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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转喻迷恋：古装影视的畸形繁荣

美国好莱坞给其他国家的影视创作带来巨大的

压力和挑战，它们利用科幻题材（比如《星球大战》

《黑客帝国》《终结者》《阿凡达》等等）和魔幻题

材（比如《哈利·波特》《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等

等）冲击可能世界的极限，而中国影视无法与其抗

衡，只能在丰富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救命稻草。因此，

某些热门历史英雄被反复搬上银幕。比如以女英雄

花木兰为主角的影视有电视剧《花木兰》（1998）、

《花木兰传奇》（2011），电影《花木兰》（2009）等

等。关于叶问的影视有《叶问1》（2008）、《叶问2：宗

师传奇》（2010）、《叶问前传》（2010）、《叶问：终极

一战》（2012）、《一代宗师》（2013）、《武林宗师叶

问》（2013）等等。以武则天为主角的电视剧按武则

天的扮演者可以分为：潘迎紫版《一代女皇武则天》

（1985），刘晓庆版《武则天》（1995），贾静雯版《至

尊红颜》（2004），斯琴高娃版《无字碑歌：武则天

传》（2004），殷桃版《武则天秘史》（2011），范冰冰

版《武媚娘传奇》（2014）等等。关于包拯的影视更是

数不胜数。

许多影视在短期内密集性地集中于某几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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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不免造成影视资源的浪费，也易引发受众的审

美疲劳。不过，如果追溯英雄观的史前神话源头，这

些数量繁多的历史英雄影视的背后，是否有更为深层

的需要反思的思维方式？

转喻和隐喻在建构神话英雄观和塑造人类的精

神世界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神话学大师约瑟

夫·坎贝尔将史前神话分为猎人神话和农人神话。在

猎人群体中，萨满都经历过相似的精神危机和相近

的克服危机的修炼过程。遭遇精神危机的个体，在

萨满导师的引导下，在超越本土传统的更高层面得到

复原。[1]从史前猎人神话向史前农人神话转变的过程

中，行使宗教权力的祭司代替了萨满。祭司仅仅是某

个阶层，是被所在群体赋予的职位。[2]人类学家弗雷

泽认为巫术起作用的机制有模仿律和接触律。[3]从他

的观点来看，萨满体现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模仿律，

而祭司则体现了以相关性为基础的接触律。而雅各

布森则认为接触律和模仿律与符号修辞中的转喻和

隐喻相对应。[4]也就是说，史前神话的两种英雄观运

用了不同的修辞策略。

在史前猎人那里，前代英雄（萨满）是后人面对

类似精神危机的榜样，他们通过模仿自己的英雄，激

发自己的潜能，因此，史前猎人神话可以称为注重隐

喻思维的神话。在史前农人那里，祭司是因其在群体

中的位置而获得权力，因此，史前农人神话是以相关

性为基础的转喻思维的神话。这两种神话成为人类

最早的精神遗产，包含着后世神话传统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

二、 转喻迷恋与历史漩涡

如果说转喻与隐喻是史前神话面对英雄的不同

修辞，那么，中国历史英雄影视的畸形繁荣所体现出

的是哪种修辞？

历史英雄影视更像反复展示的祭祀历史先辈的

仪式。如果说英雄是神秘力量进入人类世界的中介，[5]

那么，在危难时刻，历史英雄代表救赎的到场，他

们在危机时刻拯救人们的行为被铭记。通过重复叙

述历史英雄的功绩，人们在自己与英雄书写一条无

法割断的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血脉。并且，

通过反复述说历史英雄的功绩，人们使自己与历史

英雄之间产生某种神秘的关联，此种神秘关联成为

当下精神力量的来源。在相似的灾难情境中，后人

可以通过向历史英雄学习，融入到神话历史之中，成

为救赎力量进入群体的中介。因此，在历史英雄影视

中，历史成为当下叙述的原点。通过影视的反复演播，

后人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将英雄精神引入当今社会

之中。

不过，如果历史英雄影视过于凸显当下与历史

英雄之间的相关性，并且今人的认同感仅仅依赖于此

相关性，那么该类影视的畸形繁荣便会导致转喻迷

恋。如果历史英雄成为彰显群体优越性的象征，转喻

迷恋又会引发群体中心主义。

“如今所有伟大文明的人民都倾向于在字面解释

他们的象征形象，然后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比别人更优

越，因为他们直接与绝对（the Absolute）建立联系。”[6]

在人类历史上，通过与某种神秘力量（神，或者

历史英雄）建立关联，人们建构出所谓的神圣群体，

并标榜他们高人一等的特质，这是转喻思维的体现。

因此，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子民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特

