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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以中国贫穷农村女孩子魏敏芝为主角的电影 《一个都不能

少》 ,到国外参展 ,在戛纳电影节惹起了一些风波 ,最后取得了威尼斯电

影节金狮奖。这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内部分歧所引发的争议 ,还是由

于电影本身立足于不易觉察的断层之上?可是 ,电影在国内又能获得不

少好评。这是一条饶有趣味的线索 ,需要进一步阅读 ,看看蜚声国际影

坛的这部影片 ,依靠的是打动了具普遍性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张艺谋

语),还是牵引了某些特定的对“中国” 、“贫穷” 、“教育”的想像?

《一个都不能少》可说是一部励志 、劝人行善的电影(对希望工程的

献礼), 因此 , 如这类文本一般的运作 , 把一些价值视为本原的普遍价

值 ,一方面以这些价值为其说服力的依据 ,另一方面不断巩固和传播这

些价值。从这个前提出发 ,文本提出了明确的问题和明确的解决办法。

在影片里 , 贫穷是农村的宿命 ,教育能改变这个宿命 , 为农村的儿

童带来未来;有能力的善心人只要在金钱和物资上予以支持 ,保证农村

儿童能够上学 ,问题便有可能解决。问题当然并非如此简单 ,因为这里

谈及的教育是教育制度里推行的教育;这个充满竞争的制度 ,在肯定某

些人为成功者的同时 ,把更多的人划为失败者。可是 ,这似乎没有动摇

到教育的必然性地位。《一个都不能少》可能是出于良好意愿 ,它的支持

者可能也怀有同样的良好意愿 ,但好心不保证不做坏事 ,还需要有不畏

否定自己的勇气 ,去面对种种矛盾 、张力和善忘。

笔者遇到了三种对影片的反应 , 它们颇能勾勒出影片里的“她”和

观众的“我”可能发生什么关系的基本轮廓。

在北京的影音小店 ,欲购买《一个都不能少》的光盘 ,店员说 ,卖完

了。问是否畅销 ,小姑娘认真地答道 ,说不上 ,大都是家长买回去给孩子

看 ,警诫孩子不好好读书 ,就像农村孩子一样没文化 、没出息。

在香港 ,一位朋友来电话 ,说刚看完《一个都不能少》 ,非常感动 ,很

同情中国农村孩子没书读 ,想找可靠的渠道 ,捐款建小学。

刘 健 芝

陶 罐 铁 罐 的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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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一个偏远农村 ,播放光盘给一群妇女观看。完场时 ,两名妇

