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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学角度探讨电视专题片之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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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电视专题片往往是代人立言 ,其主题所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 ,而非纯粹的创作者个人内心情感意志

的抒发 ,必须考虑所 /代 0方的情感与意志的表达 "所以 ,往往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 ,电视专题片创作者会在传播符号上精雕细

凿 ,尽可能多地附丽上艺术色彩 "而其中 ,剪辑是表现和理解专题片符号的关键环节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视专题片 ,本文从符

号学角度对其剪辑予以详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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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 ., ¹电视是一

门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视听艺术 "而视听艺术是人对

世界的视听感知 ,是人与人 !人与世界交流的艺术形式 "

符号式以简化的形式来指代无限复杂的意义 , 在电视艺

术中 , 符号所有的具体形式使得繁复无形的意义变得直

观并且易于把握 "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

的不同 ,听觉符号是把时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 ,而视觉

符号则是运用空间来向人们展示内容 "电视应该说是两

者充分结合向观众传达信息进行交流的媒介 , 很多优秀

的电视专题片的成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拍摄手

法及其独特的剧情结构安排 , 但是在运用视听符号表现

情节 !刻画人物方面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

一 !电视专题片与电视纪录片的异同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电视专题片是电视领域极富

中国特色的品种 "它是指预定某种主题 ,采用综合多元的

表达手法 , 对社会生活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进行宏大叙

事 ,给予集中的 !深人的报道 ,内容较为专一 ,形式多种多

样 ,反映自上而下的集体意识形态的电视节目形态 "电视

专题片与电视纪录片这两个名词 , 按照实际语用中约定

俗成的规则 ,人们已混用多年 "二者在创作实践中和理论

领域里的重重迷雾 ,不利于电视创作的类型化发展 "如果

用色彩来比喻电视专题片 ,则中国红最恰当不过 "而电视

纪录片则显得色彩斑斓 ,既有 /金戈铁马塞北 0的豪气之

作 ,又有 /杏花烟雨江南 0的柔美之作 ,汉朝的酒旗 !宋朝

的风情 !风花雪月的故事 !壮怀激烈的人生均可体现 " 电

视专题片和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存在很多容易混淆的地

方 ,是因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二者的取材

都来 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真情真景 ,具有较强的

现实性和时代感 , 是及时 ! 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

子 ;它们的创作者在提炼生活素材的过程中 ,都必须尽量

保持其自然形态 , 排斥那种远离原始生活状态的戏剧式

创作手法 ,反对凭空虚构 "

曾经有人对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加以区别 ,但

其提出的界定标准显得模棱两可 : 要么徘徊于两者在审

美表象上的差异 , 要么掷踢于两者在个别创作元素具体

把握方式上的不同 "尽管电视专题片与电视纪录片有着

共同特征 ,尽管二者同属于电视纪实艺术的范畴 ,但是它

们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各自表现出鲜明的特征 "

首先 ,从价值取向看 ,电视专题片反映的是 自上而下

的集体意识形态 ,带有集体甚至整个国家的共同意志 ,通

常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 ,带有浓厚的文化或政治色彩 ,影

射着整个人类的思想意识 " 比如 20() 9 年 ,为隆重庆祝新

中国成立 60 周年 ,中宜部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

究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广电总局 !中央电视

台联合摄制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型文献专题片

(辉煌六十年 6"该片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

主题 ,以全景式 !大跨度 !多领域的视角 ,全面反映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光辉

历程 !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 ,其极具导向性的价值取向显

而易见 "

电视纪录片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个性生命表达 , 包含

有更多草根意识 !更多个性化色彩 ,一般从细微的角度着

手 ,不会强制性地企图让别人接受其观念 ,力求客观地呈

现一种文化内涵 ,并无过多劝服性的宣传意图 !揭示意图

或呈现意图 "如梁碧波的 5三节草 6选取单个人的角度 ,真

实记录了片中女主人公肖淑明少小离家嫁给农奴制社会

的摩梭土司 ,历经三穷三富 ,最终提炼出大的主题 /人生

就像三节草 ,不知哪节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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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电视专题片的主题突出 ,从创作主体对世界的

