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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乐在艺术电影中的符用研究

赵  勇

【摘 要】艺术电影作为一组具有“抵抗性”的符码集合，与主流文化的自动化文本存在着对峙。在

三层元语言的聚合操纵下，流行音乐在艺术电影中的符用性具体体现为“语法扭曲”风格；“历史-媒

介”二我差批判，群体徽章认证。流行乐在艺术电影中的符用性操作，其背后是流行音乐和艺术电影两

大复合文本集团之间符号交换与生产的结果。艺术电影对商业流行乐的复杂征用，导致了其表征体系的

核心解释项走向多元含混。

【关键词】被标出  元语言集合  非指称性  复合文本  含混多元

一、多重元语言视野

艺术电影与流行音乐的矛盾性联姻，根在偏正结

构：“艺术的”与“流行的”。在文化体裁等级上，

艺术电影要高于流行音乐，掌控着艺术话语建构主动

权。在媒介热度上，流行音乐，歌众遍天下，“乌合

之众”也表征着社会自我的力量。但是在后“文化工

业”时代，流行的甚至也可以变成艺术的，关键在于

解释项落在文本接受者哪个能力层级上。一个多媒介

复合文本的表意是在多重元语言符码集体操纵下的产

物。在艺术电影中，有三重元语言组合（文本元语

言，能力语言，语境元语言）在各自的符码层面上不

断地调节着流行音乐的跨媒介叙述功能项的生成。

文本元语言。在商业电影中，视听叙事与流行

音乐琴瑟和鸣；但在艺术电影中，流行乐被视作与整

个文本气质明显异质性的存在，反而被作为风格化标

出。艺术电影这一标出行为，将流行乐自动化表意的

模式幻觉中断，并改写为特立独行的“冒犯”姿态：

流行音乐段落成为异质性元素符号交换的场所，正是

流行乐的外族性质地侵入艺术电影文本，导致其惯常

的先锋风格被自反式地解构。

能力元语言。流行音乐进入艺术电影并获得肯定

行评价，也需要其特定的艺术电影观众群阐释观念的

更新，而这其实是一种能力元语言。流行音乐在电影

音乐符号学中最难处理的地方可能就是其作为系统的

抗解分性。为电影专门准备的原创歌曲在电影被观看

之前，是不被知晓的，电影音乐的裁剪与符码生产属

于创作环节，而其是在与画面视觉信息进行严丝合缝

的紧密结合后才以完整故事系统的形式首次展现给观

众的。然而流行音乐在进入电影之前是早已被大街小

巷传唱所熟悉。因此观众在接触到带有流行音乐的电

影段落时，本身有一种对该段流行音乐的顽固的前理

解，并被内置为接收者的能力元语言。流行音乐的模

式有可能会形成强大的元语言力量，干扰其与陌生的

叙事性场面的契合度。甚至流行音乐内诸多元素的结

构秩序被元语言话语紧密绑定并植入到观众的意识领

域中，导致无法完成流行音乐在电影的跨媒介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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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生成过程。流行音乐就成为电影音乐中难以处

理的强编码符号。传统艺术电影观众群的特别之处就

在于他们对“难文本”中的“晦涩难解”情有独钟，

而对自动化的通俗文本嗤之以鼻。所以如果要学会欣

赏艺术电影中不断出现的流行音乐元素并加以积极的

符号生产，前提必须是既要对艺术电影历史传统的熟

络，也要对流行的通俗文化保持日常的歌迷式热爱。

只有对两类文本身份截然相反、品类迥异的文化媒介

都具有相当主动的接触，才能读解出艺术电影对流行

乐对挪用、置换、重构等意义生产过程。这甚至可以

说是当前多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具有跨界读解能力的

接受者的特别要求。

语境元语言决定着社会符号对艺术文本的赋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价值日趋多元，各种社群文

