍摄技巧。除此之外，声

音及配乐也在影片的结构性方面起到很强的

烘托作用。声音和影象和先后顺序产生了一

系列的心理落差和伏笔。在配乐方面，京剧和

奔跑的结合起到了很强的渲染效果，让现场

气氛和节奏都强烈的互动起来。而影片多出

配乐都轻松的恶搞了一把当下的一些主流及

非主流乐曲。如交响曲的讽刺效果，《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给我一杯忘情水》、《你打我电

话我不接》、《洗刷刷》等等不仅恰到好处地配

合并推进剧情发展，更为本片定下了黑色幽

默基调。同样灯光效果也不也不失时机的干

预了剧情。在剧情通向高潮的一路小跑时，灯

光明暗交替的效果，既渲染了气氛、带动了节

奏，更刻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

再次，从影片的风格上看，整部影片都

被谈谐的黑色幽默气氛笼罩着，这种平民化

亲民式幽默正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电影作

者的心态很放松;娱人娱已，内容富有平民气

息，对流行事物很敏感，信手拈来加以调侃和

戏谑，对一些社会现象有着含蓄的讽刺。在这

一点上，作者是从观众的心理出发的，紧扣现

实生活，将人们身边的大小事件融合到影片

的支线情节或搞笑场面中，以讽刺与幽默的

态度再反映出来，实现对现实社会丑恶现象

的抨击与嘲讽，引起草根共鸣。人物间的关系

被观众清晰地掌握着，而他们被此处于相互

独立的状态，让故事的发展变得更有戏剧性

和喜剧效果。，如保卫科长与本地小偷住在同

一家旅社的隔壁两间的情节设计及多次人物

不知情的相遇营造的黑色幽默。应当承认《疯

狂的石头》在很在程度上借鉴及盖里奇的《两

杆老烟枪》。其实应该说是这么一个流派，玩

的就是黑色幽默，但《疯狂的石头》的成功，绝

不仅仅是借鉴了盖里奇等优秀导演的优秀电

影的拍摄手法，而是在此基础上认真的挖掘

了生活种种小事的喜剧元素，使影片具有浓

厚的地方特色，使其中国化本土化了，影片选

择了重庆这样一个变革中的城市，充满了变

革中国国城市特有的粗糙而鲜活的质感。《疯

狂的石头》中的生活之息让我们对它的故事

如此熟悉和亲切，把生活中的事情夸张和放

大，用荒诞又不失现实基础的手法表现出来，

就是最好的喜剧因子，正是这些朴实的幽默，

把观众的心牢牢抓住。可以这样说，《疯狂的

石头》中的符号性不仅体现在一些表面的意

指和能指上，不仅体现在道具和情节上，影片

的风格本身都与精神分析学紧密结合，从静

态的外延考察转入动态的内涵考察，对主体

观看过程和主体创作过程都做了心理学的精

神分析，才得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除了在影片的风格上，作者在创作时也

用受众心理学对观众的心理做了分析。在这

一点上，体现出作者对第二符号学的良好把

握和运用。主要表现在影片的互动性及效果

的分配上。我认为《疯狂的石头》作为一部好

看的影片，不只是擅于单方面倾诉，而是通过

布署让观众参与其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主

观干预，认真地取悦观众，给观众互动与冲

突，给观众在影院带来新的感觉。同时，作者

对效果也预先做了仔细的分配，每隔七八分

钟观众就会笑一次，基本上都达到了导演预

期的效果，这说明主体观看过程与主体创作

过程本身就是互动性的，通过分析观众心理

来创作，通过创作来干预观众的观看过程，预

知了市场效果，这使影片十分自信，在没有炒

作的情况下横空出世，并通过观众的口口相

传，赢来了赞誉与高票房。

最后，说说影片的点晴之处，也是影片

除了第一符号、第二符号学外对一般符号学

的把握。影片中一些小细节设计得很好，例如

贯穿始终的道具线索并用同一道具线索贯穿

人物介绍的巧妙方式。例如片头出现的易拉

罐，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的抓住了观众并充

当起介绍员的角色。片中每一处能指在其后

都有其对应的意指，例如片中的广播，是不同

人物组中剧情的一个透露渠道，把不同的剧

情推进串联了起来，像这样的小伏笔有很多，

水龙头、警报器、下水道，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翡翠。这些小道具都在片中扮演了微小却重

