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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虚无与再生
———电影作为公众空间的日常化行动
俞春放
摘

要：“公众空间” 实际上就是公众生活本身。对于电影来说， “公众生活” 并不只体现在电影的

内容上，而更体现在观众观看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得出的对他们有价值的电影意义。当下一种不可忽视的现
象是，观众放弃了从电影内部去寻找电影意义，而是从镶嵌于日常生活的观影行为中来进行意义和快感的
生产和传播。电影不只是一种文艺形式，而且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包括生产消费、意义生存和流
通，以及以此为机制的社会主体生成和再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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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现状越来越有意思：一方面，在观念上，无论是大众还是所谓的精英，对于电影这一文化
产品的定位还是传统的、经典化的，即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 将电影 定位 于高 雅文 化的 行列 之中；但另
一方面，在实际的观看行为中，观众从电影中所得却复 杂得多：观众 在观 看行 为中 的诉 求不 仅仅 是一
次艺术上的审美享受，而是跟他的整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观看 艺术 电影 很可 能就 是为 自身 贴上
一张身份标签，以作身份认同之用。这就使 得 观看行为 变得复杂：从其 所看 来讲，既有 电影 本文 之内
的，也有电影本文之外的；从其看这一行为 来讲，既 可 能是单纯的 审美 感悟，更可 能与 审美 之外 的日
常生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正是在这点上，某些电影呈 现出了相 应的 非审 美化 表征，这也 恰恰 是为
审美批评所指责的。
但这种审美批评的指责本身也 有值 得商 榷之处。１９９０年 代 旅 美 学 者 徐 贲 在 介 绍 当 代 西 方 后 现 代、
后殖民人文学科 新 走 向 时，就 已 经 对 当 时 大 众 文 化 批 评 中 的 审 美 主 义 倾 向 有 过 不 同 意 见，认 为 当 时
“对大众文化的审美和道德指责往 往 援 引 现 代 主 流 美 学 为 其 理 论 根 据”，运 用 “循 环 论 的 双 重 否 定”，
“使得内容本应当很宽广的文化研究中弥漫着一种狭隘的审美主义气氛。”［１］事实也正是如此，审美批评
所具备的理想主义虽然有其意义，但面对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我们却 也必 须从 更具 实践 价值 的角 度来
审视当前的电影行为。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把电影 当作 一种大 众传 媒或艺术 文本 的同 时，也有 人把 电影 看成 是一
种 “公众空间”，如克鲁格、耐格特、麦琳·汉森、斯图亚特·李普曼和费雷屈克·詹姆森等等，强调
观众在创造和交流社会意义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这种创造和交流当作 是形 成公 众舆 论和 价值 共识 的
重要机制。因此，我们不妨从公众空间的视角来对当代 电影创作 的 走向 作一 陈述，观照 其作 为公 众社
会空间创造和交流的意义。

一、电影公众空间的发展
或许正如史蒂文·康纳所说，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已经成为主要的关注”。［２］空间的生产不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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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副产品，而是其行为和结构的内在瞬间。那么也就是说， “公众 空间” 实际 上就 是公 众生 活本
身。对于电影来说，“公众生活” 就是在电影观看行为实施的过程中观众赋予自身生活以意义。
关于电影作为一种 “公众空间”，麦琳·汉森把它解释成为两个层次：首先，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具
有表现和接受特征的公众空间，这些表现和接受特征取决于具体社会环 境中 特定 形式 和风 格的 电影 制
作、发行和放映条件；其次，电影体制与公众生活的其他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２］（２７３）如果仅仅到此