化建构逐步清晰。当前艺术电影已经不再专属于文化

精英群体的特工产品，而日益被一部分青年亚文化群

体征用为自我身份区隔与认同的标志和家族徽章，看

艺术电影被特定阶层看作“小资”品味和其典型生活

方式。

在全球化语境中，资本带动社会分层加剧，城

乡二元结构，东西部经济差，大城与小镇生存关系，

在其中，各种层面的不均衡性都逐步浮现出来。艺术

电影中的流行歌曲作为一个指示符，影射了这个语

境。《三峡好人》《路边野餐》中共同反映的西部小

城镇，在中国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版图上毫无位置和

话语权，在很多方面处于失语的处境。但是这些偏远

地区小镇空气中，小镇青年却对大山外的世界念念不

忘，那些似乎只有在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中红火的流行

歌曲依然在飘荡。确实全球化让每一个地区都成为中

心，空间区隔被抹平。流行歌曲在中国小城出现不能

完全被理解为是资本全球化无孔不入的本性所导致

的。因为全球化不是所有地区的全球化，资本进入是

有空间选择和时间先后的，全球化也是有差异的全球

化。“中国都市建构的重点是构建中产阶级城市和全

球化国际都市，它要追赶时尚先进，参与全球竞争，

取消本土性优势，争取国际社区的全球移民计划显然

更具雄心”①。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也

导致了整体文化割裂：反映着大都市文化的流行歌

曲在偏远中国小镇的传播，小镇本土文化日益逼仄

无力。

流行音乐在艺术电影叙述框架中的表征方式和意

义生产必须接受其文本元语言，能力元语言以及语境

元语言等符码集团共同的文化规约。而在不同的元语

言系统下，流行音乐不再是具有独立于艺术电影的先

文本，它变成一个自由运动的符号素，接受具体的元

语言对文本的整体操作控制。

图1.《路边野餐》

二、作为“符用”的标出性

（一）“语法扭曲”风格
降低音乐文本的指称性标记。流行音乐从简单

的唱片时代以纯粹声音符号为渠道，到开发布会，举

办演唱会并以录像光盘等形式传播，直到借鉴现代全

媒体化包装的音乐真人秀等，样态愈趋复杂，不一而

足。因此在谈到一首流行歌曲的时候，这个音乐文本

所包含的内容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演唱部分，也有关

于歌手的个人身份信息，MTV化的叙述性内容，甚

至某个节点性的具体音乐事件。这些非音乐核心部分

的伴随文本附着在歌曲周围，当歌曲进入电影以后，

这些伴随文本信息并不会立刻消失，而是当观众在进

入电影音乐段落的时候继续发挥作用。这些伴随文本

信息与电影叙事内容无关，称为故事文本无意义的噪

音元素。所以成名的流行音乐具有很强的指称性，它

总是或多或少强调歌手的价值，提示歌曲发布传播中

的各种具体媒介事件，也就是说，它溢出了音乐文本

之外，走入了现实语境。这些伴随文本可以说是现代

传媒经济体系运作的结果。只有对作为先文本的流行

音乐中的溢出社会现实之外的指称性信息进行“脱

敏”和降噪处理，才能有利于音乐文本在电影中的再

生。里法泰尔在分析诗歌修辞的时候曾指出过于强调

某个具体专有名词的来龙去脉会使得阐释文本过于晦

涩，“所以历史和指称性都属于词语这一层次。名字

使描述固定于一定的时间之内，它有转喻作用，有体

现整个复杂描述的能力。联想是循环的：描述性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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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一个名字里获得其联想对象，而名字所指的只是