女揩拭着眼泪 , 问有什么感受 , 一个说 , 农村的确穷 , 很多孩子无法上

学 , 问题是解决不了;另一个说 , 在全中国哪会有这样的老师去把孩子

找回来 ,太不真实了。

在第一个情况 , 农村以至农村的孩子是没文化 、没出息的 “现实” ,

用以警诫城市孩子好好读书。这里 ,主宰着对差异的阅读的 ,是恐惧和

欲望;“我”的认同 ,建构于和“她”的对立关系上。

在第二个情况 , 农村就是贫穷以及教育就是出路 , 被认定是 “现

实”;“我”的建立 ,不是通过排拒“她”;“我”和“她”的差异 ,不是对立的

关系 , 而是可以克服的距离;之所以有距离 , 是因为 “她” 缺少了一些

“我”已经拥有的东西 , “我”可以帮助“她”弥补缺陷 ,让“她”接近“我”以

致有朝一日成为“我” 。这里 ,城乡 、富贫的差异 ,被阅读成“她”条件上

(教育)的短缺;“我”的肯定 ,建构于对“她”的收编 ,而无视 、遗忘“她”的

世界所能告示的“我”的世界的限制和盲点。

在第三个情况 ,说话的是农村妇女;在电影里以城市的“我”作为主

体的视野中 ,她们就是“她” 。她们对问题的看法 、对解决问题的理解 ,显

然与头两个情况的“我”有所不同 ,尽管她们为魏敏芝的泪水所触动 ,但

她们对电影所肯定的东西表示怀疑。

可是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并不“真实”的影片人物和情节 ,却打动了

城市人 、知识分子 、外国人 ,而且影片恰恰是以“准纪录片”的“真实”做

号召的。理解这个吊诡 ,有助于作为观众的我们 ,反省我们是怎样参与

到合谋之中的。

原著作者兼影片编剧施祥生 ,出版了书名《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电

影出版社 ,一九九九)的结集 ,收入电影剧本 ,并附三万字长文《走近张

艺谋》 ,缕述影片的构思及拍摄过程。据施祥生引述 ,张艺谋拍这部片 ,

“要面向全人类 ,要沟通人类共同的情感:要质朴 、自然 、平实 ,拍成一部

`准纪录片' ” , “越贴近生活越好”;要“竭力表现生活的本真 ,摒弃一切

虚假的东西”;“要求在电影里体现一个`拙' 字 ,不仅人物的行为 、语言

要体现出`拙' ,整个故事情节也要体现`拙' 字” ,要“捕捉到最自然最本

原的东西 ,只有那种最自然最本原的东西才最能感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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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影片的卖点是“拙” 、“自然” 、“朴实” 、“本原” ,让观众觉

得这是贴近生活 、贴近现实的“准纪录片” ,于是 ,表现的爱和关怀 ,就在

这个语境下让人感到真切 ,因而具有震撼性的力量 ,甚至可以脱离特定

的语境 , 跨越时空 , 成为沟通全人类的共同的情感 , 成为 “永恒” 的东

西。

可是 ,如果深究 ,就会发现 ,看似“真实自然”的景 、人和演出 ,是经

过精心挑选 、谋划计算的:水泉小学在赤城县几十间小学中挑选出来 ,

它处在村口的黄土坡上 ,远离民居 ,给人贫瘠 、荒凉 、被遗弃的感觉;十

八个小学生 , 从几万个农村孩子中挑选出来;女主人公魏敏芝 , 从两万

名中学生中 ,像“大海捞针”般选出来 ,耗时两个半月。拍摄魏敏芝上电

视这场戏那天 ,导演故意让众人冷落一向被宠爱的小演员 ,使她不明所

以受了委屈郁闷在心 , 再让她看预先录好的父母亲敦促她好好听话的

录像带 , 她开始流泪便拍这场戏。这就是说 ,在精心挑选 、费心营造的

“真”背后有一个标准 ,就是符合张艺谋心目中的模式。特定的 、片面的

“真” ,被呈现为普遍的“真” 。

影片自我标榜为一部“准纪录片” ,是借助纪录片是反映“现实”的

习惯看法 ,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把某些习惯的认知和感受形态视为“现

实”的一部分 ,但影片恰恰是通过反映“现实”的表象 ,建构一个脱离了

农村农民世界的 、抽象的大女孩形象 ,表面上引领观众关注中国农村的

贫穷和教育问题 ,实质上逃避对贫穷和教育问题的正视。

矛盾 、复杂的张力被约化成简单的故事结构 ,贫穷 、教育等问题所

牵涉的复杂关系经过过滤 ,简约为明确抽象的主题 ,通过引发感情冲动

的影像 ,扣连着语言习惯传播的抽象概念 ,在建构着“现实” ,从而引发

习惯的认知和感受形态。换句话说 ,一切都寻求在可计算的 、通过习惯

而固定下来的层面活动 , 自然不会去根本地触动构成施与者的“我”的

习惯及其世界 ,也不会去思考“我”的习惯和世界跟“她”所面对的困境

有着什么关系 ,因为要思考这些问题 ,需要跳出习惯的思维和感受的世

界 ,试图进入不能把握操控的“她者”的领域。

必须指出的是 ,没有观众的合谋 ,影片是无法发挥效果的。即是说 ,

观众如果被影片的表述打动 ,又或以为更贴近中国农村的“真实”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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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影片的刻意引导 , 而在于观众本身带着对农村 、对女性 、对贫穷落