要的角色，利用时空的张力和符号的变量思

维，使同一能指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意指，

不同能指在某种关联下有着同一意指。

2、符号学运用现实可行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电影作者

对符号学有着良好的把握和应用，无论是从

第一符号学的结构分析，还是第二符号学的

精神分析，还是一般符号学的符号思维变量，

都代表着导演对电影的一种新的尝试，在符

号学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影视作品的创作。从

观众的口碑、票房的火爆和影评人士的一致

好评中，我们可以看出《疯狂的石头》的成功。

这说明运用符号学原理进行影片创作会让作

品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都更具有结构性。

在同等条件下，这种结构性会让故事讲述的

更精彩，更具有逻辑性美感。而运用第二符号

(下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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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合唱歌曲，旋律更具动感，气势豪迈激昂、情
绪奔放热烈、催人奋进，使整个电影情节推向
深入，达到最高潮。该歌曲可谓是当时少儿歌
唱的典范。对我国后来的合唱，特别是对少儿
合唱艺术是一个有力的启发和推进，应该说
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第二首歌曲〈映山红〉 作词:陆柱国 作曲:
付庚辰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短小而简练的四句歌词，概括了广大劳
苦人民盼望红军、争取解放的心声，讴歌了为
之而奋斗的红军士兵和亿万游击队战士，战
胜千难万险、不怕流血流汗舍生忘死的共产
主义大无畏精神。该歌曲是影片主人公潘冬
子的妈妈，演唱给儿子潘冬子听的，帮助孩子
树立坚定的革命意志，期盼红军的胜利归来，
达到培养后代道德品质，接好革命班的思想
教育目的。

乐曲采用小调式的民歌素材，抒情优美;
当冬字妈为掩护乡亲撤离被烈火焚烧壮烈牺
牲过程中，该乐曲，又以合唱形式，运用大调和
声色彩，加以发展变化，再用加快的速度、加强
的力度，使乐曲情绪有了根本的对比，使人物
在亲生孩子面前，是一个慈祥温柔的母亲，在
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是一个舍生忘死、坚贞
不屈的巾帼形象，在这里，该音乐成功地塑造
了革命的英雄主义。

《映山红》这首歌曲，我们七五届毕业班，
在孙英等老师的指导下，在毕业音乐会上进
行了合唱演出。

该电影第三首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作
词:王汝俊，乐曲结构:为F大调性，采用民歌素
材，音符组成以五声音阶为主，曲调进行委婉
细腻。引子部分为歌曲搭垫了祖国江河的开

阔和流水的清澈，使歌曲更加完整圆满，给观
众增添了视觉、听觉美的情趣。《红星照我去战
斗》乐谱引子部分:

 歌唱家李双江，根据乐曲意境融入自身
的理解，在演唱上运用抑扬顿挫、轻柔刚劲，
他那嘹亮的嗓音，优秀的乐感、精深的歌唱技
巧、成熟的表演才能，使歌曲表现既优美舒
展、又气势磅礴，既深切感人，又激人奋进，既
声声入耳，又回味无穷，既美不胜收，又惟妙
惟肖，堪称男高音史上的一绝。当时迷倒了无
数歌迷，也震撼轰动了歌坛和音乐界，名扬全
国。电影一结束，我班的许多同学就立刻学唱
了起来，我就更不例外了，因为这首歌曲从电
影院里就深深打动了我，我就边走路边哼唱、
回到学校，也是边写字边歌唱。直到今天我认
为:李双江老师对该歌曲的演唱，依然是歌曲
演唱的完美演义和经典之作。

该影片中的三首歌曲，给了我们极大的
启发和鼓舞，我们音乐班的许多男同学(包括
我在内)，把《红星照我去战斗》无论是声乐考
试、聚会、喜庆，还是演出都离不开这首歌曲，
当成了独唱的必唱曲目;许多女同学把》映山
红》作为了独唱必备曲目;少儿合唱的《红星
歌》则成了我们进行课堂教学和音乐活动的
好教材。