有引出这一名字的句子的前一部分”。②叙述文本中

必然会包含一些与现实有关的信息，比如有关这首歌

曲有关的创作信息，歌手信息等。可是这些现代传媒

策略本身也已经融入整体性的消费媒介幻象中，称为

一个相对独立于现实的超文本拟像。也就是说这些歌

曲创作的内容信息并不具有现实指涉性了，它们是传

媒机构有意识包装出的媒介幻象，与真正现实中的歌

手和社会本质上没有可靠的一一映射关系了。一些电

影在引用流行音乐符号的时候，采取的是有意将虚构

和现实的边界打通。比如直接设置一个真正的流行歌

手演唱的舞台，以假乱真，观众像看演唱会一样听歌

看原唱歌手演出，但这只是一个纪实性的区隔框架而

已，它是虚构叙事这整个文本框架的一个部分而已。

台湾电影《少女小渔》刘若英演唱歌曲为《为爱痴

狂》，正是利用了观众对这首歌曲的熟悉，刘若英亲

自主演，以及乐迷的对歌曲创作信息的探秘心理来建

立虚构框架。当然作为乐迷的观众可能起初会对故事

反映的内容“深信不疑”，但是考虑到该片毕竟不是

纪录片体裁，所以最后也只能将信将疑。这正是巧妙

借用了观众对流行音乐伴随文本指涉性信息强烈的信

赖心理反而加强了电影文本虚构的逼真性内容。

首先，将歌者身份内置为日常叙述。叙事电影

可以形成一个关于流行歌曲的“异质性再现”：在重

新构筑的表演区内，人物角色以“业余歌手”的身份

完成一段对流行歌曲的“模仿”行为。这是音乐符号

的二次媒介化过程。这段电影音乐文本，既勾连了原

唱歌曲的“旧情感”，但熟悉的旋律因为歌者身份的

内置，又重构了歌者的新肉身。人物“表演”了流行

歌曲的歌者，并借此完成了自己的叙述。流行音乐的

二次媒介化其目的并不是展演一首歌曲的音乐价值，

人物传唱歌曲，本意不在于模仿的逼真，而在于人物

在模仿当中的生动性行为。正是歌者的“兼职”身份

以及与原唱品质的落差本身，造成了戏剧性效果。在

电影中，流行音乐的原初文本质素及其意义被取消，

演唱者的身体律动称为焦点区。“这是引导身体的艺

术……其目标不在于信息的明晰，制造情感的戏剧性

效果；它寻求的是动人心魄的艳遇，与肉体并行的语

言，某种文本，透过该文本我们可以听见嗓音的纹

理、辅音的清亮、元音的妖媚、整个肉体的立体声：

身体之交合，舌头之交合，而非意义之交合，语言之

交合”③。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中，引用了当时

流行歌曲杨臣刚《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

蝶》。这两首歌词将成人爱情明喻为诙谐童话。这种

轻佻俏皮男性磁性男中音歌者特征在这个小镇少年歌

者这里变为声嘶力竭的喊叫，而演唱时面对废墟，眼

睛无神，肢体机械。城市流行乐并没有给传唱者带来

与之相谐的身体表情。城市流行音乐无法填充小镇

空洞的身体。平凡的歌者，日常的演出环境，没有听

众。自己为自己歌唱，自己做自己的听众。取代了靓

丽的明星，包装过度的舞台和人潮攒动的场面。电影

中的流行歌曲褪去了音乐先文本的华丽张扬，变成一

种歌者的自叙和自我表演。

其次，女歌男唱。“当代歌曲传播机制中，以词

作家音乐家/歌手/传播公司组成复合创作主体。由

于商业驱动，歌手的演唱成了整个流程的轴心，成了

歌曲的面孔，甚至主人。”④歌手的性别赋予歌曲非

常明显的性别身份。社会文化场域中，大众文化非常

注意歌曲性别身份的区隔性，在卡拉OK时代，男女

一般会自觉选择匹配的性别身份。但是在反讽时代，

一切都颠覆了，跨性别演唱使得歌曲性别身份含混难

辨。台湾歌手邓丽君演唱的歌曲《甜蜜蜜》，带有红

尘的味道，声音很甜。该曲在陈可辛同名电影《甜蜜

蜜》中出现多次符号变异的样态，表现丰富：黎明主

演的黎小军和张曼玉主演的阿翘在香港移民生活中不

得已地孤独取暖，在一个很普通的夏日，黎小军单车

载着阿翘，哼唱起这首歌曲，这属于平凡歌者的日常

叙述；故事高潮，两人在美国街头相遇，原因竟然是

具有纪录片同步的电视报道邓丽君去世的新闻，这是

一个很具有指涉性的信息，但是被巧妙的设置成虚构

人物关系相遇的戏剧契机，因此邓丽君歌手信息被虚

构框架征用，被进行了降噪处理；而到了影片结尾字

幕部分，紧接着邓丽君歌曲消声之后便是黎明的女歌

男唱部分。男女声带的性别差异赋予了歌曲的性别政

治特征。传统女歌阴柔温暖，“甜蜜蜜”的歌词叙述

语境有梦幻的相遇，这符合传统价值认知体系中关于

女性气质的描述，那就是耽于日常不切实际的感性幻

梦，但女歌听起来更会加强这种印象。但是男歌一般

应表现力量、坚韧、粗狂等男性气质。

女歌男唱，歌者发生了身份上的变化，先文本

框架中女性的嗓音已经与器乐合成具有乐音同构的符

号，这就好像女性躯体中出现了男性的嗓音，这种雌

雄同体并不是两种气质符号势均力敌的对峙，恰恰是

女性气质具有优先控制权。表现在电影音乐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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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歌手并没有颠覆女歌的声乐结构和风格标记，反而

