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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金时代》是中国电影中的一朵奇葩，其实验性叙述手法极具标出性，其大制作毫不逊色

于商业电影。上映前，虽然发行方进行了极其到位的整合营销传播，但是票房依然遭遇了滑铁卢。其

中原因，值得重视。通过分析影片的叙述者、区隔、犯框、意图定点和文本身份等方面发现，影片意图

定点与叙述手法之间存在表意悖论，难以还原出萧红和她的那个黄金时代，影片为一部“伪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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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黄金时代》以民国女作家萧红特立独

行的人生及其爱情经历为主线，串联起民国时代

若干位文坛巨匠，力图还原出萧红及她的那个

“黄金时代”。虽然影片是耗资七千万人民币的

巨制，票房却遭遇滑铁卢，引起热议。在《黄金时

代》上映之前，其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早就在

全国进行了巡演，发行方也做足了广告等其他方

式的整合营销传播。那么，何故让堪称中国电影

史上耗资最大的“艺术片”票房如此低迷? 除了

从商业角度找外在原因外，还应通过剖析影片本

身的艺术性找内在原因。

本文的主要意图是分析影片颇具实验性的

艺术手法是否能够还原萧红及她所处的那个动

荡的“黄金时代”，次生意图才是试图分析影片

票房低迷背后的原因所在。笔者分析《黄金时

代》后，认为尽管全片极具“标出性”［1］地设置了

32 处剧中人物对着观众讲话的镜头，但是影片

整体上对萧红及那个时代的还原是让人存疑的。

一、形式技巧

1．多个叙述者

电影《黄金时代》运用了多个可见叙述者叙

述的方式。根据本文进行的内容分析统计，影片

中对着观众讲述的叙述者共计 14 人。他们分别

是萧红、张秀珂、舒群、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

梅志、许广平、蒋锡金、张梅林、丁玲、周鲸文和骆

宾基，这 14 个人在影片中出镜共计 32 次。他们

都是萧红生前的朋友。从符号叙述学的观点看，

述本可以被理解为叙述的组合关系，底本可以被

理解为叙述的聚合关系［2］。影片中的这些人物

本来处于叙述的聚合关系，即底本中是供选择的

部分材料，亦是支撑述本的潜隐结构，即实在世

界。许鞍华导演通过“选择→再现”的方式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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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底本”中的具有社会关系的人投射到“述本”