权，只有神的后代才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功业，或者成

为国王统治城邦。这些王权政治的自恋想象是国王

权力来源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并且，所谓的神圣群体是以排斥群体之外的

“他们”为基础形成的。由于天生属于某一群体，个

体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特权。在影片《太极1：从零开

始》《太极2：英雄的崛起》中，英雄需要面对极端排

外的群体。

这两部电影武术大师杨露禅的英雄旅程。英雄

需要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进入超自然的神奇领域；

在神秘世界中，英雄战胜了各种难以置信的超自然力

量；最终，英雄带着神秘世界的恩赐归来。[7]影片中

的神秘世界是人人都会太极的世外桃源（陈家村）。

武术奇才杨露禅为保命而去陈家村学武。不过，英雄

需要克服的障碍却是过度排外的家法：“陈家拳，不

外传。”“不外传”是群体中心主义的体现。以姓为标

志、以血缘为根基凝聚而成的群体，通过对外姓人

的排斥而自我标榜。排外的陈家村不给外姓人学艺

的任何机会。此类极端排外的做法也扭曲了恶人方

子敬的心灵。在陈家村，由于他是外姓，因而没有学

习武术的机会，自小便受到亲戚们的欺辱。他最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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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枪大炮报复陈家村的村民。

魔幻电影《画皮2》更是通过丑化“他们”而自我

标榜。与我们为敌的异族萨满仅仅是会摆弄令人恶

心的动物内脏，使用妖法的怪物。而叶舒宪先生很早

就批判了丑化他者形象的思维：

“中国人在较早的时候对所谓‘人’就有不同的看

法，往往主观地认为只有汉族人才算是人，否则便是

“夷狄”。因此，我们往往在异族的名称上加了犬、虫、

羊等偏旁。一百年前，我们还会用‘英狤猁’称呼英国人

呢！这是文化差异的生物化。异民族一旦被视为异类或

‘非人’，任何非人性的行为都可能发生。这些异类马

上变成了可杀可吃的对象，如一般野兽。”[8]

但是，《画皮2》却让观众继续沉迷在“我们”