是男歌手被收编，给故事人物中的男歌者一种无力落

寞挫折感的印象，重塑了人物的性格。电影恰恰就是

借此表明在爱情双方追逐战中，男性本应该被赋予一

种更主动，更积极的状态，但影片却是阿翘首先醒悟

一路奔跑试图挽回自己逝去的爱情。移民生活的漂泊

感，对主体自我的消极压制通过黎明的演唱表现出

来，缓慢低沉的节奏，仿佛男人终于开始试图开始用

一种女性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往，这是一种自我觉醒的

意识。

再次，伴生性结构扭曲。音乐文本的内部元素的

结构秩序也会遭遇有意识的冒犯和意义的逗弄。通过

歌词与歌曲进行解绑，并局部置换对象符号，也会产

生极强的艺术反差效果。在歌词与伴奏乐的关系上，

电影中出现的基本有两种类型，旧曲谱新词和歌词赋

新曲。旧曲谱新词本不新鲜，中国传统上的词牌和曲

牌本就是歌曲元文本，配上不同的歌词后产生色彩各

异的词曲作品。在后现代喜剧电影中有一种对歌曲的

戏仿结构，比如在周星驰系列中，往往用来表现小人

物自取其乐的内心世界的达观。保留歌词，对器乐伴

奏部分进行局部修辞也会起到特殊的美学效果。在姜

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开场部分，随着姜文充满感

情的画外音的结束，一片湛蓝的天空在静场出现了，

激越的音乐骤然响起，接着，歌声入画“革命战士敬

祝你万寿无疆”。这首歌在当时的流行版本里，是一

首节奏舒缓的男子独唱，并没有电影中渲染的那样大

气磅礴，更没有上百人的交响乐队与大合唱。先文本

具有个人抒情性，后者则戏仿文革歌曲模式，进行曲

的节奏强化了当时国家集体主义体制的规范性。

最后，词曲结构刻意中断，导致歌曲文本不能

流畅前进，完整的文本结构链条缺失。也就是说歌曲

段落突遇休止符，提前结束。一般来说，歌者演唱中

断，本身就是叙述中的小情节发生转折，表面上是

“意外”其实是含蓄表意的创作策略。以王小帅的电

影《我十一》来说，主人公未成年人不谙文革“时

局”，三线建设者的父辈们身在他乡经常聚在一起聚

会，搞一些文艺娱乐活动。一次关于时局的谨慎议论

后，来自江浙的外乡人唱起浓郁传统地方特色的江南

小曲，可浓情蜜意的爱情主题在那个时代被作为文化

禁区。没唱几句就被众人建议改弦易张，换一首适合

“时局”的主旋律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这首歌曲的选择颇有意味，它是一首内蒙古民歌的改