感觉 !认识出发 , 即从一定的主题出发 ,文本先行 ,在已有

的文本框架下进行选择拍摄 , 从现实或历史资料中选择

声像素材来拍 ,是一种创造性的编排或制作 "正像有些人

认为的那样 ,专题片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 ,在更多时候像

是一种 /命题作文 0"这样 ,主题先行是必然的 ,确立了中

心意旨 ,即立论 ,那么 , 画面 !材料 !采访和音乐则是紧紧

围绕论点铺排充分的论据 ,展开对主题有理有据的论证 "

在电视纪录片中 ,主题是复调的 !多维的 ,可以说 /仁

者见仁 ,智者见智 0"纪录片的叙事主要是再现性质的 ,是

一种对现实的记录 ,侧重于故事的线形发展 ,关注的是事

物本身的发展过程 ,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时空流动 ,所有的

声画形象都蕴涵着要表达的主题 ,往往形象大于思想 ,将

内容寓于生动的叙事形式 ) 声音和画面之中 , 将观点

隐藏于被拍摄者的动作 !表情 !言谈和经历描述中或者镜

头的背后 ,给受众留出一个无限的开放性的解读空间 "从

某种意义上说 ,电视纪录片追求对象的真实 ,而电视专题

片追求观念的真实 "

正因为电视专题片的主题所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意识形态 ,而纪录片尤其是独立制片的纪录片 ,所传达

出的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价值观念 "电视纪录片更多是从

观众的角度出发 , 尤其是独立制片的电视纪录片往往游

走在国家体制之外 ,如陈为军拍摄于 2(X) 1 年的 5好死不

如赖活着 6,由于内容较为敏感 ,这部纪录片直到200 5 年

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发行 DV D 版本 "纪录片本身自下而上

的个性生命表达包含着更多草根意识和更多个性化色

彩 ,一般从细微角度着手 ,视角较小 , 多为创作者个人的

生活感悟 "而电视专题片往往是代人立言 ,而非纯粹的创

作者个人内心情感意志的抒发 ,必须考虑所 /代 0方的情

感与意志的表达 "所以 ,往往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 ,电视

专题片会在传播符号上精雕细凿 , 尽可能多地附丽上艺

术色彩 "从传播角度看 ,信息的传播效果在于受众接触到

这些信息后 ,能否如传播者所预期的那样接受意义 "一个

意义以电视专题片的形式播放 , 经过了电视话语的编码

形式进行符号化 "在电视专题片符号的传播过程中 ,融人

了符号存在的语境 , 使得符号的所指与专题片的主题相

吻合 "而其中 , 剪辑是表现和理解专题片符号的关键环

节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视专题片 ,我们有必要从符号学的

角度对其剪辑作详细的分析 "

二 !电视专题片的剪辑结构

一般来说 ,影视作品的剪辑性质可以分为两种 :再现

性剪辑和表现性剪辑 "再现性剪辑重在对客观事实的陈

述 ,主要功能是写实;表现性剪辑则更注重创作者主观情

感的抒发 ,主要功能是写意 "再现性剪辑一般用来叙述某

一事实的发展经过 , 把若干叙述性镜头按事物发展的逻

辑顺序排列 ,以达到把事物说清楚的目的 "而表现性剪辑

则多用来描绘某种情绪 !气氛或形象 "表现性剪辑既要保

证镜头与镜头组接的自然 !连贯 !流畅 ,又要突出镜头内

在含义的表现性效果 "

电视纪录片的拍摄多采用长镜头 , 且尽量保证镜头

的完整性 ,目的在于力求真实可信 ,所以 ,其剪辑性质属

于再现性剪辑 "而电视专题片很大程度上是以声音为主

体 !以解说词为主线 ,与画面形成一种声画并位的关系 ,

所以 ,其画面切换的节奏较快 !频率较高 "再者 ,电视专题

片的本质是代人立言 , 其主题先行容易使观众产生抗拒

心理 "如何展现内在逻辑 ,引导观众思考并接受创作者的

预设观点 ,是剪辑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了凸显主题 ,通常

情况下 , 电视专题片制作者不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来组

织声画素材 , 而是要按镜头内在的逻辑把某些看似本不

相干的镜头组接在一起 , 营造一种氛围 ,酝酿一种悄绪 ,

创造节奏和情节悬念 ,乃至表达一种立场 !思想 ,带有强

烈的主观劝服性 "因此 ,电视专题片多采用表现性剪辑 "