为止，可能问题会显得单纯得多。那样的话，电影就是电影，与同样作为公众空间的电视、网络等等，
有着质的区分。如盘剑从经典的电影观念出发将电影放在 “公众之梦” 与 “公共梦幻空间” 的视野来
加以分析考察则似乎可以对陈晓春的观点作一个注解：在盘剑看来，电影的魅力在于 “当银 幕徐 徐拉
开、灯光逐渐转暗以后，影院便开始配合影片制造一个 巨大的集 体梦 境，大家 不仅 一同 坐在 黑暗 中共
同经历 ‘梦’ 里的一切，而且因为能够意识到相互的存在而对 ‘梦境’ 有了特别的体验，正是这种特
别的体验又给观众带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正是基于此，盘剑恰如其分地区分了戏剧与电影之间
的差别，同时也明确告诉我们：电影与以 “客厅政治 学” 为语境 的电 视之 间不 存在 谁终 结谁 或谁 取代
谁的问题。［３］
毫无疑问，作出这种区分是十分必需的，否则我 们无以 找到电影 的本性。然 而正 如前 述，如 果仅
仅到此的话，问题会单纯得多。但现实是电 影制作、发行 和放映条 件均 是日 新月 异，电 影体 制与 公众
生活的其他形式间的关系也总是变动不居。所以如果从观影效 果的 角度 来讲，就要 求我 们从 更为 复杂
的社会生活关系中去寻找电影观看中意义的产生与形成。
与严格区分电影叙事与电视叙事不同的是，现实是影视之间可以说越来越有一种协调合作的倾向。
一年之中，真正通过院线传播的电影可以说屈指可 数，大量的 电影传播 靠的 还是 电视。电视 电影 似乎
成为很多小制作电影的理想形态，与当前动辄号称上亿投资由院 线 发行 的电 影相 比，两 三百 万就 能实
现理想的电视电影更受青睐；“打开电视看电影” 这一响亮的口号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一部分人真实的
观影状态。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基本通过购 买 影碟 来看 电影。不难发现，影院 里的 观看 行为 基本 上是
一次性的，一本电影在一家影院播放之后，很难会在同 一家影院 二 轮播 放，更 不用 说一 些有 了一 定年
代的电影，若非特殊原因，基本上不会在影院出现。所以实 际上通过 电视 机这 一介 质实 现的 对电 影的
保存与传播的作用完全不可忽视。
除此之外，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 ３Ｇ的发展，电影的传播有了更多的通道。众所周知，通过网络看
电影已经成为某些人群的生活状态。这也体现出与影院观看完全不 同的 异质 状态。如果 说电 视的 传播
还缺少更大的互动性，观众多少还具有一点被动色彩的 话，那么在网络 这里，电影 其实 已经 毫无 意外
地成为了视频，它的个人化、日常化、世俗的狂 欢色彩 可以说已经 到了 时代 的顶 点。这 种时 候对 电影
的观看已经跟通常意义上在电影院的观看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彩。
而更主要的是，电影院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电影院作为 “公众梦幻空间” 曾经是营造 “公
众之梦” 的绝佳场所的话，那么可以说现在的定位显得有些模糊。陈晓云尽管还是 将电 影置 身于 经典
的艺术传统而得出电影院 “在仪式化的运作中构造出 了一个共享 的文化 场域” 这 样的 说法，但他 也确
实十分清晰地看到：“进入 ２１世纪，城市影院空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内涵 也得 到了 极大地拓 展。放
映空间的多厅 ／小厅化、放映技术的现代化、经营模式的多元化、文化功能的多样化，这一切成为现代
城市影院的主要特征。” “高票房影院基本上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成 都、杭 州等 经济
发达的中心城市，且获得高票房的影院基本上是具有国际化水准 硬 件设 施的 新建 多厅 影院，并处 于集
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４］显然，仪式与生活之间的似是而非使得电影院必然成 为一 个切 断
日常生活的公众领域，但当下影院的物质化消费以及个人日常生活其它 方面 的更 广泛 联系 使得 电影院
首先就表现为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性，尽管这种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可能最终还是会被建构进公众话语。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８２

第 １８卷

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电影成为一个由电视、互联网络、手机、报刊杂志、影院为载体，由影片
故事、明星八卦、大众日常生活诉求综合而成为内容的一 个大众消 费产 品。无 论是 影院 本身 功能 的转