编，所以是文革时代为数不多的激进意识形态性较弱

的作品。歌曲前半部分再现了中国西北内蒙古草原的

自然景色；但是后半部分歌词描写道革命领袖的歌

颂，而歌者恰巧唱到此刻，竟然拒绝继续演唱，理由

是“忘词了”。在这个段落中，流行歌曲出现了两次

中断，歌唱性动作的叙述一波三折，正体现了这些不

能回城的支援三线的外乡人某种不满和哀怨。跑调是

歌者对原唱的模仿动作失误的结果，具体体现为声音

严重脱离乐音轨道，有滑向噪音的倾向。歌者自身嗓

音，舞台条件导致的跑调，是违背一个真诚的歌者的

自身意志的，因此一般来说会使得歌者自信心受到一

定挫折。在日常生活中KTV娱乐场中，跑调被视为

缺乏音乐才能。但是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故事中的歌

者有时会有意失真跑调，演唱现场环境刻意蒙上粗糙

质感。电影《唐人街探案》和《路边野餐》前后两者

分属于典型的商业和文艺片类型，但却用到了同样效

果。跑调体现了社区身份特征，特殊的底层华人区，

籍籍无名的西部偏远小镇，这些亚文化丛生地区“不

入流”的文化位阶。但是这些环境中的歌者在演唱中

却如此的自信：《唐人街探案》中的王宝强饰演的蹩

脚侦探演唱邓丽君歌曲神态得意，《路边野餐》中老

陈面对眼前稀落的精力并不投入的观众，自己的时刻

忘词造成的歌曲的磕磕绊绊依然故我，他要将歌曲献

给一个刚认识的发廊女。这些五音不全的歌者对歌

唱的勇气来源于对表达的热情和一种努力肯定自我

的愿望。

艺术电影通过对流行乐的非常规的使用，将流

行乐中的诸要素如歌词、歌手、演唱语境等其他伴随

文本分别予以重新编码，置入视听框架中去。以改变

惯常语法，打破自动化音乐叙述，扭曲符号效果等方

式，从而疏离了叙述情境。流行音乐段落文本就此变

成一种凸显于情节逻辑之外的标出项，获得了先锋的

风格标志。

（二）“历史-媒介”二我差批判
流行音乐是一种即时性文化，具有转瞬即逝的

特点。但是当流行音乐不再流行甚至在长时段之后再

去回眸，也面目全非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彻底消

失，它可以化为潜意识层面的时代痕迹，成为亟待唤

醒的文化积淀。这些过时音乐在经历过深远的时间

差，在一个刺激性事件的激励下，得以复活重在耳边

想起，便仿佛带来一种忧虑和文化感伤。这不是肤浅

的个人化的情绪发泄，或症候式的怀乡病，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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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怀想，甚至可以称之为系统的怀旧文化。“个体

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回忆、识别和对记

忆加以定位。记忆的唤起并无神秘可言，‘我之所以

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

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无论何时，我

生活的群体都能提供给我重建记忆的方法’”⑤。怀

旧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中，同辈人无法为历史

的自我寻找一个连续的文化身份，从而有意识地进行

符号建构和文化实践的产物。作为先于电影而流行的

歌曲和电影上映的时空存在的历史隔断。中国改革

期，国人在每个历史切片下的文化身份都处于差异化

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自我一直没有凝固点。电

影和流行歌所处的不同的年代，导致出现了类似小说

叙事学中提到的“二我差”⑥，今日之我看到了过去

之我，而且既熟悉又陌生。两个自我在对话，今日之

我审视过去之我。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到电影流行音

乐，听到演员在表演歌者的时候，这个叙述者歌者以

代言人身份回顾过去那个时代风貌在具体平凡的个体

身上留下的痕迹，并反思现在的我生成的历史性结

构。过去的流行音乐文本，又借当前电影的播出将二

次媒介化的音乐形式被再次召唤出，产生出了时间断

裂。时间断裂表征了历史完整性的缺失，而这构成了

艺术文本历史批判话语结构。

媒介二我差。流行音乐和艺术电影的共现，要求

文本接受者具备通俗歌众和艺术影迷的双重身份同时

调动各自文本身份所要求的能力元语言。这时其艺术

电影观众必须面对两种文化身份的各自建构力量。媒

介的审美心理和体裁文化等级的差异必然会干扰到观

影对意义表征的理解难度。比如流行音乐的“沉浸”