电视专题片 5西藏的诱惑 6就是运用表现性剪辑的典

型代表作品 "如片中介绍女作家龚巧明的时候 ,制作者运

用了一张龚巧明端庄肃穆的黑白照 "当龚巧明为了西藏

而失去生命时 ,制作者依然运用了同样的照片 ,但却将这

张照片渲染成了红色 , 体现出了女作家对西藏的无限热

爱 "在表现西藏沐浴节少女沐浴的场景时 ,河水随着歌词

的变化而变化:歌中唱到 /忏悔是心灵的洗浴 0时 ,河水变

成了黄色 ,唱到 /省悟是血肉的再生 0时 ,河水变成了蓝

色 ,内容 !色彩 !情感很好地融为一体 ,为整部专题片增添

了丰富的意蕴 "

叙事与表现双重功能的辩证统一 , 是剪辑艺术技巧

运用于影视创作的总则 "电视专题片多采用表现性剪辑 ,

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拒绝必要的叙事性剪辑 "其实 ,各种剪

辑方式的区分不可能是截然分明的 ,在实际剪辑中 ,不应

该人为地拒绝什么 ,比如影像本身固有的具体指向性 ,使

得表现性剪辑处理的段落就不可能不含有一点叙事信

息 "因此 ,这就要求剪辑师运用技法 ,又不能受传统技法

的约束 ;讲章法 ,又勇于突破章法 ;从实际出发 ,潇洒 自

如 ,才能长葆创新活力 "

三 !电视专题片的剪辑手法

电视专题片的剪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 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规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 ,电视专

题片也适应时代要求 ,以新的技巧和手法展示时代 !展示

社会 !展示人类 "作为电视专题片常用的剪辑方式 ) 表

现性剪辑的手法也日益丰富起来 "

1.隐喻法 "指通过类比揭示事物间的联系 ,往往将具

有类似特征的画面加以并列 , 充分运用视觉形象来寓示

所要表达的思想 ,引发观众联想 ,增强作品的情绪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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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象表现力 ,使专题片生动而富有哲理 "隐喻符号式是

由喻体与喻指共同构成的带有一定深刻内涵的修辞形

式 "作者用来表情达意的手段就是隐喻和意象的使用 ,这

就需要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对文本进行填充和联接 ,发

现文字背后潜藏的深意 ,使文本更加具体和丰富"如黑格

尔所说 : /把意识中显得很清楚的意义表现于一种相关的

外在事物的形象 ,用不着让人猜测 ,只是通过譬喻 ,使所

表现的意义更加明晰 ,使人立即认识到它的真相 " .,º如

5开国大典 6中就以黄河汹涌澎湃的气势来喻示中国革命
势不可挡 "

2. 象征法 "在研究符号的表述功能时 ,有一种关系受

到研究者的重视 ,那就是象征 ,这是某种因为自己和对象

之间有着一定惯常的或习惯的联想的规则而作为符号的

关系 "在电视专题片作品中 ,视听方面的符号意义多半是

通过象征关系表达出来的 "如电视专题片 5巾帼风流 6开

头就运用表现性剪辑展现两组充满写意性的画面 : 一组

是白桦林和红纱巾 ,象征着现代女性的妩媚与风流 ;另一

组是石磨与老妇人 ,则寓示着传统中国女性的命运 "正是

在这样一系列的对比中 , 使现代中国女性与传统中国女

性的差别得以彰显 ,从而艺术化地传达出专题片的主题 "