中，以见证者言说的方式力图还原萧红及她所处

的“黄金时代”。这些人是萧红真实生活中与萧

红有着直接关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接触到萧

红不同的人生面向。导演把这些人物投射在萧

红生活的那个年代时间轴上，构筑起了以萧红生

活流和情感流为主线的情节结构。在人物投射

方式上，导演实验性地做了重新安排，即以萧红

之死为时间轴原点，进行了闪前( ( flash back) 和

闪后( flash forward) 的设置，打破了原有的时间

流，让观众产生了倒错的“陌生化”感觉。这是

一种突破人类自然知觉状态的尝试，力图达到一

种纯粹知觉状态，让观众抵达萧红及那个时代本

真状态的努力。但是，这种多叙述者拼合叙述的

实验性努力，却消解了对情节的构筑，起不到让

观众通过二次叙述化重构萧红及她那个时代的

效果。

2．二象与区隔

电影作为演示类叙述，其叙述者呈二象形

态。要么呈现为人格化叙述者，要么呈现为框架

化叙述者，二者始终处于并存状态。尽管存在此

消彼长的情况，但是框架化叙述者始终存在，它

保证了电影作为演示类叙述的底线。《黄金时

代》的叙述者呈二象形态，甚为显著。有时叙述

者是剧中人物，如聂绀弩、丁玲等，有时这些人物

又深藏不露，但电影叙述的展开并未因此而停

止，此时 推 进 电 影 叙 述 的 是 框 架—指 令 集 合。

《黄金时代》中的叙述者极具代表性，它在二象

之间的滑动漂移极其频繁，以至于切割了影片的

故事性或整体表意，使得故事断断续续，表意也

显得碎片化。

《黄金时代》中的“双区隔”［2］ 问题也颇具

“标出性”。影片体裁风格游走于“纪实”与“虚

构”之间。影片中的 14 位叙述者的跨区叙述，让

影片极具风格化特征。纪实型叙述是一层区隔，

是一度再现，这种再现与经验事实之间是透明关

系。《黄金时代》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中萧红

饰演者汤唯和萧军饰演者冯绍峰的访谈，就处于

纪实性的一度再现区隔中，而《黄金时代》中汤

唯饰演的萧红、冯绍峰饰演的萧军却处于虚构性

的与经验事实不透明的二度区隔中。这种二度

区隔中的呈现并不会影响影片的纪实性，因为当

双层区隔被忽视时，虚构会变成纪实。然而，跨

区的叙述却会破坏虚构的纪实性。

3．犯框

《黄金时代》中的 14 个剧中人物，如丁玲、蒋

锡金、聂绀弩等，本应处于二度区隔中，却屡次跨

入一度区隔充当叙述者，与一度区隔的框架叙述

者争抢叙述话语权，企图通过“抢镜”把他们所

见所闻的萧红讲述给观众。在二度区隔中，如果

对人物的“抢镜”在镜头语言上作细腻处理，它

不会把一般观众从情节中离间出来。然而从“二

度区隔”跨入“一度区隔”的“犯框”［2］却能引起

观众，即“解释社群”的广泛注意，其风格性就会

极度标出。影片中的 14 位剧中人物，从银幕上

直接对观众说话，有违电影的区隔原理。《她认

出了风暴》作为《黄金时代》的“元文本”，在前期

巡演中，并未起到传播中的“免疫效果”，反而让

“解释社群”形成了体裁期待。在这个人人都是

信源的时代，如果上映后的《黄金时代》的体裁

风格与《她认出了风暴》所形成的早期“刻板印

象”，即“解释社群”所期待的体裁风格反差甚

大，那么这种“犯框”就必然会在票房收入上付

出惨重的代价。

二、身份重建

1．意图定点

发出者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暂止点，被称

为“意图定点”［1］。影片《黄金时代》的主要意图

发出者是导演许鞍华。她曾明确说过: “我只想

忠于历史，不夸张，不用猎奇的眼光。80%都是

她自己写的东西和朋友写的，原材料就是那么颠

覆和革命性，就实事求是地拍出来，不把自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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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很惊讶的观众来拍电影。”［3］许鞍华导演

的意图是想用一种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来还原

人物。影片是以纪录片的形式，让影片中的人物

像接受采访一样以一种“见证者”姿态面向镜头

说话。影片大量使用了萧红作品的文字。例如，

萧军初见萧红时注意到的写在蓝色纸条上的那

首诗是萧红的《偶然想起》: “去年的五月，正是

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

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

又如，影片中间萧红关于自 己 的“黄 金 时

代”的一段感慨来自于她写给萧军的信: “军，窗

上洒着白月的时候，我愿意关着灯，坐下来，沉默

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

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此刻。

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

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

手。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

闲，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儿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是在笼子里过的。”影片大量使用萧红的原文，其

