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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香港」叢書總序

「序以建言，首引情本。」在香港研究香港文化，本應是自然不過的

事，無需理由不必辯解。問題是香港人常被教導「香港是文化沙漠」，回

歸前後一直如此。九十年代後過渡期，回歸在即，香港身份認同問題廣受

關注，而因為香港身份其實是多年來在文化場域點點滴滴累積而成，香港

文化才較受重視。高度體制化的學院場域卻始終疇畛橫梗，香港文化只停

留在不同系科邊緣，直至有心人在不同據點搭橋鋪路，分別出版有關香港

文化的專著叢書（如陳清僑主編的「香港文化研究叢書」），香港文化研

究方獲正名。只是好景難常，近年香港面對一連串政經及社會問題，香港

人曾經引以為傲的流行文化又江河日下，再加上中國崛起，學院研究漸漸

北望神州。國際學報對香港文化興趣日減，新一代教研人員面對續約升遷

等現實問題，再加上中文研究在學院從來飽受歧視，香港文化研究日漸邊

緣化，近年更常有「香港已死」之類的說法，傳承危機已到了關鍵時刻。

跨科際及跨文化之類的堂皇口號在香港已叫得太多，在各自範疇精耕

細作，方是長遠之計。自古以來，叢書在文化知識保存方面貢獻重大，今

傳古籍很多是靠叢書而流傳至今。今時今日，科技雖然發達，但香港文化

要流傳下去，著書立說仍是必然條件之一。文章千古事，編輯這套叢書，

意義正正在此。本叢書重點發展香港文化及相關課題，目的在於提供一個

平台，讓不同年代的學者出版有關香港文化的研究專著，藉此彰顯香港文

化的活力，並提高讀者對香港文化的興趣。近年本土題材漸受重視，不同

城市都有自己文化地域特色的叢書系列，坊間以香港為專題的作品不少，

當中又以歷史掌故為多。「文化香港」系列希望能在此基礎上，輔以認真

的專題研究，就香港文化作多層次和多向度的論述。單單瞄準學院或未能

顧及本地社會的需要，因此本叢書並不只重純學術研究。就像香港文化本

身多元並濟一樣，本叢書尊重作者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旨趣，香港故事眾聲

齊說，重點在於將「香港」變成可以討論的程式。

有機會參與編輯這套叢書，是我個人的榮幸，而要出版這套叢書，必

須具備逆流而上的魄力。我感激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特別是副總

編輯黎耀強先生，對香港文化的尊重和欣賞。我也感激作者們對本叢書的

信任，要在教研及繁瑣得近乎荒謬的行政工作之外，花時間費心力出版可

能被視作「不務正業」的中文著作，委實並不容易。我深深感到我那幾代

香港人其實十分幸運，在與香港文化一起走過的日子，曾經擁抱過希望。

要讓新一代香港人再看見希望，其中一項實實在在的工程，是要認真的對

待香港研究。

朱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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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序

吳國坤的這本電影文集，內容豐富，代表了他多年來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的過程中，他曾數次和我討論他在世界各地的檔案館找到的珍貴資

料，不僅是珍貴難尋的舊片，更包括各種中英文史料，可見作一個電影史

的研究者所花的功夫，甚至比文學史更多。我和國坤交往多年，亦師亦

友，也見證了他在學術上的心路歷程，一路走來十分辛苦。他早在香港

讀書的年代，就受到鄭樹森教授的指導，後來留學美國，先在西雅圖的

華盛頓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後來又轉到哈佛隨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得到

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研究李劼人的歷史小說，後來把論文改寫成書，

又花了數年功夫增補資料和分析的理論框架，並多次到李劼人的故鄉成都

發掘新的資料，最終改名為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rill, 2015)，出版後

得到西方學界的好評。在這個漫長的改寫過程中，他從來沒有氣餒，永遠

保持了他的樂觀心態，經過了各種挫折，終於成書。然而國坤並不以此為

榮。一方面他繼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並發表了數篇極有份量的論文，另

一方面，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研究香港電影史，如今早已成為這個領域

的專家。我為他高興，因為他終於找到了自己最喜歡研究的題目：香港電

影的歷史和文化。最近幾年，他的電影論文一篇篇在中外雜誌發表，他幾

乎每篇都複印給我看，我讀後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為此書寫序，對我有相當的難度，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所知有