后的习惯看法 ,与影片再现的影像和抽象的概念互相呼应。

分析魏敏芝这个中心人物 , 可看到触发感情的影像扣连着抽象的

概念是如何作用的。一个被临时拉夫权充代课老师的农村大女孩 , 入

城寻找丢失的学生 ,处处遇到的是麻木冷漠的城市人。她孤苦作战 , “蚂

蚁搬大山” ,屡受挫折 ,但在电视荧屏上哭诉呼唤之后 , 形势扭转 ,一切

变得顺畅。城市人忽然怜悯之心被召唤 ,热情做出回应 ,协助寻回学生 ,

捐赠金钱和一箱箱彩色粉笔 ,两部电视机结着大红彩带 ,护送师生两人

“凯旋”回乡。

但是 , 一朝变成传媒宠儿 、在回家路上绽露得意微笑的魏敏芝 , 靠

什么取得这个“成就”?在此过程中她身上发生了什么转化 ,这个转化是

什么性质?如果追问 ,就会惊觉支撑这个形象的是深刻的对农民 、女性 、

年轻人的歧视和偏见;而除了寻觅旅程童话般结束之外 ,人物并没有发

生转化。

魏敏芝出场时的农民形象 ,兼有传统的低劣文化水平 ,和开放改革

下的向钱看的市侩。她代课为的不是什么教育理念 ,本身又无文化 ,数

学题她做不了 , 连唱歌都笨拙生硬;她初期执著的 , 是保卫五十元的工

资加上十元的奖金一块都不能少 ,为此看管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她

的任务与其说是教师 ,不如说是看守———把被看管的少年留在学校内 ,

以实践量化的“教育”指标。

剧情发展下去 ,她的个人自利动机被淡化 ,作为(想像中的)女人的

特质膨胀起来。于是 , 一个孤零无助男孩的困境唤起了魏敏芝伟大母

爱般的情怀 ,以一股执著千方百计寻人 ,历尽艰辛委屈。

魏敏芝从自利到利他的转变含混地发生 , 不必交代是因为它借助

了对女性“自然”特质和职能的假设。与此同时 ,魏敏芝的形象仍是烙印

着想像中的农民/女人/年轻人的无知愚昧:她的执著几近蛮不讲理 ,而

且没有生产性建设性 ,处事方法处处显出鲁莽愚钝 ,却因魏敏芝既无自

知之明又对周遭劣境缺乏知觉 ,反而生出一种蛮劲 ,只因万幸遇上善心

贵人(电视台台长),团圆收场。

这个求助者虽有力气蛮劲 ,但缺乏智慧识见。她 ,是来自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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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农村的女孩。张艺谋说 ,影片的卖点在于人物 、语言 、情节的“拙” 。

这个倒没错。

“她”的“拙” ,旨在引发某些固定的看法和习惯的认知和感受形态 ,

顺应习以为常的歧视偏见。勾引出的怜悯 ,是优越者向“弱者”伸出援手

的怜悯:男性给女性的施与 ,长者给幼者的施予 ,城市人给农民的施予 ,

富者给贫者的施予 , 有识者给无知者的施予 ,发达地区/国家给落后中

国的施予。施予是单向的 ,前提与效果是各种差距被承认 、被接受 ,谈不

上开拓新关系的可能性。

社会等级关系中处于劣势的群体———女性 、年轻人 、农民 、贫民 、文

化低下者———所共有的特征是优越群体的二元对立面 ;性别偏见在这

里发挥的作用是性别差异的生理属性被普遍习惯地理解为 “自然” , 这

个自然化 、 合理化也便延伸至把其他二元对立合理化 , 从而把产生差

异 、矛盾 、对立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权力关系遮蔽。

对比影片的“原著”《天上有个太阳》(《飞天》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和以影片为参考点而拍摄的纪录片 《铁罐与陶罐》 , 影片的偏见和抽象