意图就是让“体裁读者”按照“纪实体裁”规约的

方式来“二次叙述”出一个真实的萧红及她的那

个黄金时代。

许鞍华导演的意图出发点是很值得肯定的，

她的确是想给不熟悉萧红的观众重构出一个真

实的萧红。《黄金年代》还未上映，预先巡演的

是反映《黄金年代》拍摄历程和萧红一生的纪录

片《她认出了风暴》。该纪录片片名大概是取自

里尔克的诗: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

展开来又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

大的风暴中。”［4］《她认出了风暴》的导演意图建

构的萧红是野生的、自由的，她用淋漓的人生完

成了她的写作。而《黄金时代》中建构的萧红是

“怨妇”形象。《她认出了风暴》与《黄金时代》意

图定点之间产生了悖论。

2．文本身份

萧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在一个什么

样的时代? 对于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观众来说，

无法逆时间走向萧红本人，只能根据导演的意图

定点的落点，来判定《黄金时代》的“文本身份”。

有网友评价《黄金时代》说: “对不了解萧红的

人，这个故事看不太懂; 对了解萧红的人，这样的

故事又太平淡，没什么新鲜东西。”［5］从网友的评

价中，可以看出导演意图定点的落点是不够明确

的。也说明影片对萧红的构建并未得到观众的

普遍认可。这样《黄金时代》的“文本身份”就显

得颇 为 复 杂。文 本 身 份 是 一 种 重 要 的“型 文

本”［1］，文本一旦形成应具有“文本身份”，否则

文本就无法表意。而且“文本身份”可以独立起

作用，与观众在场发生关系的恰恰就是“文本身

份”。观众通过“文本身份”反向延伸、试推所蕴

含的萧红的“自由自我”。然而，发送者的意图

在“文本身份”起作用中依然具有相当的作用。

因此，在《黄金时代》制作的过程中，导演、编剧

如何从“底本”［2］中选择有价值的“可叙述”［2］材

料进入“述本”［2］，这点相当重要。

编剧李樯在选材上的确遇到了困惑。他曾

说，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掌握的资料越多，越

感到虚无，觉得没法走进萧红的世界，没法认识

她。于是他设置了现在这样一个具有“解构”性

的叙事结构:“这部片是有很多人的讲述，客观对

她的描述，以及对她的某种解构，用了很多方法。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最终是非常碎片化的，你认知

事物也好，认知一个人也好，多半是你自以为是

的一种东西。对于她的评述的文章，讲解她的

人，我都觉得带有一种相当客观的主观性。真正

的客观不存在，萧红既典型又碎片化。”［6］可见，

制作者要将意图注入“文本身份”进而让观众捕

捉到隐藏在背后的“自我”是很困难的。在这种

情况下，《黄金时代》制作机构采取了一种“绕

过”的策略，在片中设置了 14 位可见的叙述者，

让他们承担起叙述的重任，以期观众自行通过

14 位叙述者叙述的文本身份来试推其中所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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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萧红的自我。

虽然制作机构的这种想法值得肯定，但是他

们在从“底本”中选择材料进入“述本”时，选择

不慎，所选择的“史料”是琐碎的，根本无法还原

出一个“相当英武”的萧红。解读影片的情节展

开过程，挖掘其关键情节素，文本身份所蕴含的

是一个逃家、怀孕、被抛弃的萧红。然而，导演许

鞍华曾说: “萧红拥有的自由是现在人所缺少

的”［6］。可见，许导演是理解萧红的。虽然许鞍

华理解了萧红自由的自我，但是她的影片文本身

份所蕴含的萧红是一个扭曲变形了的萧红。

3．伪纪录片

在《电影艺术词典》中，传记片被定义为:

“以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依据，用传记形式拍

摄的故事片。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

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揭示他们在政治、军事、

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所进行的斗争和作

出的贡献，因而为人民所缅怀，尊敬。传记片描

绘的人物的重要事迹，必须严格忠实于史实。可

以叙述人物的生平经历，如影片《李时珍》，也可

以截取人物的某些重要生活片断，如影片《董存

瑞》《聂耳》等。”［7］从这个定义来判定，《黄金时

代》属于传记片。这也说明了该影片为何特别注

重“史料”。

《黄金时代》为追求纪实风格，设置 14 位剧

中人物 32 次出镜讲述。这种手法“类似”布莱希

特所提倡的“间离效果”［7］。“间离效果”主要是

反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流行于德国戏剧舞台

上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反对带有感情因素的戏

剧悬念，以免观众受骗。“间离效果”手法之一就

是: 由剧中人直接向观众讲话。以此达到演员与

人物角色的“间离”和观众与剧情的“间离”。布

莱希特所提倡的“间离效果”是有政治目的。演员

与角色的间离，是为了经常让演员意识到自己是

在为观众演戏，在对观众进行教育。观众与剧情

的间离，是为了使观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剧院看戏，

提醒观众对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思考。

《黄金时代》中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间离效

果”是模糊的，面对观众讲话的到底是演员还是

人物? 笔者特意对 14 位讲述者的面部表情和声

音语调做了细致解读。在 14 位讲述人中，蒋锡

金在讲述到组织派他去广州办《大地》月刊前，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萧红时，几乎泣不成声。同样