限。瀏覽了書中各篇文章之後，感覺此書雖然以電影審查為出發點，然而

內容絕不只此，甚至超越了這個範疇 。作者在導論中說：

審查本身是一個弔詭的現象，它既是外在政治力量或倫理壓力對

文化創作的鉗制，也是被創作者所挪用的「潛在」寫作手段。若

我們單純地將「審查」看作是極權政府對創作個體的壓抑，或是

為了避免意識形態的禁忌而對文化作品本身的刪減與修改，那必

然會忽略審查的另一個積極的面向，即創作者以一種「背叛」的

形式來完成書寫。這種「背叛」不僅是對作者書寫初衷的背離，

同時也是對外在強加的國家審查力量的「微妙顛覆」（subtle sub-
version）。

這幾句話可圈可點，頗資玩味。一般研究者只注重審查政策的政治

壓力，國坤關心的反而是探討在各種壓力下的應對策略，所謂「背叛書

寫」指的不僅僅是顛覆和反抗，而是更上一層樓，從電影的藝術和傳統中

找尋新的出路，甚至展現異彩。這是一種開創性和開放式的看法，我從

這些文章得到的結論是：「禁忌」愈多、壓抑愈深，愈能刺激電影從業者

（特別是導演和編劇）的創造力，這才是「以影犯禁」的真正意義。本書

第一部分討論民國時代的電影檢查政策，國民黨政府跟隨五四的風氣反對

迷信，一度要取締神怪片；為了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國語，所以又要取

締方言，使得粵語片一度遭殃，然而這些審查策略並不成功，反而促使香

港的從業者的「反策略」，從傳統中「借屍還魂」，拍出大量的鬼怪片，

變成一種香港電影的「次文類」，而粵語片也沒有式微，反而大行其道，

甚至把五四的名著如巴金的《家》，改編成粵語片，我個人認為反而拍得

比國語片更好。眾所周知，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並沒有在國民黨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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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屈服，反而拍出《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烏鴉與麻雀》等經

典作品，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種史詩型的名片，既賣座又感人。這

些例子，國坤在書中皆有詳細分析討論，他特別提到費穆的名作《小城之

春》，似乎也觸犯了「禁區」，其實費穆早已衝破倫理的禁忌，將影片轉

化成一種頹廢美學。

國坤最關心的當然是香港電影和它的前世今生。本書的第二和第三

部分的文章大多圍繞着這個主題，港英當局的審查制度以及當年的冷戰背

景只不過提供了一個歷史框架，國坤從中挖掘出香港電影的各種特色，例

如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所討論的諜戰、神仙鬼怪、壓抑和愛慾，都是一般

學者不大關心的冷門題目。我認為國坤的研究視野很廣，別人（包括我自

己）沒有注意的現象他都看到了，因此這些文章也擴展了香港電影研究者

的視野。對我個人啟發最多的是第三部分的四篇論文，內容份量不輕，不

但討論香港電影史上的兩家大公司（中聯和國泰／電懋）的出品，而且涉

及現代作家（張愛玲）和一位西方名導演：安東尼奧尼。我看過他備受爭

論的紀錄片《中國》，幾乎華人觀眾人人伐之，批評這位義大利導演「洋

人看中國」必然帶有污衊，很少人注意到這位導演的新現實主義的美學，

國坤認為此片展現了這位「電影人在呈現藝術和真實時的慾望與困境」，

值得仔細推敲。

總而言之，本書的文章雖以香港電影為主，但牽涉的題目包羅萬象，

充分展示了國坤多年來所下的功夫。他自承對於當今學院盛行的文化研

究 —「大多偏重西方理論和文本的局部分析」— 不大苟同，而想「用

電影研究來回應歷史」，從大量的電影資料中「探究其隱藏的政治、道德

和歷史的潛文本」，我在此舉雙手贊成。

是為序。

李歐梵

2021 年 3 月 3 日於九龍塘

致謝

本書初稿於 2020 年 4 月間完成，距離當年龍剛編導的《昨天今天明

天》（1970）恰恰有半個世紀。電影原本叫作《瘟疫》，故事受到法國存

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同名小說的啟發，講述香港爆發了

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在傳染力極高的病毒面前，社會各階層無一倖免，

富人紛紛走避，窮人叫苦連天，現存生活秩序面臨崩潰。但由於當時香港

的本土環境以及國際間的政治形勢頗為險峻，烽火連天，原本有兩小時長

的影片要「大刀闊斧」地刪減到七十二分鐘，更被要求更換片名，才最終

得以上映。

《昨天今天明天》（Yesterday, Today, Tomorrow）其實是另一部 1963
年意大利電影的中文片名翻譯，由「意大利永遠的女神」蘇菲亞．羅蘭

（Sophia Loren）飾演三位不同的女性及其三段愛彌留的經歷，跟龍剛電

影中的香港瘟疫危機，可謂風馬牛不相及。而電影的命名，實為一種假借

的藝術，言不由衷，創作人自是要借用某種名義來寄託人和事，「假之而

生」，大有深意，何嘗不是香港電影的修辭策略和多年以來的生存之道，

以其作為「寓言」的方法來回應歷史與社會的變遷？當社會上言語都要經

過審視和包裝以符合現實的需求，香港電影作為寓言，言在此而意在彼，

偏愛怪力亂神，風格可以是詭譎多變，充滿謬悠之說，卮酒相歡之言，有

時漫不經意，有時支離破碎，反而顛覆了敘事的框架邊界，釋放多重寓

意，層出不窮。

五十年後重提《昨天今天明天》，並非要重彈什麼輪迴宿命的舊調。

昨日之是，今日之非，歷史既不會簡單地重複。從前、現在、過去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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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來。在《大話西遊仙履奇緣》（1995）中，夕陽武士和愛人在城牆上相