征服丑化的“他们”的胜利之中。与“我们”为敌的

就是落后的蛮族？蛮族就是丧失人性的群体？与《哈

利·波特》系列中的魔法师和《阿凡达》中的纳美人

相比，这种妖魔化他者的观念非常陈旧。

相对来说，在表达超越群体隔阂和融合差异的

诉求方面，美国影视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许

多作品或者呈现由不同种族混合而成的家庭，或者

展示跨越种族差异的爱情和友情。这些设置暗含着

跨越界限、融会冲突的诉求。在《阿凡达》中，地球

人杰克·苏力却成了纳美人的英雄。他以纳美人的神

话英雄为榜样，融入他们的神话历史中，在危急时刻

拯救了纳美人，成为英雄。[9]在《功夫熊猫》中，阿宝

的父亲是鸭子；在《怪物史莱克》中，驴子与龙相恋；

在《暮光之城》、《精灵旅馆》中，人与吸血鬼相恋；

在动画《马达加斯加》中，长颈鹿与河马相爱……总

之，隐喻法则（基于共同性或相似性）成为融合彼此

差异的基础。这些违背生物学基本规则的文化呈现，

凸显跨越群体差异的精神诉求。

许多影视通过展示所谓的邪恶群体身上的人

性，开拓人性的疆界并质疑人们墨守成规的观念。在

吸血鬼题材的影视中，只要吸血鬼能够抑制他们嗜

血的特性，他们身上的人性并不少于普通人。《暮光

之城》《精灵旅社》等采取了类似的思路。是否承认

相异的他者身上拥有自己所拥有的宝贵特质（比如

爱、人性和生命等）是跨越群体隔阂的关键一步。在

《快乐的大脚》中，大脚企鹅美丽的舞姿成为沟通两

个不同种族（人与企鹅）的桥梁。

三、 东方幻象与生存困境

如果沉迷于转喻的相关性和邻接性，中国历史

影视中的英雄形象就会成为需要顶礼膜拜的偶像，

而非激发后人潜能的榜样。并且，如果模仿甚至重复

好莱坞世界所制造的“东方幻象”，那么就会导致中

国历史英雄影视的创意缺失。

神话学家坎贝尔在制造张扬个体自由的史前精

神天堂（史前猎人神话）的同时，也制造了与此类天

堂相对立的他者世界（史前农人神话）。在他看来，

这种压制个体的神话传统被古代苏美尔神话传统、

东方神话传统所继承。从1961年出版的《东方神话》

开始，他将人类文明时代的神话分为东方神话和西

方神话。东方神话遵守宇宙法则，个体仅仅是群体

中的一部分，个体从出生以后必须按照群体法则来

生活，成为某种原型角色。他们一生只能扮演该角

色，没有选择的自由。[10]虽然坎贝尔关于东西神话的

区分有失粗暴和偏颇，并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冷

战思维，但是，由于他对好莱坞世界的影响，他所总

结的“东方幻象”成为好莱坞塑造陈旧传统的常规

模式。

与蔑视世俗法规、桀骜不驯的英雄形象（《地

狱男孩》《地狱神探》《怪物史莱克》等）不同，他们

的敌人是按照群体法则行动的木偶。善恶之战成为

凸显“我要”的个体法则与“你应该”的群体法则之

间的冲突。在《超人：钢铁之躯》中，按照社会的需

要，氪星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制造成某一角色，他们终

生都必须扮演这一角色，只能按照“你应该”的模式

生活，这是他们生存的意义。佐德将军侵略地球，不

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履行他自己的职责。他

“应该”侵略地球，他“应该”将地球改造成适合自

己民族生存的星球，复兴自己的民族。最终，善恶之

战被演绎为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佐德将军这种按照“你应该”的法则生活的角

色，在美国影视中数量惊人。他们往往是英雄的陪

衬或对立面。在动画《勇敢传说》中，苏格兰公主梅

莉达与母亲王后之间的冲突是“你应该”和“我要”

之间的对立，是传统的宿命论和自由选择之间的冲

突。按照“你应该”的原则行动的形象甚至直接以

东方人的面貌出现。在《黑客帝国》中，两个扮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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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你应该”价值观念的角色分别是日本演员和印