地，聂绀弩在讲述二萧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萧红和端木蕻良返回武汉，萧军在途经兰州时和

王德芬认识并结婚时，发出了深深的叹息。这

14 位讲述人，是在以人物的口吻在向观众讲述，

而非以演员的身份在引导观众认识萧红。那么，

这种手 法 就 不 能 说 是 完 全 意 义 上 的“间 离 效

果”。若将《黄金时代》与其纪录片《她认出了风

暴》进行对比分析，什么才是真正的“间离效果”

就会更加清楚。《黄金时代》的所产生的实际

“间离效果”与编剧李樯在《她认出了风暴》中所

谈的有关创作《黄金时代》的一些说法形成了较

大的反差。

综合“意图定点”“文本身份”“间离效果”等

等分析，本文认为《黄金时代》存在表意悖论之

嫌疑。影片意图达到的目的意义和其所采取的

形式手段之间是一种方枘圆凿关系。影片意图

是建构一个真实的萧红，而其叙述手段却解构了

萧红。编剧李樯通过运用独白设计的“间离效

果”是反纪实的。他在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

中说:“我要让观众，很多人知道，我们是在扮演

这段历史，”“刚要回到演戏这个虚构性时，又被

真实打断了，刚认为真实性的时候，虚构性又进

行新一个的轮回。”的确，14 个讲述人的 32 次出

镜以及闪前和闪回的时空倒错，让观众穿越于

“纪实”与“虚构”之间，处于“迷幻”状态，难以通

过《黄金时代》的文本身份去二次叙述出一个真

正的萧红。这与本文在“意图定点”中所述的许

鞍华导演的意图存在分歧。《黄金时代》是传记

片，但其中的所蕴含的“悖论性”，却大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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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纪实性。在这种意义上来看，影片《黄金时

代》是一部伪纪录片。

三、结语

《黄金时代》的制作是试图走高格调求真

的。其选景长达 10 个多月，290 多个景没有一

处重复。片中人物的眼镜、手环等配饰皆是服装

指导从各地淘来的古董。哈尔滨淹水戏是实景

拍摄，非 3D CG 制作。7000 万左右的投资，其中

演员片酬仅占 370 万，其余大部都用在了制作

上［8］。《黄金时代》的内容是追求“高保真”的，

其忠于历史，不夸张，不用猎奇的眼光，80%都是

萧红自己写的东西和朋友写的。但《黄金时代》

讲 故 事 的 手 法 却 是 “伪 纪 录 片 ”

( mockumentary) ［9］。

影片动用 14 个人物的 32 次“犯框”走出“区

隔”向观众说话，制造真实感。但这种“间离效

果”并不成功，切碎了故事的完整性。萧红是社

会人，有着立体丰满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有

关萧红的什么样“有意义”的事件才具有“可述

性”，值得叙述者选进电影? 而叙述者又如何处

理情节使事件的“可述性”转化为电影的“叙述

性”［2］? 这些问题相当紧要。《黄金时代》选择

的萧红的“史料”的“可述性”品质不高，所选史

料雷同于八卦性的“边角料”，与《生死场》作者

萧红的真实自我极不相符。所选史料“可述性”

品质的不高，影响到文本的“叙述性”品质。

撮要而言，本文之所以称《黄金时代》是“伪

纪录片”，一方面在于其表现技巧“伪”，另一方

在于其对萧红的还原“伪”。这种意图定点与表

现形式之间的表意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影片

传播无力。尽管广告宣传的“信息流”湍急，但

是影片在观众中的“影响流”却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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