擁並決定留下來，城牆下悟空決意孤身離群，走向空空的黃沙大漠。兩個

平行時空，城內城外，面對命運的不可逆轉，悟空能不能走出過去這個傾

頹世界的陰霾，追求自我救贖，還是無法抵擋未來一場又一場不可抗拒的

風暴？香港電影最能承載穿越時空的幻想，囈語呢喃，思索前世今生，甚

而「超閱」未來。像悟空的瀟灑徐行，相忘於江湖，一路走來，也無風雨

也無晴，誰怕。失之，得之。「昨天今天明天」於是成為一代又一代香港

電影人的宿命與快感。

承蒙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的大力支持和

耐心等待，此書才得以出版。書中部分的篇章修改自筆者早期發表過的文

章。〈薛覺先與粵語電影的方言／聲音政治〉一文曾以〈永續《白金龍》：

薛覺先與早期粵語電影的方言及聲音政治〉為題，發表於 2019 年第 7 期

的《北京電影學院學報》（頁 24－32）；〈「中聯」的使命與迷思〉一文曾

以〈戰後香港粵語片的左翼烏托邦：以中聯改編文學名著為例〉為題，發

表於 2016 年第 7 期的《當代電影》（頁 94－100）；〈國泰／電懋的都市喜

劇〉一篇曾以〈語言、地域、地緣政治：試論五、六十年代國泰／電懋的

都市喜劇〉為名，刊登於 2009 年第 140 期的《電影欣賞學刊》（頁 96－

112〉；〈粵語、國語電影中的鬼魅人間〉的一篇則曾以〈冷戰文化與香港

中國鬼魅寓言〉為題，收錄於黃淑嫻主編的《香港．1960 年代》（台北：

文訊雜誌社，2020，頁 121－148)。

本書部分研究經費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基金

資助，特此銘謝。在後期的寫作過程中，又得到雷競旋的積極鼓勵，筆者

非常感激。過去十多年跟黃愛玲的交流、切磋也滲透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

中，有心的讀者或許會聽到該書的戲外餘音。筆者在華語電影的研究上，

得到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朋友郭靜寧、陳彩玉和吳君玉熱誠的協助，而在不

同場合中能跟蒲鋒、何思穎、舒琪和羅卡等資深電影研究者們討教，彌補

了本書許多在文字之外的歷史脈絡與電影人、事的光影記憶，這皆讓本人

在學術的路上獲益匪淺。在教研工作吃重的學院生涯中，此書在不同時期

得力於幾位研究助理的幫忙協助，王駿傑、梁慧詩、金卓爾、張亦元皆有

不少的付出。而徐雨霽出力尤多，有賴她的縝密心思和整理補足文稿的功

夫，還有蘇嘉苑創意的封面設計，這才有幸得以成書，在此深表謝忱。

鄭樹森老師和李歐梵老師一直身體力行，念茲在茲地在中文報刊和書

籍的「公共空間」裏筆耕不輟，在理性的層次上能夠强調文化和歷史感性

經驗，早已超越學院派的象牙塔，惠澤後進，學生謹以此書答謝兩位恩師

多年以來的啟蒙和教誨。

在此書最後成稿之時，紫若、紫嫣在家學習，爸爸在家工作。我們

仨以外，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迦慧仍要外出工作，緊守社會崗位。記之

2020 年，天荒地變，愛在瘟疫蔓延時。昨天、今天、過去了。明天，還

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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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1	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