性对艺术观众独立思考和反思能力的遮蔽。当一首耳

熟能详的歌曲以各种变异形式出现时，它总会勾起观

者“传唱”的冲动和具体音乐体征的再现，从而抽离

出那个自反式的叙述情境。如何平衡二我差这是考验

艺术电影观众能力元语言的调控范围。

（三）群体认证
流行音乐文本与艺术电影其他要素联合组成具

有内部相关性的识别系统。中国电影其受众日益年轻

化，并与青年文化紧密结合。文化研究学者贾斯汀刘

易斯认为“流行乐文化与青年文化在经验上以独特的

方式联系在一起，对于构成青年时代与成人年轻时代

的经验的冗长叙述，流行音乐为此提供了印象上的效

果和阐释”。

在青年文化中，80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只

是叛逆文化所能解释的，因为80后的成长阶段被中国

改革运动撕裂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且这个撕裂发生在

青少年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在学校教育阶段，接

受的是一元论理想主义价值观，而且这个社会主义集

体主义思想成功地在青春期完成了对青少年的规训，

随后的改革期，各种文化思潮伴随着相关作品冲击

80后，以流行文化来看，港台电影、欧美摇滚乐等文

化产品携带不同价值趋向，使得80后开始不断被动但

很热情地去迎合调整自我，与时代接轨。但在新世纪

消费主义一统天下以后，这个群体才发现80后无法在

后现代的多元浪潮中归纳出一个稳定的自我。而追求

集体自我，与时代同步是80后在青少年时期共同的价

值目标也是维持自我稳定的基本原则。现在这个原则

被视为“过时了”。因此80后的青春片中对流行音乐

的借用不只是青春怀旧这一条动力，更是这个社区群

体80后组成的有关自我叙述的世代文化，一种独享文

化。那些歌曲在他们看来不是全民共有的，而是他们

私设的社区徽章和入会暗语，是他们自己群体认同的

社区语言。但是也必须看到所有的亚文化都有对主流

文化的依附性，亚文化不是反文化，不是推翻他者文

化重建世界，而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之下，对其内部

元素进行丰富地挪用，替换，通过加强或减弱一些词

汇用法来生产意义。赵薇的毕业作品《致青春》改编

自网络文本，这本就是对青年社区的借用，而电影中

有一个晚会演出，李克勤的《红日》被人物角色重新

演唱，歌词写到“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命运“没趣

味”映射出这一代人在各种价值冲击下，对自身文化

身份的认定姿态。

80后电影中，歌者演唱校园民谣，或港台歌曲

不是反讽或恶搞以冒犯主流文化，而是自嘲的方式向

过去共同体幻象中的自我进行缅怀和回归。与90后不

同，他们喜旧厌新，他们自认是青年，虽然年华已

老。其实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

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⑦。这样说来

他们聆听那些过去耳熟能详的歌曲，其实也是在现实

中为自己建设一个乌托邦。

三、复合文本的解释漩涡

流行音乐构成艺术电影文本的一部分，并统一在

一个文本身份中，形成整饬的意向性结构，有利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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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活动有效性的展开。但是电影作为多媒介综合的产

物，虽然突出了视听语言的本体地位，而且又进一步

确定了视觉画面作为定调媒介，但是总体来看，电影

叙述中的多媒介复调话语这样一个多元化存在始终干

扰着意义表征的清晰度。

从流行音乐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一

个复合文本：里面有勾连着诗词文学艺术的歌词；乐

音结构的器乐部分；具有声光化演出情景的歌手的歌

唱；媒介多渠道传播。也就是说，流行音乐是一个包

含着演唱叙述的大文本概念，里面围绕着歌曲之外的

还有一些伴随文本，比如音乐会场地，歌手个人信息

等。而这些在流行音乐传播过程中，已经逐步沉淀为

歌众集体记忆一部分了。当流行音乐被转移到艺术电

影中的时候，不能只是把歌词、歌手、乐曲等传统音

乐文本要素考虑进来，作为强编码的流行歌曲其伴随

文本也被绑定在音乐符号结构中。因此，流行音乐在

艺术电影中的跨媒介叙述，不只是两个单一媒介如何

互动，而是应该被看做是两个复合文本集团如何跨界

的问题。因此两大复合文本的交互使用，又一次加大

了艺术电影叙述文本读解的难度。

元语言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流行音乐本身的商

业文化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而艺术电影中的流行音乐

之所以能被识别，恰恰就在于其文本的相对完整性和

对先文本“忠诚”的唤起，熟悉的旋律被释放出来。

可是这段流行文本必须经过精心涂抹、重新编码，以

至于降低识别性、与通俗性元素疏离，才能保持自己

作为艺术电影风格标出的姿态。然而流行音乐诸元素

不管如何被改写，但基本的乐音结构始终需要被保

留，而这段乐音秩序唤起的旋律已经足以让那个先文

本幽灵再现。所以商业性元素的伴随信息如影随形。

也就是说，只要艺术电影使用流行音乐，就难免被人

质疑有向大众通俗文艺妥协的倾向，而这内在性地会

损害艺术电影的标出性地位。艺术电影和商业文化若

即若离的关系也构成了这一文化体裁本身价值合理性

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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