更加突显。在《天上有个太阳》里 ,农村小学民办教师王校长和张老师 ,

奋身保护被父母为了还债硬要把她嫁给有财有势老板的女学生王小

芳。老板到学校抢婚不成 ,小芳怕连累老师 ,只身进城打工 ,张老师到城

里寻她 ,张贴寻人告示 ,在电视台上流泪呼吁小芳回校。小芳家的债是

靠众人在拮据中想办法解决的:王校长背负不孝之名把母亲的寿木卖

掉 , 张老师把准备结婚用的储蓄拿出来 ,村长拨地给学校种红薯 , 县城

的小学校长共同购买小芳父母编织的扫帚。另一边 , 有财有势的老板

与乡长连成一气 ,威迫利诱要把小芳弄到手 ,利用王校长转正要把他调

走 ,学生考得好成绩取得县里奖金也给乡长扣起。

小说把农村基层的复杂关系和生态呈现出来 ,这里 ,有开放改革下

的农民暴发户 , 有贪污仗势的乡长 ,有为了还债卖掉女儿的农民 , 有珍

惜学生的教师 ,有回报老师的学生。乡长克扣的奖金拿不回来 ,抢婚打

人的元凶无公安追究 ,电视台的报道改变不了现实 ,被贫困煎熬的农民

艰苦求活;没有一笔从天而降的钱财把问题解决;恶势力依旧勾结 , 但

不就范不妥协的仍有人在 ,相濡以沫 ,给生存带来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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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后的电影 ,教师改成少不更事的农村大女孩魏敏芝;失学兼

在县城里丢失 、 流浪无助的是顽皮粗野的男孩张慧科。农村复杂的社

会关系和现实被取消了 ,只剩下孤零屹立山头的小学校舍 ,和孤身肩负

看管学生责任的大女孩的无助和失落。

今年四月 ,凤凰电视台由吴小莉主持的“爱心大使”节目 ,在《一个

都不能少》拍摄地的附近农村 ,拍摄类近题材 ,片名是《铁罐与陶罐》 。纪

录片不直接抨击电影 , 但委婉地唱了一台对台戏。电视台访问了赤城

县上湾村小学十九岁的代课女教师贾娜和四年级学生张大伟。贾娜平

实地谈论她的工作 、学生处境 、农村教育。没有诳言 ,也没有自卑。张大

伟父亲外出打工受伤 , 回家治病 , 药费昂贵 , 他随时要辍学 , 让妹妹上

学。下课后做农活的男孩 ,梦想是入大学;大学梦是遥远的 ,孩子的眼神

带着一丝盼望但更多的是对家境的了解 , 透出一种懂事的成熟。旁述

节目的吴小莉轻描淡写插一句 ,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句旁白一语道

破《一个都不能少》所描绘的贫穷小孩世界的苍白 、抽象 ,更道出了在贫

穷环境下的生存状态 ,是家人朋友互相照顾 ,是靠自己一双手找活路。

摄影队离去 , 学校和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的影像 ,渐渐远去 , 不

见摄影队留下什么馈赠 , 但带走一份对“支撑一方水土孩子的希望”的

理解。

摄录机收入了残旧课室的影像:窗户上无玻璃 , 只有飘零的旧报

纸 ,桌椅由每个学生自己家中带来 ,学校惟一的资产是一个生火取暖的

煤炉 ,为怕丢失 ,学生轮流值班 ,每天拆走 ,第二天再装嵌。可是 ,课室的

残破 、物质的匮乏 ,却不给人悲凉可怜的感觉。刚好相反 ,它带着生气活

力尊严:贾娜和学生们朗读四年级中文课本《铁罐与陶罐》的声音 ,前后

贯穿着纪录片。陶罐被铁罐嘲笑 ,说它一碰就碎 ,但陶罐说 ,我们是用来

盛东西的 ,不是用来互碰的;朝代变更 ,后人从废墟里捡出陶罐 ,擦洗后

依然光洁。

铁罐/陶罐象征着现代/传统 、城/乡的差别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

化和世界。铁罐的文化是互相倾轧 、汰弱留强 、耀武扬威 、激烈竞争。陶

罐的文化追求的不是压倒对方 ,而是自我实现 ,其历久不衰的价值在于

能容载别的东西;然而 ,铁罐不断威胁着要砸碎它。在破旧的课室里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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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肯定陶罐的课文 ,显然是有意识地去化解城/乡 、现代/传统的有优劣