变，还是电影传播载体的泛化，都使得电 影具有 越来越 浓 的大众化、日 常化、去 神圣 化倾 向。与 看电
影紧密相连的不再仅仅是电影的艺术性，或者说，艺 术性可以 放在一个 相当 次要 的地 位。影 院是 与舒
服的座椅、超强的视听设备以及可口的零食联系在一起的。重要 的不是 看了 什么 电影，而是 和谁 在看
电影。即便对于电影的挑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身份认同。如果说 “看电影” 三字在以前着 重在
“电影”，所以切断了日常生活的话，那么现在看电影着重在 “看”，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泛化的传
播载体固然使得电影的观看镶嵌于日常生活之中，电影院本身也早已不 是一 个公 共的 梦幻空间，而成
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一个休闲场所。由此我们可以说，不同于以 电影的艺 术性 为中 心将 观众 主体 建构 成
为独立的艺术观赏者，当下的观众主体建构中更呈现出强调主体和形成 主体 的话 语间 的关 系这 样的色
彩。我们既无法仅仅将目光停留于柏拉 图 的 “岩 洞 说” 而 认 为 大 功 告 成，也 无 法 确 保 拉 康 的 “镜 像”
理论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一切电影问题。总之，除了 在这些聚 焦于 影像 与现 实、主 体认 识和 现实
世界、知觉和客体等关系的电影元理论中理解电影之外，电影作 为公众 空间 促成 了以 电影为材 料、以
观影过程为行为模式的意义再生。

二、意义：虚无与再生
尽管大卫·鲍德威尔从认识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先前心理分析 ／
符号的被动观众论，非常热情地把
观众指定为电影叙述的积极参与者： “我采用 ‘观众’ （ｖ
ｉ
ｅ
ｗｅ
ｒｓ
ｐｅ
ｃ
ｔ
ａ
ｔ
ｏ
ｒ
） 这个 词来 命名 一个 假设 的实
体，这个实体会进行由影片中建构故事的相关活动。”［５］但正如前面我们所指出的 那样，电影 作为 公众
空间实际上是公众生活本身。对于电影来说，“公众生活” 并不只体现在电影故事的建构之中，而更体
现在观众观看行为中所生发的电影意义。换句话说，电 影叙述中 产 生的 意义 已经 被搁 置一 边，当 电影
进入流通领域后，新的意义开始产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诚然我们可以对电影文本作一些学理上的分析，比如可以从这部
电影中读出黑色幽默，从那部电影中又看到百分百的喜剧感。但我们也应该从这种以 “电影艺术成品”
为中心地位的解读方式中暂时走出来，去观照电影观看过程中意义 的生 产和 流通。正是 这种 生产 和流
通却带来对电影全然不同的解读。
我们不妨从当下国内各种电影批评的理论根 源说起。法兰克 福学 派的 批判 理论 自然 可以 称得 上是
其中的 “显学”，事实上像霍克海姆、阿多诺对于电影首先持着一种否定的态度，他们直接指责电影对
社会控制的帮凶作用。在他们看来，电影以其实在视觉形象复制了现实，从而肯定了世界的现状存在，
诱使并强迫观众与之认同。因此电影实际上是通过貌似真实的 假象来 僵化 观众 的心 灵，泯灭 他们 的个
性，并按假象的模式将观众塑造成千人一面的复制品。不同于法兰克 福学 派所 认为 的电 影观 众是 消极
被动的那样，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有其特殊 的创造性 和衡 量标准；相 应的 是，电 影观 众不
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而是意义生产和流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这种参与便是民众社会批判的基本条件。
例如在费斯克看来，对于文化商品，大众不 只 是在消费 它，也是在利用 和改 换它，是民 众意 义生 产中
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因此，是否具有高雅文化所赞许的艺术 品性对 文化 工业 产品 来说 是无 关紧 要
的。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从费斯克的 理 论 出 发，电 影 观 众 实 际 上 也 就 像 他 所 论 及 的 电 视 观 众 一 样，
是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
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转变成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６］
对我们来说有意思的是，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中并没有人像费斯克那样提出 “生产性文本” 的概念，