傳序》的開首，引用戰國時代法家韓非子所言，指出儒生和俠客在先秦社

會結構中，都處於政權的邊緣地位。而韓非子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

生以筆桿子宣揚仁義學說，利用文章擾亂法紀的合法性；俠者以武力為手

段，悍然違犯禁令，損害當政者的權威。儒與俠本為春秋戰國社會秩序崩

壞以後催生的遊離階層，其人或尚文或重武，希望伸張正義，匡扶社稷。

但在法家統治者的眼中，他們都是以「非法」手段企圖侵犯當政者專權統

治的反對派。但自西漢選擇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後，儒法合一，儒

生進入了道統的主流和核心，逐漸建立起以儒學價值為中心的正統社會；

而俠士依然遊離於國家的制度法律之外。在任何時代，遊俠及其身處的江

湖世界，往往成為人民大眾一種理想國的投射，藉以超越現有的政治規範

和生活方式，而遊俠的獨立不羈在不同程度上又挑戰了政府的威信。在

《史記》以及後來的中國小說文本中，俠客匡扶社會正義的理想，往往是

以平民為主體的。對於正統的儒生而言，其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武俠世界，

反過來成為寄託了他們改良現存政治世界的、一個充滿歧義的寓言。

1  韓非子著、邵增樺註譯：《韓非子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9。

（一）審查（Censorship）的誕生：一種文化運作的機制

在中國政治社會秩序中，統治者面對文武之道作出的種種「犯禁」所

為，以至使用法律制度對之進行道德的約束和政治的懲戒。這方面我們未

嘗不可在更廣義的現代國家的文化制約上，作出更針對性的解讀：歷代

政權對傳統通俗文學的查禁，以及當代政府對電影控制而產生的審查制

度— 這些都是要以「刑法」來嚴加防範— 因為通俗文化和文藝作品

可能會蠱惑人心，甚至逾越政治界線，以致造成「犯禁」的危機。在本質

上，這兩者與古代統治政權對文武之道的控制是同出一轍。故此，許多帝

制時期的統治者將「學者和學術視為政府的附庸」。2

文學藝術作品既然屬於文化意識形態範疇，當其一旦與官方意識形態

發生衝突，政府便會行使權力管理，制約文學藝術活動。中國歷代地方政

府對戲曲演出的查禁，或者對戲曲小說文本的銷毀，亦或者通過行政法令

禁制某些書籍文本的刊印、流通和閱讀，以至銷毀已刊印的違禁書籍，使

其消失在大眾的文化記憶裏— 這些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文化手段，在中

國歷朝代中，是當政者的「文化政策」和「文化霸權」的具體表現方式之

一，從無間斷。換言之，對於書籍或知識流通的政治審查在中國並非是新

鮮的概念與現象。自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北周武帝禁佛教道教，清

朝的「文字獄」與對淫穢書籍的控制，乃至國民黨政府對於現代進步作家

（如魯迅、郭沫若、蔣光慈、茅盾等）的書籍禁令，都可以看作是通過審

查以達到增強政權的合法性的手段。3	然而，「審查」一詞在當代中國社會

的語境中過於政治化，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和過度的道德性。作為一

2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6. 

3  Wenxian Zhang, “Fire and blood: Censorship of book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view, vol. 22, no.1 (March 1990), pp.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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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禁忌」詞彙，中國（大陸）民間在使用該詞的時候總是過分地小心翼

翼，以免與政府的「監督」職責發生潛在衝突。尤其是在中國官方的統治

口徑裏，「禁書」（banned	literature	/	books）一詞往往指涉甚至來代替
政府的「審查」操作— 這提醒着讀者，「禁書」之所以會被審查，是因

為這本書內容本身是錯誤的，是不該／值得被閱讀的「禁區」。4

在前現代中國，當封建皇朝對維護社會良好的秩序和國家合法性的

必要倍感焦慮的時候，對於書籍生產和流動的意識形態干預就變得極為積

極（例如《大明律》中認定，販賣、收藏亦或者是編撰「妖書」來「蠱惑

人心」，其罪名的嚴重程度是僅次於「圖謀叛國」與「意圖造反」）。因

為那些流散在正學之外的書籍所傳達的「異端」思想，可以轉化為反動的

政治資源，來挑戰和質疑統治階層的權威。5	從中國出版史的角度來看，

自宋朝開始，政府對書籍傳播和印刷的監控逐漸形成一個穩固且成熟的體

系。除了與先前的朝代一樣，對讖緯、陰陽、天文之書保持警惕之外，宋

朝的統治者不僅下令禁止私印書籍，防止境內涉密、涉邊文獻外流，另一

方面創立了書稿審查制度和呈繳本制度，從源頭控制書本流通。6

作為通俗文化的戲曲和小說，雖然一直處於儒家正統文化的邊緣，但

因其有廣大的讀者群、聽眾群和觀眾群，統治階級就更為關注這些通俗娛

樂的社會教化功能。7	因為在儒家的文藝觀裏，審美與情感旨在「寓教」，

4  Zaixi Tan, “Censorship i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o-
helicon, vol. 42, no.1 (2015), pp. 313-314.

5  Timothy 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14, 116.

6  蔣永福、趙瑩：〈以禁書求秩序：中國古代對民間文獻活動的控制史論（上）〉，《圖書館理論
與實踐》，第 11 期（2015），頁 40－42。

7  對於戲曲話本的審查和禁令，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作為少數民族的統治王朝，元朝皇帝不僅
面臨着如何建構一個統一的文化認同身份，也面對着如何掩蓋和抹殺漢民族的中原文化與草原
文化的鴻溝。當時，元朝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和歧視原則，實行「四等人制」。仕途無望的漢
族知識分子只能將自己的憂憤不滿抒發於民間戲曲和話本小說之中，隱射時政，痛罵君主。這
使得元朝對戲文詞曲的打壓頗為嚴苛和敏感。蔣永福、趙瑩：〈以禁書求秩序：中國古代對民
間文獻活動的控制史論（下）〉，《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12 期（2015），頁 18－19。