高低之分的歧视性差别对心智的负面影响 , 同时拒绝去忘记铁罐世界

要忘记的限制 ,拒绝去忘记否定自己的负面的经验。

高昂的朗读声回荡在农村学校的小天地 ,显示学生所受的教育 ,是

维护一份尊严 、一个信念———陶罐的文化价值是历久不衰的。但《铁罐

与陶罐》 没有隐藏在铁罐压力下形成的张力 , 在课本以外的现实世界

中 , 无可避免流露着一种对铁罐世界的向往:张大伟的妹妹不爱上学 ,

只爱摹画还珠格格画报;张大伟的同学油滑地辩解他为何避开上山捡

松塔的集体行动 ,总想到城里去闯。贯穿这部片的课文朗读声 ,正好说

明了认同铁罐而忘记铁罐要去忘记的东西 ,并不能解决问题 ,也不能打

破贫穷的宿命 ,因为铁罐追求的成功 ,是建基于建立有普遍规范的主导

标准 , 即铁罐的逻辑是两极化的逻辑 ,铁罐歌颂的成功 , 正好说明了它

的善忘和盲目。

如果说陶罐世界不要忘记的是传统乡土文化的自重自爱和相互扶

持 ,它却是在铁罐物质“文明”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渗透冲击的现实中 ,面

临被砸成碎瓦又或被遗弃一旁的威胁。可以说 , 在现代化科技化的发

展主义话语霸权下 , 农民及其乡土世界是陶罐 , 象征着落后 、因循 、无

知 ,也理所当然地是贫穷的 ,有待通过“教育”去教化提升。农民在现代

化进程中被牺牲利益 , 也似乎无可厚非 , 是历史大轮前进命定了的轨

道。

在这种话语霸权下 , 《一个都不能少》所表达的陶罐世界的“拙” ,看

似是一种美德 、一个优势(不标榜这个拙 , 无法感动观众并赢取国际大

奖),但陶罐自身显然是低劣的。它自认贫穷无知 ,自认无能力改善自身

状况 , 它的肉身有着陶罐易被砸碎的脆弱 ,它成不了铁罐 , 却在精神价

值观上拥抱铁罐世界的文明进步 , 不管彩色粉笔写在简陋的校舍黑板

上是多么格格不入。影片内无法与铁罐分庭抗礼的陶罐 , 既是贫穷的

农村 ,无知的女人 ,也是落后的中国。陶罐惟一的法门 ,是以一股不轻言

放弃的憨劲和毅力 ,博取他人的同情援手。

张艺谋以堆砌抽象概念为“她”奔走呼吁 , 是铁罐收编陶罐的殖民

论述;脱离具体农民世界的抽象的“她”的力量和真切 ,是跟陶罐世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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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机关联的。影片虽然表面的主题是贫穷和教育的问题 , 但其实回