度演员。

好莱坞所塑造的吞噬个体自由的“东方幻象”成

为侵入中国历史影视中的阴影。许多作品便在对这一

阴影的顺从与反叛中展开故事，徘徊在追求个体自由

与张扬群体价值之间，王朝兴衰和天下苍生便成为

压制个体自由的权力网络。在《铜雀台》中，曹操与汉

献帝之间的争斗并没有被简单地表现为派别之战。

这部影片更加凸显出，在不同的权力体系下，个体的

无奈、挣扎与抗争以及他们最终被这些权力体系所

吞噬的命运。

苏美尔城邦的神王观念为后世的王权政治所继

承。苏美尔城邦发现了星空在天空中有规律的运动，

此种运动给了他们建立社会和王权政治的范本。由

于城邦建设、王权结构和日历法则都模仿了此种有

规律的星象运行，因而它们便具有了神圣性与合法

性。[11]坎贝尔根据国王在神权政治中所占的位置，将

国王的统治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此三种类型都是

苏美尔城邦王权政治的变体：国王为神的外衣；国王

自封为神；国王是神在人间的管家。首先，国王仅仅

是神的外衣，神降临人间统治人类。到一定的时刻，

穿着国王外衣的神必须将此外衣献祭出去，穿上新

的外衣，从而实现王权的更迭。其次，国王即为神，

因此无需将自己献祭出去。再次，国王是神在人间的

总管，为神统治人类。[12]中国的王权政治也是此神王

传统的变体。帝王即权力法则的象征。处于权力顶点

的帝王，甚至是权力法则自身。在影片《铜雀台》中，

汉献帝就被许多臣子尊奉为神，他们不惜为帝王而

丢掉性命。在此权力框架之下，臣子实现自己意义的

途径，只有为朝廷和帝王效忠。反抗曹操最终被其处

死的大臣，都是为维护王权，抛头颅洒热血的忠勇之

士。这是人臣必须要尽的义务，他们也只有在此种献

祭中，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然而，在曹操的压制之下，隐忍的汉献帝无法

彰显权力顶峰的帝王应该拥有的神圣和尊严，仅仅

成为威严与懦弱交织的小丑。许多臣子为此种无法

代表神圣王权的帝王牺牲生命，他们生命的意义何

在？在《十月围城》中，杀害革命党的慈禧走狗阎孝

国，也是此类“愚忠”的典范。在他的观念中，为老

佛爷（慈禧）效忠，杀害革命党就是报效祖国。这些

人臣或者为汉献帝这类小丑般的帝王牺牲性命，或

者为慈禧这种残暴的主子肝脑涂地。这些人的目的

与结果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他们牺牲的意义被褫

夺，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成为对鼓吹愚忠的人臣法则

的讽刺。

影片中的曹操在开创新王朝的文王与拥有辅佐

之功的周公之间挣扎。一方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

侯”，借助帝王在权力法则的顶点所具有的符号力

量，号令天下。朝拜皇帝的曹操无法迈出超越权力法

则的最后一步，这也是以“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对

其的束缚。

在中国历史中，朝代交迭，兴衰轮回。王朝从混

乱、统一、繁盛，而后又衰落直至坠入混乱的深渊，

重新开始下一轮的兴衰更替。在此种尘世王朝的演

变框架之下，王朝最为繁盛的时代处于兴衰轮回的

顶点。每个为人臣的个体（小宇宙）都希望处于王朝

（中宇宙）兴盛的最高峰，成为促进宇宙化生的动

因，因为也只有处在这一高峰之处，才能有睥睨历代

英雄的豪情，也才实现个体的生存意义。因此，历代

辅佐明君开创盛世的名相都被歌颂为个体生命意义

得以实现的榜样，成为后代臣子争相效仿的偶像。曹

操的身份认同与周公等古代贤相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一个小丑般的帝王面前，这些偶像在曹操那

里成为“你应该”的法则的代言人，他活在了偶像的

阴影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四星合一”的天象

是手下劝说曹操推翻汉献帝的统治、改朝换代的借

口。在他们的观念中，宇宙成为王权政治合理性的来

源，星象变化成为王朝更迭、人世兴衰的烛照，决定

着人间的欢喜悲愁。

曹操与汉献帝之间的争斗，是朝向权力顶点的

博弈。然而，夹于两者之间、被这些处于权力顶点的

人物玩于鼓掌之间的小人物却无法寻找到自己生存

的意义。由于穆顺和灵雎等孤儿的父母被曹操所杀，

汉献帝秘密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自己暗杀曹操的

武器。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

这些小孩子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他们的仇恨，因为

他们从小所受的训练。在《锦衣卫》中，锦衣卫是皇

帝或者权臣用来暗杀他人的棋子。在《血滴子》中，

血滴子是没有姓名的个体，是皇帝训练出来暗杀大

臣的机器。他们生存的意义，就是成为出色完成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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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血滴子，这是他们的荣耀。在这些影片中，这

些孩子从小就被注定按照某种原型方式生存，他们

只是帝王计划中的一个棋子，是“你应该”的法则批

量化生产出来的、在权力斗争中行使某种功能的机

器。这种无法选择命运，是他们的生存困境。

不过，许多影片在顺从好莱坞之“东方幻象”

的时候，也与该幻象进行争辩。在《铜雀台》中，吕

布的女儿灵雎带着被自己误杀的穆顺跳崖自杀。对

他们来说，没有战乱的世外桃源只是奢望。当他们

意识到杀死曹操又会掀起战乱的时候，他们放弃了

刺杀。因为天下太平才会给苍生带来世外桃源，他们

为了天下苍生而选择了自杀。在《英雄》中，无名为

天下而选择不杀秦始皇。在赵薇等主演的《花木兰》

中，花木兰牺牲 爱情，从而换 得 拯 救 天下苍生的

和平。

英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为“天下苍生”而牺牲

了自己，“天下苍生”成为这些影视与好莱坞的“东

方幻象”争辩的救命稻草。然而，“天下”又是什么？

是包容社会和群体的“天下”？是决定了所有人幸福

的“天下”？这些英雄/小人物试图从帝王所建构的

权力法则中逃离，融入到天下苍生的洪流之中。然

而，他们仅仅从一种“你应该”的法则逃离出去，又

陷入另一种“你应该”的法则之中。由于他们融入到

意义晦暗不明的虚幻之中，最终消解了生存的价值。

结语

总之，在好莱坞世界强大的话语霸权之下，中国

影视沉迷在历史的迷梦中，它们在向世界炫耀自己丰

富的历史资源的同时，却又无法避免转喻迷恋所带

来的各种弊端。在好莱坞所制造的“东方幻象”的阴

影之下，它们只能在张扬群体价值和寻找个体自由之

间徘徊。历史上反复被叙述的故事，在历史影视中继

续被叙说。叙述学认为，叙述文本由述本与底本构

成。[13]而中国历史英雄影视则沉迷于述本再造的循

环之中。这些影视以某个历史英雄为中心蔓延式地

向外铺展。历史的真实与影视最终展示的述本之间

的差异成为它们试图呈现的张力。然而，如果历史英

雄影视仅仅关注于述本的更迭，并以此为基础互相

复制，就会失去创造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