是具有極強社會功利性的。因此，隨着戲曲小說在平民裏得以進一步的普

及，其所承擔的政治教化的任務也日益明顯。例如，朱元璋對於高則誠的

《琵琶記》極為肯定，因為這齣戲宣揚了「子孝妻賢」的家庭美德。在清

帝國時期，戲曲小說業已成為傳播政治倫理和社會道德的最佳文化工具。

如清朝的康熙帝，在其晚年令人編纂《御定曲譜》，其目的便在於「闡揚

風華，開導愚蒙」。8	一旦戲曲小說偏離正統的教化思想或意識形態，就可

能觸動執政者的神經，繼而厲行懲戒手段。例如，且不論乾隆年間因「偽

孫家淦疏稿」（1751 年）在民間流傳（該奏稿控訴了乾隆皇帝失德）而引
發了「文字獄」案件的頂峰，清朝對戲曲話本的嚴禁與控制更是直接寫入

了法律條文之中的。康熙五十三年，清聖祖認為，淫詞小說是害風俗人心

的罪魁禍首。《大清律例》規定，凡是販賣刻印淫詞小說，其罪行與「造

妖書妖言」相等。隨後，《水滸傳》、《牡丹亭》、《西廂記》、《金瓶梅》、

《綠牡丹》、《子不語》、《四聲猿》、《英烈傳》、《五色石傳奇》等一系列

傳奇演義和小說戲文，因政治問題亦或有傷風化或是有敗壞人心之嫌，皆

遭禁毀。9	與此同時，乾隆年間，朝廷機構除了對一些有礙統治的劇本實

施禁演之外，還會對部分戲文劇本（往往是歷史題材）進行抽改刪減，以

避免對前朝和異域的文學想像殘留民間，危害統治。10	傳統地方政府對戲

曲小說以行政手段進行查禁、銷毀，用現代述語來說，即是直接參與通俗

文學和大眾娛樂的「文化管理」（cultural	management）。實際上，正
統文人對於淫詞艷曲、民間傳奇和野史小說禁毀的態度，可以說是附和最

高統治階級的文化政策。在儒家的治國觀念中，執政者要對其統治下的百

姓的正確行為、話語和思想負責。這意味着文化審查和監控在儒家眼中是

8  作為一個道德倫理的概念，「教化」指的是歷代統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社會規範和道理規誡的
文化體系，目的在於引導普通民眾以既定的倫理道理來處理人際關係和社會事務。趙維國：《教
化與懲戒：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禁毀問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4－27。

9  陳正宏、談蓓芳：《中國禁書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 236－241。

10  平夫、黎之編著：《中國古代的禁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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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職責之一，從未受到質疑。11

電影自二十世紀初發明以後，瞬間成為最普及的大眾娛樂和藝術形

式。而在現代社會聲光化電催生下的電影「奇觀」（spectacle）和引人入
勝的「大眾故事模式」（public	 storytelling），一直成為政府文化管理與
監控的對象，尤其當其牽涉意識形態宣傳的部分。當政者希望通過有關的

審查制度，對電影進行查禁或修改（刪剪），以免歪離甚至損害執政者的

政治利益和國家的民族認同。中國對電影的審查最早源於民間地方性組織

自發的倡議。1911年 6月，上海「自治公所」頒佈了《取締影戲場條例》，
規定了電影場所需領執照、男女分座以及禁映淫穢影片等要求。12	在北洋政

府時期，江蘇省教育會在上海設立的電影審查委員會（1923年成立，次年
成立劇本審查委員會），開啟了對中國電影真正意義上的審查。其審查的

標準在於強調影片是否會對社會和教育有所裨益，而非影片的藝術水平。13	

到了 1930 年代之後，國民黨文宣部門（1931 年，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和內
政部聯合創立了電影檢查委員會）開始厲行電影審查措施，仗賴儒教和新

生活運動，以科學主義掃除「封建」和迷信之名，行黨國專政之實。14儘管

民國和新中國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不同，但對電影和平民文化管理的態度其

實遙相呼應— 對具有廣泛大眾影響力的電影，國家必須肩負使之淨化

11  由安平秋和章培恆所編撰的《中國禁書大觀》，對歷朝歷代的禁書目錄進行了總匯，參見安平
秋、章培恆編：《中國禁書大觀》（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頁 146－591。

12  尹興：〈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的起源（1911－1930 年）〉（碩士論文：西南大學，2006），頁 6。

13  鍾瑾：〈迷失在權力的漩渦：民國電影檢查研究〉（博士論文：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
2010），頁 14－18；王瑞光：〈中國早期電影審查探析（1912－1928）〉，《電影評介》，第 11 期，

（2017），頁 27。

14  蕭知緯（Xiao Zhiwei）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對電影的審查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打壓
方言電影，尤其是粵語片，以實現統一的語言／身份認同；第二，禁絕武俠神怪內容出現在銀
幕，呼應反迷信運動，維護中國現代化建設；第三，清除電影中的情色、肉慾的鏡頭，以提倡
健美的身體審美、健康的性道德觀乃至維持傳統價值的取向。Zhiwei Xiao,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 Film Censorship and the Issues of Cantonese Dialect, Superstition, 
and Sex in the Nanjing Decade,” in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ed. 
Yingjin Zha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3-199.

甚至提升其教化意味的任務，不容有失。15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文化審查

的對象從古代的淫詞艷曲到今天的視覺影像，其本身與歷史文化的「進

步」是相互交融的。雖然審查對個體的創作自由度和藝術表達有一定的限

制，但是對於社會正統文化的匡正和提升，亦有着不可磨滅的作用。

（二）審查的悖論：「背叛」的書寫與「缺失」的存在

從西方詞源學的角度來看，「審查」（censorship）一詞與羅馬共和時
期的監察官（Censor）制度息息相關。法國啟蒙主義學者商．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曾指出，羅馬監察官的職責是包括了對公共道德
的監督，這就構成了今天英文中「censorship」即「禁制檢查」一詞的由來。16	

邁克爾．霍爾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則認為，羅馬監察官是具有雙
重身份的：他們既負責檢查羅馬公民的稅收財政，也要去監管羅馬社群的

社會道德，即他們決定了誰在政治意義和社會文化的層面上有資格成為羅

馬人。故此，對於「審查」而言，它所要去禁止打壓「他者」（the	Other）
的權威是無法與它所要建構「自我」（the	Self）身份群體的需求相割裂的。17

值得注意的是，審查本身是一個弔詭的現象，它既是外在政治力量或

倫理壓力對文化創作的鉗制，也是被創作者所挪用的「潛在」寫作手段。

若我們單純地將「審查」看作是極權政府對創作個體的壓抑，或是為了避

15  西方學者指出，雖然審查的機制總是隱蔽的，這與大張旗鼓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有所
區別。但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只生產了如《紅星閃閃》、

《渡江偵察記》、《南征北戰》等少量的政治電影。這些電影既是中國政府經由審查的產物和意
識形態宣傳的樣板，同時也是當時中國民眾（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鎮）生活娛樂（entertain-
ment）的主要來源。Veronica Ma,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Adapting to the Modern 
Ag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7, no. 2 (Winter 2016), pp. 46-47.

