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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艺术中的桃源原型叙事

金昌庆

( 南京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桃源”原型植根于乡土生活和山水文化的独特传统，在不同时代中被不同的艺

术形式不断书写，形成一种叙事序列。在影像艺术叙事中，桃源原型也依稀可辨，可以《梦·
水车村》、《寻找世外桃源》和《桃花源里人家》为代表。它们不仅营造了具有东方气韵和生态

意义的影像世界，还具有反思现代化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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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荣格、弗雷泽和诺斯罗普·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艺术丰富的表层意象背后隐

藏着深层的原型结构，这个深层结构不是艺术家个人的创造，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每

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客观的和非个人性质的，但同时又丝毫不影响它深深地感染我们每一个

人。”［1］( P144) 因此，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总能发现一些独特的原型在不同时代中被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书

写，形成一个个叙事序列。众所周知，“桃源”的原型意象因为陶渊明的叙述而广为流传，作为一种叙事

原型，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也在后来文人骚客的著述歌咏中被不断置换变形而呈现，直

至当代电影电视等影像艺术中仍可识辨。本文以《梦·水车村》、《寻找世外桃源》、《桃花源里人家》等

影像文本为例，分析其共有的“桃源原型”，探讨桃源原型叙事特征及其在现代化语境中的文化意涵。

一、桃源原型的文化渊源与流变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社会的追寻。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书写，

构成了绵延千古的文化奇观。在西方文化中，充满宗教气息的有天国、伊甸园，表示政治愿景的是乌托

邦，而纯朴、安宁、幸福的净土乐园，诗意栖居的世外桃源则是东方人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历代文人的著

述和歌咏中，不时出现有关桃源的描绘。
桃源的艺术原型植根于中国的独特传统，一是乡土生活，一是自然山水文化。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

的农耕社会，以土地为基础而发展出稳定的伦理秩序和安土重迁的乡村生活。同时，因为乡土生活进而

产生了一种与自然山水亲密无间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徐复观说过:“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

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亲和关系。”［2］( P134)

桃源意象不仅渗透在故事、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类中，还大量存在于戏曲、绘画、建筑、雕塑之

中，甚至在音乐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在影像时代，又出现在摄影、电影、电视以及动漫、数字互动媒体包

括 BBS、博客和微博文本中。我们有必要从原型批评的视角探讨这种现象。
我国早期的典籍中有关于“君子国”的描述。《山海经·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

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3］( P288) 点明君子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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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淳朴的民风。儒家提出了“大同社会”，老子构想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晋代诗人陶渊明把桃源叙事推向极致，创造了与世隔绝、人情淳朴、天人和谐的世外桃源，成为永恒的经

典。它完美地体现人们向往理想境界的心理诉求，它积淀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从

此在众多艺术家的作品里，“桃源”就不断置换成一个个家园世界，如王维的《桃源行》、刘禹锡的《桃源

行》、韩愈的《桃源图》、梅尧臣的《武陵行》、萧立之《送人之常德》、萨都剌的《桃源行题赵仲穆画》等。
到了清代，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则用《红楼梦》在蝇营狗苟的男人世界中建构了一个空灵虚幻的诗性空

间，一个女儿世界———大观园。寻觅桃源作为一个原型母题，贯穿于整个文学传统中。人们把对黑暗现

实的否定、对理想世界渴望的心灵，寄托在超乎现实的精神家园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追寻的心

灵之旅。正如何永康先生在讨论曹雪芹创作心态时所说:“真正的诗歌创作活动总是一种心灵的远游:

不管路何漫漫，道何崎岖，总有一个‘杏花村’或‘桃花源’什么的在前面召唤着。”［4］( P112 － 113)

在影视艺术中，不少艺术家往往运用桃源原型叙事来呈现声画并茂的诗意栖居的空间，我们从中撷

取富有代表性的三个文本加以说明。
西方文化中有“荒原”，东方文化中有“桃源”，这两个文化原型在黑泽明晚年呕心沥血的力作《梦》

中都有所体现。《梦》的第八个梦是《水车村》，向观众呈现了一个远离尘嚣、浸淫着生态主义理念的“世

外桃源”。
《寻找世外桃源》是一部电视记录片，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中播出，前半部真实地展现云

南坝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和淳朴的乡村生活。纪录片开头的解说词就引用《桃花源记》的句子: “晋太元

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进而指出寻找“与世隔绝、安乐美

好”桃花源是人们千百年来的梦想，而电视片就是记录人们寻访现代世外桃源———云南省文山州广南

县坝美村的完整过程。
《中国古村落·桃花源里人家》是对中国古村落的一次大型的影像书写系列，电视人用影像记录了

一个历经战火、时代变迁、工业化浪潮而保存下来的古村落群———徽州地区的西递。在《许村故事》中

追溯了太守任昉被一方山水田园吸引而辞官归隐、躬耕田园、垂钓溪水的故事，讲述了户部尚书许如因

避乱而卜居许村的故事。《灵山尘踪》用“山中一日，世上百年”来表现这一古村落生活在现代文明包围

下体现出来的恒常性。在《黄山脚下翰林村》一集特别提到陶渊明三十五代孙卜居南屏村( 即翰林村)