在1975年，我们音乐班实习期间，我被分
配到临沂地区平邑县仲村完小实习的时候，
我就组织挑选了一百多名学生排练演出了这
首歌曲，为了保证演唱水平和演出质量，我用
手风琴，一个一个的选拔，首先是具备较好音
乐素质的即:音准准确、节奏感强的条件，对声
音浑厚的，分配演唱中、低声部:副旋律和声
部分;嗓子高的、明亮的，担负高声部即:主旋
律声部。由于学生都看过这部电影，对这首歌
曲，记忆犹新、并情有独钟，前后仅用一个多月

的时间，就进行了演出，合唱队员声请并茂的
演唱，得到了仲村完小全体师生和仲村农民
的一致好评。

在1980年春天，我带领78级音乐班学生
到临沂第四实验小学实习，与该校音乐老师
商量，也准备演唱这首歌曲，但却遭到了那位
女老师的强烈反对，他说:我们这所普通小学
的孩子，怎么能够演唱难度这么高的多声部
合唱歌曲呢?我说:“孩子素质都差不多，只要
老师能够教好，孩子就能够学好”。那位老师还
是认为学生接受不了这样的歌曲难度。我只
好对她说:“那你就别管了，一切由我们组织教
唱吧”。就这样，我们还是采取了认真逐班单人
选拔，组成了百人合唱队，在六.一儿童节这天
又得到了成功的演出，获得了强烈的凡响，也
让那位开始想不通的老师伸起了大拇指。

该电影的歌曲音乐，一直成为我学习创
造和演奏演唱的好老师、好榜样，也成为我的
文化精神财富。在艺术上我和我的同学、学生
得到了熏陶和提高，在思想内涵上，使我们的
认识、我们的觉悟、我们的道德品质都得到了
升华。在今天，影视音乐虽然已经达到更高的
曾面，文化生活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和深入，当
我们再找出这两张VCD格式的〈闪闪的红星〉
的影碟，进行再次播放，重温这部老电影的画
面和艺术情节时，里面演员的表演、音乐的创
作内涵、歌唱演奏水准，依然魅力四射、光彩照
人，依旧让人回味、让人感慨和赞叹，在这里，
让我们道一声:谢谢这部老电影，您将永远成
为我国电影人的一面镜子、音乐艺术的一面
旗帜、电影史上的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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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精神分析法使影片牢牢地把握住观众，

与观众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使《疯狂的石

头》能够在诸多影片中异军突起，掀起了一股

疯狂的黑色浪潮，为中国的电影注入新的活

力。

三、符号学运用对电影艺术的启示

目前，中国的电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时

间段。从第五代导演到第六代，很多都在影片

的基础创作这一环节摔跟头，这也是中国电

影不好看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大片当道的

年代，这类“国产大片”使中国电影陷入了一

个怪圈:名导演——名演员——大投资——

平庸的新片——坏口碑——高票房，而《疯狂

的石头》在口碑和票房上的成功，可以看出电

影作者对符号学有着良好的把握和应用，无

论是从第一符号学的结构分析，还是第二符

号学的精神分析，还是一般符号学的符号思

维变量，都代表着宁浩对电影的一种新的尝

试，即在符号学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影视作品

的创作。当下的许多艺术片没有深度而商业

片缺乏艺术性，而《疯狂的石头》的成功让我

们看到商业与艺术紧密结合的可能性，而这

种可能性正是建立在符号学原理运用的基础

上。但符号学原理的运用并不等同于刻意的

符号化，我们要从内在的结构和电影语言上

去分析电影的意义，这要求我们更多的发掘

符号的特征，更准确的运用符号语言，这对中

国电影的发展道路都有着很大的意义。尽管

《疯狂的石头》仍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他的

风格和结构也有许多临摹的痕迹，但对于中

国电影来说，他是新鲜的，在中国电影求新变

革的歪路上领先了。

在人类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人类的生存

方式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文化和艺术也空前

明显地开始降为商业的附庸品，加深对符号

学的研究反思，有利于让电影艺术在一定程

度上按其内在需要的构成和功能去运作，这

不仅对电影学且对其它各个人文学科都有着

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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