16  盧梭著、苑舉正譯註：《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台北：聯經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8），頁 335。

17  Michael Holquist, “Corrupt Originals: The Paradox of Censorship,” PMLA, vol. 109, no.1 
(January 1994),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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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意識形態的禁忌而對文化作品本身的刪減與修改，那必然會忽略審查

的另一個積極的面向，即創作者以一種「背叛」的形式來完成書寫。這

種「背叛」不僅是對作者書寫初衷的背離，同時也是對外在強加的國家審

查力量的「微妙顛覆」（subtle	subversion）。「審查不僅僅只是謊言的支
配……它還創造了一個準現實（parareaity）。審查不局限在禁止亦或刪
減部分章節段落，它要求神話、主題以及其他的創造以便它投射到現實之

中（正如電影被投放在銀幕之上）」。18	在意識形態的壓抑之下，作者試圖

遮蓋的東西，或者以曲折委婉的方式來避免禁忌的行為，暴露出了意識形

態／現實與作品／想像之間的「缺口」。

如果說「審查」的存在指涉了一種被壓抑的創作「缺失」，那麼，那

些遭受政治「閹割」的作品則「抹殺」了絕對的作者權威，成為了「漂

泊」的、「流亡」的自由文本。「審查制度說明了文本正當性權威的喪失，

既沒有上帝的合法性權威，也沒有權威人士的合法性賦予，它使得文本對

自身的影響保持開放，並使得閱讀保留了更改文本的權利。」19	1915 年，
時任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主任的魯迅制定了《審核小說之標準》，從寓

教和社會道德的角度出發，試圖規範民國初期小說的寫作和出版，以及引

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去接受健康的文學作品。隨後，由高劍華創辦

於 1914 年的女性雜誌《眉語》因其裸女插圖和對情愛私密關係的書寫，
被斥為「猥褻」，有害社會道德，最終遭禁。1931 年，魯迅回憶起該雜誌
遭到禁止的境況，卻誤認為《眉語》雜誌與「鴛鴦蝴蝶派」文學有着密切

關係，直到《新青年》進步雜誌的出現，才消除了它在社會的影響。魯迅

這一「回憶」使得中國大陸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不僅延續了他對該雜誌乃

至「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看法，並且他們認為，魯迅參與對該雜誌的封禁，

18  轉引自 Cristina Vatulescu, Police Aesthetics: Literature, Film, and the Secret Police in Soviet 
Tim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5.

19  Vatulescu, Police Aesthetics, p. 68.

恰恰也說明了魯迅自己對繾綣香艷文學的風格題材和道德價值的不屑和打

擊。然而，魯迅對《眉語》的「閱讀」／「審查」使得該雜誌的研究被錯

誤地歸納入鴛鴦蝴蝶式文學的範疇中。事實上，《眉語》並不是以商業市

場為導向的大眾雜誌，將它視為與文化保守主義的「鴛鴦蝴蝶派」相同的

出版物也頗失公允。無論是對女性裸體的大膽展露亦或者是對兩性情慾的

公開表達，《眉語》對道德禁忌的反叛，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相呼應

的，甚至，它對革命群體的謹慎與割裂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聯繫，亦是一種

挑戰。20	這樣看來，文學「審查」亦是一種具有塑造文本風格和類型的「閱

讀」— 審查者不僅僅只是一個被動接受的、單向度的讀者（the	 reader	
as	real），更是一個隱含的、創造性「作者」（creative	author）。

近年來，建立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discourse）
理論和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場域」（field）概念上的「新審查
理論」（New	Censorship	Theory），揭示出「審查」本身在文化管制層
面上的複雜性。該理論誕生於馬克思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言論自由的觀念

反駁，即認為純粹自由的語言交流和文學書寫是一種假象。它提醒着讀

者，在許多情況下，「審查」不只是脅迫的（coercive）監控，而是具有
生產性的力量（productive	 force），可以「創造新的話語模式，交流方
式以及言說類型」。更為關鍵的是，「審查」是無孔不入的日常現象—

往往是信息交流傳播的一部分— 國家或權威機構並非是唯一的審查

者。文化語言、書寫語法乃至非人格化的言論規範，都烙印着「審查」的

痕跡。21	西方學者貝婭特．穆勒（Beate	Müller）因此重新審視了審查與
經典（canon）形成之間的關係：經典意味着文化選擇和穩定化，而文化

20  Liying Sun and Michel Hockx, “Dangerous Fiction and Obscene Images: Textual-Visual 
Interplay in the Banned Magazine Meiyu and Lu Xun’s Role as Censor,” 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vol.16, no.1 (2019), pp. 40-57.