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二、桃源原型叙事与艺术魅力

《梦·水车村》、《寻找世外桃源》、《桃花源里人家》这三部片子，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桃源意象

符号的征用等方面，表现出桃源原型叙事的特色，营造了诗意的影像空间，显示了桃源原型叙事跨越千

古的魅力。
第一，闯入者视角的使用。
闯入者视角即亲历者和见证人视角，这一视角的叙事可以带领观众进入场景和故事，具有亲切感和

真实感。这三部片子或明或暗采取《桃花源记》的武陵人这个闯入者视角，遵循“闯入—体验—离去”的

叙事模式，暗合着《桃花源记》“惊诧—迷恋—怅惘”的心理结构。
《梦·水车村》开头，黑底白字的字幕“另一个梦”，可以听到哗哗哗的流水声，一个身着牛仔裤、浸染了欧

雨美风的青年黑泽明闯入，随着他走在木桥上的脚步，徐徐展开一幅诱人神往的画面。一座座小木屋，一架架

水车，流水潺潺，鸟鸣悦耳，古树参天，绿草茵茵，野花绽放。七个衣着古朴的男女村童向闯入的“外人”热情问

好。他们到溪畔采摘野花，放在溪畔的一块巨石上。影片结尾，青年黑泽明了解到很久以前巨石下埋葬了一

个可怜的浪人，献花成为古村相传已久的习俗，他体验了乡村文化的时间性和历史感。
《寻找世外桃源》记述了电视工作者在云南崇山峻岭中寻找世外桃源的全过程，表现与远离水泥森

林、脱离尘世烦扰的别致的生活场域，诠释了桃源原型叙事的现实意义。自然，电视纪录片的工作者就

相当于武陵人。
《桃花源里人家》同样是运用外来人视角对“桃花源里人家”的山水、建筑、里巷、艺术、生活起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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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念作全方位的理想化的影像书写，片子开头用远景镜头勾勒出远山的山脊线，表示山间小桃源和外

部世界的分界。皖南山水环抱的古村落成为精心营造出来的桃源影像，让人忘却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

带来的烦恼。影片的画外音是贯穿全片的叙述者的解说，相当于武陵人或刘子骥的视角，还有一部分则

是全知视角。
第二，原型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
桃源原型叙事结构为“闯入桃源、驻足桃源、离开桃源、再次寻觅桃源”。这在《寻找世外桃源》体现

得最为明显，它大量引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文字描述，其叙事结构也成了这部记录片段落设置的

根据。这样，一千年前的田园风情画卷和今天在坝美拍摄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
编导就像武陵渔人一样带领观众用惊诧的目光打量这片遗世独立而又神奇富饶的土地。镜头依次呈现

青翠的树林、清澈的溪流、陡峭的山体和石灰溶岩水洞，小船在幽暗的水面前行。小船拐了一个弯，突然

豁然开朗，“世外桃源”———坝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在采访中，黎氏后人说先祖因避匪乱而误闯坝美，

龙氏后人说先祖因反抗暴政失败而躲进坝美。这和桃源人一样语焉不详，遥远而模糊。影片还向观众

介绍当地古老的祭龙习俗，渲染了古老村寨的神秘色彩。影片重点介绍坝美人“男耕女织、鸡犬相闻、
邻里和睦”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图景。在污染严重、生态灾难频发的今天，这部电视片所展现的农业时代

的生活方式弥足珍贵。“怀抱孩子对着镜头微笑的妇女”的镜头定格，暗含电视人即将离开坝美时留恋

和怅惘兼而有之的心绪，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梦·水车村》和《桃花源里人家》总体上也暗合桃源原型叙事结构。前者的结构是青年黑泽明闯

入水车村———看见溪流、水车、村童———与老人对话———观看村庄葬礼———定格。后者则可以视为“驻

足桃源”，由此呈现“桃花源里人家”的山水环境、建筑遗存、生活方式、生命理念。影片追溯了西递胡氏

始祖昌翼公绝意仕途、五世祖胡世良卜居西递的故事，对应《桃花源记》“自叙先世避乱桃源”的故事，从

而使该片的桃源原型叙事历史感更为鲜明。
第三，恰当运用与桃源原型相关联的意象符号。
《梦·水车村》中的青山、绿水、溪流、古树、巨石、鲜花、水车、劳作的老人、送葬的队伍作为意象符

号组成了远离尘嚣的生命场域。《寻找世外桃源》呈现坝美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表现坝美人自得其

乐，在既定的生活轨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前行。这与陶渊明的理想世界相呼应。《桃花源里人家》
以李白游览黟县写下的诗句“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开头，为全片定下基