避了问题。若果教育问题只是上学的问题 ,能够上学便有希望了 ,这样

便忘了问 ,上学的训练是为了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影片也不会深究:贫

穷世界是由什么复杂的关系和结构宰制的 , “普通人” 在宰制他们的关

系和结构中如何存活以至孕育力量 , 我们怎样可以放下对贫穷和教育

的惯性的抽象看法 , 从贫穷的生活形态去看主体性问题 , 反思现时的

教育制度跟两极化逻辑的关系 ,并反省我们的位置。

伊朗电影《小鞋子》 ,讲述一个贫穷家庭的故事。这里 ,没有脱贫的

捷径或蓝图 , 只有一家人在贫穷环境下怎样在每日的生活中处理具体

的问题 , 在困局中发掘资源 ,面对和突破种种局限 , 却不臣服于无奈和

气馁 ,也不乞怜于人。

电影探讨的贫穷问题并非只是物质状态 , 也是心理精神状态。父

亲虔诚老实 , 获得教会长老信任 ,节日用的糖块交给他管理 , 一块也不

会少 ,尽管家里缺糖。但他就像一部旧自行车 ,只能在小镇中奔波 ,跑去

城市便过了极限 ,经不起颠簸旅程。父亲呈现了陶罐的悲剧。他带着儿

子到城里大户人家自荐干园艺 ,每次按铃 ,对方问是谁 ,他便害怕了 ,害

怕冒犯比他优越高级的城市富人 ,不但舌头打结 ,还落荒而逃。还是儿

子把话说了 ,才不用空手而回。这个老实人希望凭自己手艺赚钱 ,但又

恐怕冒犯富人;一方面自惭形秽 ,认同铁罐的价值为优越的 , 另一方面

既不容许自己耍手段来压倒对方 ,又怯于坚持凭自己技能去闯。

小男孩没有继承这个悲剧。他意外失去妹妹补好的鞋子 , 两兄妹

向父母隐瞒 ,既是怕被责 ,也是深知父母没钱 ,不让他们操心。惟有妹妹

早上上学穿哥哥又大又破的布鞋 , 中午放学跑回家让哥哥换鞋跑回校

上课。两兄妹为鞋子问题大费周章。小学校际赛跑校内遴选 ,哥哥全没

兴趣 ,但得知三等奖是一双运动鞋的时候 ,他苦苦哀求老师让他参赛。

比赛当天 ,大部分孩子穿着崭新的运动鞋 ,为角逐冠军而来。小哥哥则

是为了三奖而来。赛跑途中 ,他极力保持在第三位 ,但被对手用肘袭击

跌倒 ,眼看堕后 ,拼命追赶 ,体能到了极限 ,进入迷糊状态 ,脑中出现一

幕幕妹妹穿着破布鞋向他跑来的情景。他只知向前冲 , 第一个冲过终

点。领奖时 ,小冠军泪眼红肿 ,垂头丧气。铁罐世界无法理解冠军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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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摆出凯旋英雄的姿态。

在《小鞋子》里 ,我们看到了真切 、爱 、关怀 、勇气 ,孕育自贫穷中互

相照顾的生活形态。在超度负荷下仍能坚持下去的力量 , 不是一种抽

象的属性 ,而是在历史中滋长 ,生发于亲密 、深刻的共同经历。

张艺谋通过魏敏芝的执著想捕捉的“最能感动人”的“最自然最本

原的东西” ,却是没有历史的。

作为观众 ,我们能否让习以为常的“真理”重置于复杂的政治 、权力

关系中审视 , 让被撩拨的同情怜悯正义感重置于个人历史和欲望之中

观照 , 避免不假思索的合谋?也许 , 另一部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电影里

的一个情景 ,可作警醒。在《凤凰琴》里 ,从城市到农村代课的女教师张

英子 ,目睹校长教师合谋编造虚假的学生数字 ,图谋骗取先进单位的名

称 ,以取得奖金来修葺校舍。张英子自以为掌握了事实真相 ,向县教育

局告发 ,反给她在县教育局工作的舅舅刮了一个耳光 , “就你正派 ,就你

看得清 ,我们都是骗子?你什么都不懂!”粗暴的掌掴 ,让张英子超越肤

浅的真话/谎言的区别 ,反诘自以为有文化修养 、是非判断 、钱财资源的

城市人的自以为是 ,从对“她者”的鄙弃 、贬抑 、排斥 ,走向学习接近“她

者” ,涉足不能把握的世界。

双向的“似与不似之间”
王纲

在引进西画艺术因素融入中国

画的变革创新方面 , 徐悲鸿先生与林

风眠先生的路数所提供的两种模式 ,

可以视作中西文化融合的两种基本

范型 。即以在形神的“似”和“不似”上

来说:从徐先生吸纳西画的“形似”中

可以看出中国风骨 , 看出一股中国文

人气 , 看出了对西画的神的 “不似” ;

而从林先生呈现中国画的形的 “不

似”中看出西画情境 , 看出种种西方

艺术家的做派 , 看出对于西画的神

“似” 。两者大致可概括为“西相中骨”

与“中相西骨”的区别 ,就中西画的传

统分野观之 ,两个“混血儿”都在双向

的“似与不似之间”。中西文化的两相

“融合” , 不可能正好半斤八两平分秋

色 , 形成的新型制必然互有侧重 , 结

果各有千秋 , 加之其后流变百端 , 发

育为融合后的诸般繁荣 , 个中长短难

以一一表出 。

正所谓 “攀山千条路 , 同仰一月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