21  Matthew Bunn, “Reimagining Repression: New Censorship Theory and After,”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4, no. 1 (February 2015), pp.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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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本身指涉了「排除」（exclusion）— 換而言之，審查和經典化兩者

都在於篩選什麼作品值得被納入社會文化體系，得以傳播、接受和記憶。

「通過提供衡量文化產品的標準，經典可以成為審查員的武器」。22	藉由新

審查理論，我們重返內地與香港電影文化史：那些遭遇政治審查的，亦或

是因審查而改變創作表現模式和宣傳話語的電影作品，是如何與既定的審

美範式、政治立場、民族利益和語言文化進行對抗、妥協和融合的？

（三）本書結構

《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一書的研究

理念，可以上溯中國政治傳統中對大眾藝術和通俗文化的制約手段，而以

電影個案形式，輔以當代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討論電影作為普及的藝術

創作，電影作者如何直面電影的政治及社會功能，又怎樣面向觀眾。換言

之，筆者試圖探討的是，電影審查本身是如何成為一個等待解讀的文學

文本（literary	 text）和歷史語境（historical	 context），以展示創作者
個體和國家政府，是如何利用創作、閱讀、觀看等文化經驗，來實現政治

的博弈、反抗亦或者是共謀。在這個過程中，本書也會力求探討電影「審

查」是如何與文學翻譯、文化改編、政治背叛、歷史禁忌等議題相互糾

纏。本書另一半的章節，將涉及英治時代香港的政治審查和殖民文化政

策，而研究方法則結合檔案資料的梳理，將電影文本與歷史文化脈絡化，

採用綜合分析方法，回答當代歷史、政治和電影美學的問題。在過去的幾

年間，筆者走訪了香港歷史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倫敦國家檔案館和新加

坡國家檔案館，以檔案文獻為基礎，將可見的電影文本與隱藏的社會背景

22  Beate Müller,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Mapping the Territory,” in Censor-
ship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in the Modern Age, ed. Beate Müller (Amsterdam: Rodopi B. V., 
2004), pp. 12-13.

和政治禁忌重新連結起來。當代政治對電影的審查可以被看成為一種文化

壓抑（cultural	 repression），但同時亦能促使作家和藝術工作者在有限
的表達空間裏發揮無限的創意，尋找另類的批判性空間。在道德教化的框

架下，發揮電影作品娛情或怨刺的社會功能。「俠」從來具有反體制與霸

權的特性，而存活在體制外以至社會邊緣的電影文人，在面對不同時段的

現實政治處境，以攝影機代替筆桿子，或作為尚方寶劍，以影犯禁，造出

顛覆和驚喜，以電影來推動社會和歷史的發展。

本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子不語：民國電影的聲色政治」的背景

設置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自 1928 年後，國民黨開始掌控全中國政權，
隨後迅速建立了嚴整的電影檢查制度，試圖加強對電影業的控制。除了戮

力打擊風行一時的武俠神怪片和嚴厲查禁香豔肉感、「淫穢」的美國好萊

塢影片之外，還企圖全面禁止當時在華南地區（廣東和香港）大盛的粵語

片的拍攝。國民政府認為，這些流行的粵語電影是在推動粵語方言文化，

着實有礙國家在地方實踐「國語」的普及化以至國族身份的認同建設。

〈薛覺先與粵語電影的方言／聲音政治〉一篇，縷述民初時期薛覺先與粵

語／方言電影的「聲音政治」（politics	 of	 sound）。本篇分析《白金龍》
（1933）— 作為歷史記載中第一部有聲粵語片，又是一部「西裝粵劇電

影」— 和薛覺先早期電影的嘗試，以重構早期粵語電影的歷史拼圖，

並對電影中的方言和地方音樂如何引發電影美學和道德的爭議，又如何牽

涉國家認同與政治範疇等內容進行討論。本身是粵劇名伶又是「文化事業

家」（cultural	 entrepreneur）的薛覺先，勇於探索跨媒體表演。在重拍
《續白金龍》（1937）時，挑戰國民政府對粵語電影所實行的限制，嘗試在
國家的政治取向與商業和藝術的利益之間追求平衡。薛覺先的舉措涉及地

方、國家及跨國三個層面的文化政治，但其人事蹟卻是在粵語電影文化史

和中國電影史上遺失的一個重要章節。

〈左翼通俗劇的創傷記憶〉一篇，分析上海左翼電影人如何通過吸收

好萊塢「通俗劇」（melodrama）的流行元素，同時又結合傳統中國戲
曲和傳奇的女性敘事模式。以蔡楚生、鄭君里執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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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為例，闡明當時的左翼電影製作人如何藉着家庭倫理、兒女私情
作包裝，以感性和煽情的電影敘事，追述一代人在「八年離亂」和抗日戰

爭時期的「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作為一部四十年代的中國
國產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可算空前賣座，據說當時有五分之一的上海

人看過這部電影。而導演蔡楚生從不諱言，成功的電影必先在意識形態

與藝術和娛樂價值之間取得妥協。《一江春水向東流》固然深受 1939 年
好萊塢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啟發，從女性角度織
繪中國式的「通俗史詩」（popular	 epic），足證民國時期，在廣大的華
語觀眾群中，歐美等西方電影和國產影片有着錯綜複雜的文化交流。事實