这两组象征成为连接物与人 !感性与理性的生动桥梁 ,将

作者寄寓的物象提升到了人生命运的高度 , 加深了读者

对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的理解;还使读者对人生悲欢有所

感慨 ,并获得一种经历大喜大悲后的生命顿悟 "

3.累积法 "把代表一定寓意的镜头 !场面在适当的时

候累积出现 ,构成强调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如北京申

奥片 !上海申博片中都大量采用了不同人的微笑画面 ,集

中展现了北京人 !上海人笑迎各方宾客的情怀 "

4. 交叉法 "通过画面和场景的灵活切换 ,使多条事件

线索得以交替表现 "如刘郎的 5西藏的诱惑 6就运用这种

方法 ,将摄影家孙振华 !作家龚巧明 !画家韩书立及 日本

画家平山郁夫游历西藏的场景交叉展现 "同时 ,将西藏大

自然的景观 !宗教艺术的美 !藏人的精神及其古老的传奇

等也穿擂其间 , 使得西藏的魅力得以多角度地展现在观

众面前 "

四 !电视专题片的剪辑的技巧

尽管经过剧作构思 !分镜头摄录 ,但电视专题片的生

动性效果最终还有赖于剪辑能否控制关键镜头的安排 ,

其场景的转化也多注重技巧的运用 "在电视专题片的表

现性剪辑中 ,常用的转场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种 :

其一 ,特技转场 ,即运用电子特技生成的技巧性画面

来实现画面的转场 "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为镜头间的组

接提供了越来越多特技视觉效果 ,包括暗转 !定格 !多画

面 !叠化等方式 "

其二 , 情绪转场 , 利用情绪渲染的延续性作转场处

理 "当人物的情绪渲染达到饱和点 ,观众沉浸在激情的感

染中时 , 借助情绪的贯穿性来转换场面 , 紧凑而不露痕

迹 ,起到承上启下 !一气呵成的作用 "

其三 ,空镜头转场 ,当电视专题片蕴含的情绪发展到

高潮以后 , 为了使观众能够更好地回味作品的情节和意

韵 ,稍稍缓和一下他们的情绪 ,这时可以适当穿插长度合

适的空镜头 "

其四 ,多画屏转场 ,通过多画屏技巧 ,将单个屏幕分

成多个版块 , 巧妙地将前一个场景与后面的场景同时呈

现在屏幕上进行转场 "

电视专题片剪辑过程中运用的转场技巧还有特写转

场 !运势转场 !声音转场等 ,都是为了保证画面组接的连

贯流畅 "值得注意的是 ,剪辑并没有成规 ,没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标准 "一般来说 ,剪辑都以模拟观众接受习惯的

视听效应为基础 , 根据创作者不同的意图有不同程度的

偏重 , 这就需要电视专题片的制作者们在实际操作中灵

活运用 "

另外 ,电视纪录片的纪实手法较为单一 ,往往从历史

的纵深感出发 ,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现在进行时的记录 ,所

以较多运用表现现在进行时的镜头 ,如跟拍 !抓拍 !偷拍

等 "严格意义上的电视纪录片以长镜头 !同期声为核心创

作手段 ,以镜头语言为主导完成叙事 ,纪实性强 ,能给人

逼真的参与感 !现场感 ,可以淡化主体意识 ,客观地展现

生活原貌 ,酝酿某种特定的情感 "而电视专题片由于主题

先行 ,进行的是横向记录 ,凡是与主题相关的人物 !事件

均可纳人镜头 "所以 ,其镜头语言是多样性的 ,正如高鑫

先生所说 : /电视专题片 , 不仅可以运用表现现在进行时

的镜头 , 而且可以运用表现过去时的镜头,,可以运用

将来时的镜头 ,诸如梦幻镜头 !梦境镜头 , 乃至于意识流

的镜头 " ,,@

总之 ,不管电视专题片创作者们意图如何 ,他们在何

种程度上达到了体现了主题先行的目的 , 但其文本的剪

辑使我们感受到了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的张力空

间 ,在其文本中寻觅符号意义 ,必然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收

视快感 ,这是创作的快感 ,也是解读的快感 "

1注 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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