但两者实际上都强调了大众文化产品阅读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生 产与流 通。也 就是 说，不 管把 大众 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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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也好，积极的也好，在对文本进行聚焦时其实 体现出 了一种双 重性：一 方面 关注 文本 的意 识形
态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将文本置身于文化经 济中，强 调文本对 创 造大 众的 意义 和快 感的 作用。这一
点对我们很有启发。尽管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审美之维或批判之途来解 读电 影，但事 实上 具体 的观 影行
为似乎早已溢出这种状态。无论你号称知识精英或自比于普通大众，看电影只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看什么样的电影也更多地表示了你的一种姿态。所以这其实说明了 电影 作为 公众 空间 所表 现出 的变
化：电影不再承担对现实的诗意表达，也不 承担 对现实 的批判。电影对 现实 的言 说也 无题外之 意，言
说本身即成为意义。就跟聊天气一样，重要 的不是 天气，而是 聊。所以，看电 影与 其说 是一 种审 美需
求不如说是一种交际需求。观影活动中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并非来自于 电影 内部，而 是以 电影 为材 料在
观影活动中由观众所创造与生产。反映在电影叙述当中就是形态上的极度自由和叙事上的日常生活化，
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细节、世俗情感诉求的随意拼贴与组合。
比如在 《三枪拍案惊奇》 中，东北二人转、陕西油泼面等地域文化元素似乎 为电 影界 定了 一个 明
确的叙事背景，而由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依据时间顺序延展开来的顺时性构架又似乎顺
利地建构起了叙事框架。但事实上这全是虚晃一枪，着眼点却在于 春晚 小品 《不 差钱》 所引 发的 小沈
阳及东北二人转效应的延续，加上张艺谋在国内电影消费活动 中特殊 的话 题性，使 得电 影完 全已 成为
一个观众茶余饭后日常交际所需的话题题材。同样， 《十月围城》 作为 一部 贺岁 片，不 管其 主旨 是什
么，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早已抛弃了影像世界本身意义的 表达，而再生出 一种 即时 的全 新的意义。这种
全新意义显然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影片本身传达出来的具有高度 观赏 性和 视听 冲击 力的历 史奇 观，包
括观众游走于银幕世界和现实空间时所产生的情感认同，同 时也包 括由 报纸、电 视、网 络等 构建 起来
的关于明星的想象等等，而这一切又最终归结于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交际需求。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电影类型或者哪 一部 具 体的电影，信手拈 来都可 以作 如此 解读。笔者 所传 达的
意义早就在观影活动开始之初就被放置一边，观众以其观影 行为为 自身 贴上 身份 标签，赋予 自身 生活
以意义。所以，当下的事实是，作为观众来讲，其实 在某种 程度上已 经放 弃了 对银 幕世 界内 电影 意义
的探索，观影行为已镶嵌于日常生活中，成为观众对日常生活的表达。
总之，不管是强调观众在观影行 为中 的 被 动性 也好，还是强调其对 抗性 特点 也好，我们 都恪 守一
点，即观众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观众。虽然 某些影 片确实早 就放 弃了 对于 意义 的传 达，甚 至把
它叫做 “能指游戏” 也是赋予了它太 “重” 的意义；虽然很多时候，观影活动更像是一次不经意的相
约：喝喝清茶，聊聊天 气，看看影 碟，谈谈感 情，人生与 理想都谈 完了，作鸟 兽散，各自 回家，该干
嘛还干嘛；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在这里否定电影的审美传达。我们 想表达 的是，电影 不只 是一 种文 艺形
式，而且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包 括生产 消费、意义生存和流 通，以 及以 此为 机制 的社 会主
体生成和再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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