调。接着以远景镜头从登高远眺的视角呈现西递和自然山水的空间关系，又运用远景、全景、中景相结

合的手法，介绍西递村落阡陌交通、房舍鳞次栉比等风光，将西递的古民宅、古巷、古井、牌坊以及流淌于

小巷中的溪流呈现在观众眼前。观众由门额上的石雕、木刻的“桃花源里人家”想到陶渊明隐逸避世
“结庐在人境”的境界，自然而然。

三、声画: 相生相成，意境深远

影像艺术是视听综合艺术，优美的画面要靠声音元素加以阐释和升华。这三部作品，声音元素配合

画面，共同营造了意境深远的诗意栖居地。《梦·水车村》主要靠现场的环境声音和对白来营造特定空

间，传达水车村的生态观和乡村文化，而《寻找世外桃源》和《桃花源里人家》主要靠解说词来组织叙事，

阐释画面，升华主题。
《梦·水车村》在呈现青山绿水的画面之后，青年黑泽明和溪畔遇见一个头戴草帽、满面红光、正在

修理水车的老人，与他有一段对话。老人说这里的照明不用电，是用蜡烛和亚麻油。“晚上本来就是黑

的，为什么要搞得和白天一样亮?”这里远离机械世界，依旧用牛和马耕田，用自然倒下的树作柴禾，用

牛粪作燃料。“我们试着遵照古法过日子，因为这才是最自然的。”“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干净的

空气和水源。”老人说出了晚年黑泽明对生态灾难频发的现代世界的思考和警示。镜头里在画面的深

处传来整齐的鼓乐声，是村民给一个九十九岁的老妇人送葬，她是老人的初恋情人。老人向青年黑泽明

说出了他的生死观:“本村居民都过着符合自然的日子，年纪大了，自然就会死。”这是一场快乐的葬礼，

村里送葬的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的盛装，随着鼓乐声舞蹈歌唱，这是随顺自然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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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世外桃源》运用解说词来补充画面，告诉观众坝美四面山高林密，进出寨子靠两个天然溶洞，

雨季水大两个溶洞一封，坝美便完全与世隔绝。至今“山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那么地遥远和陌生，以

至于他们很难分得清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这不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无纪历

志，四时自成岁”吗?

在声音元素运用上，《桃花源里人家》则充分发挥了解说词的作用。在一幅幅田园风光的镜头闪过

时，解说词是“世界上的巧合或许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不管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是否真的存在

过，但眼前的情景却如《桃花源记》里的描写如出一辙: 静静的河流、古老的水车、阡陌纵横的田野、古朴

的村舍依次铺展开来，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置身其中，不禁令人恍若隔世”。画面和解说词共同营造

了具有东方神韵的桃源境界。

四、桃源原型叙事的文化价值

用影像讲述、记录、阐释桃源故事这一文化行动，与陶渊明时代相比更有特殊的文化价值。这些讲述既有

对桃源社会的审美认同，又暗含对现实世界的鞭挞批判。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现代性的后果日益显现的

今天，无论是《梦·水车村》，还是《寻找世外桃源》和《桃花源里人家》，都是运用桃源原型叙事来营造一些相

对独立的空间，青山绿水，人情淳朴，成为观众疑似心灵的旧乡，与功利主义、人情浇薄、环境污染、雾霾弥漫形

成强列的对照。这体现了古老的桃源意象的救赎功能，是桃源原型叙事的文化价值所在。
《梦·水车村》通过桃源梦想的影像，呈现了水车村绿色的生活图景和生态主义的理念，达到了对肆意破

坏大自然的现代社会的批判，以鲜明对比的叙事结构使观众体验到水车村生活的静谧、安详与快乐。观众一

边感知这一叙事图景，一边和现实生活中家园沦陷的图景对比，从而体验到桃源原型叙事的魅力。
《寻找世外桃源》的重要意义在于展示现实版桃源的真实图景和风土人情的魅力。纪录片的后半

部主要展现在现代化的渗透下坝美人的“变”与“不变”: 去洞外赶街，使用公用电话联系亲人，年轻人出

外打工体验都市生活，在家中接待游客从事服务行业，看碟片《天下无贼》，是坝美的“变”; 而男人裸浴

不敢踏进女人河一步，女人踢草球织布，老人唱山歌，青山不改，碧水长流，是坝美的“不变”。这对城市

化进程中的社会不无启示意义。
桃源叙事的深层结构在《中国古村落·桃花源里人家》营造出一系列富有魅力的叙事景观，在古村

落保护和推土机赛跑的年代，古村落的文化魅力感染着千千万万个观众。谁都知道，在旅游经济利益最

大化的追逐中，真正的桃源般的静谧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寻觅，这是影像建构出来的心灵桃源。
从上述三部影像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尽管身处不同的国度，呈现不同的叙事景观，但有一

个共通的精神内核就是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对现代性后果的严肃思考，其警醒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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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ch Garden Prototype Narration in the Movie Art
Jin Changqing

Abstract: The“Peach Garden”prototype was originated in the unique tradition of rural life and mountain
－ river culture，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narrated in different art forms of different times，formed a kind of
narrative series． It is also discernible in the narrative of movie art，represented in Dreams，Searching for the
Shangri － la，Ｒesidents in the Peach Garden，etc． These movies not only create an image world with oriental
artistic style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but also have a cultural value of introspection on modernity．

Key words: movie art; prototype narration; peach garden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