上，電影創作以至觀影經驗既是「跨地方」（translocal），又是「跨國家」
（transnational）。一直以來，國民政府對左翼電影的思潮處處防範。《一
江春水向東流》迂迴地以通俗劇作商業招徠，為左翼的批判現實主義和教

化民眾的意識形態「穿上美味的糖衣」（蔡楚生語），使電影同時發揮「怨

刺」與「娛情」的文藝功能，這不啻是左翼電影一次「儒以文亂法」的極

致演繹。

〈費穆電影的回憶與再造〉則探討費穆 1948 年的電影《小城之春》的
回憶與再造，以及它在中國電影史上如何走入「經典化」的過程。該電

影的歷史沉浮顯示出中國電影美學和道德的禁忌，以及在英殖時代的香

港，如何為非革命的中國電影提供批評空間所發揮出的地緣政治作用。在

當今的電影美學裏，《小城之春》為中國評論界和學者奉為圭臬，而在早

期共產主義的中國，費穆的作品早已被內地的觀眾所遺忘。又因為該電

影故事講述了一位已婚婦人的曖昧三角戀關係，電影公映後甚至遭遇評

論的激烈攻擊，認為它是帶有資產階級的頹廢、病態和傷感主義，未能為

社會上青年男女指示正確的出路。故此，影片在新中國建政後瞬即在電影

史上消失。尤其是其超前時代的風格— 結合中國古典戲曲和現代電影

的敘事— 與五十年代以後革命中國的藝術審美可謂格格不入。與之相

對的是，早在七十年代，費穆的電影開始受到香港評論界的極大關注。黃

愛玲女士大膽確立費穆作為「詩人導演」和中國電影美學先行者的地位，

令《小城之春》成為另一部中國電影經典的傳奇。本篇關注《小城之春》

後續的戲劇化發展，尤其是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在 2002 年翻拍的《小
城之春》。二十一世紀初，在中國大陸，費穆的電影還是鮮為人知的。於

此，「重現經典」的意義已經超過純粹的美學文本的描摹或致敬— 而

是當田壯壯對當代中國電影創作所遭遇到的禁忌和規限之際— 而將前

輩電影作品的再創造變作其藝術宣言。1993 年，田壯壯拍攝以文革為題
材的《藍風箏》，因題材敏感而被禁拍片長達八年。重出江湖的他另闢幽

徑，翻新心目中大師的經典。本篇對兩個相隔半個世紀的電影作互文閱

讀，思考電影記憶的功能。田壯壯以電影創作來曲意針砭當下的政治規

範，直面龐雜的歷史時空，書法其中暗藏的叛逆心態。

第二部分「怪力亂神：香港電影的禁忌與圖謀」，時代背景從民國和

上海轉移到戰後香港百花齊放的華語影壇。在當時，香港電影成為政治禁

忌、情報中心、個人身份、藝術追求和文化力量角力的自由之地。二戰結

束後，電影工業在香港蓬勃發展，成為來自中國內地的南來影人、流亡文

化人及逃亡的資本家和資金的一個避風港。同時，香港也是共產黨和國民

黨的文化戰場的前線，電影更是扮演在思想領域鬥爭中的重要工具。在

〈香港電影的政治審查及影像販運〉一篇中，作者參閱解密的英國政府和

香港殖民政府的檔案材料，探討處於東西方冷戰期間的香港，在隱蔽的電

影審查制度下，電影如何成為想像「政治中國」的無限延伸，殖民者又如

何利用電檢制度設法遏止香港觀眾的「文化中國」視野、歷史覺醒及政治

參與。港英政府的電檢措施，矛頭指向中國大陸以至好萊塢電影。本篇研

究指向在冷戰陰影和特定地緣政治的干擾下，電影「審查」與「以影犯禁」

的暗地較量，造成了電影影像的越境「販運」（smuggling）。當中包含意
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成分，更成為了當時秘而不宣的「全球化」文化交流與

思想的交戰。

港英政府對電檢的執行，目的是避免捲入冷戰中的大國政治，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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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殖民地經濟，最終導致香港電影趨向去歷史化、非政治化及商業化。

但在娛樂至上的大環境下，冷戰時期的香港電影反而得以接收、保存甚至

發揚早期中國電影怪力亂神的傳統和民間俗文化。因為這時期的殖民政府

主要是壓抑電影中不利統治的政治元素，對電影和大眾文化管理政策是採

取防範態度。這跟民國（及中共）政府視電影為移風易俗和輔助政教的教

育工具不同，中國政府要打壓宣傳迷信的電影，以免礙窒國家進步。第二

部分的其他文章將要探討神怪靈異的中國民間故事和人文傳統如何在香港

電影得以大行其道，其中雖然不無跟冷戰政治和道德民心偶有轇轕。

〈粵語、國語電影中的鬼魅人間〉探討兩齣改編自戲曲文學的電影作

品，分別是李晨風的《艷屍還魂記》（1956 年）和李翰祥的《倩女幽魂》
（1960 年）。前者該是首部根據湯顯祖（1550－1616）名著《牡丹亭》改
編的華語電影，後者的底本則來自蒲松齡（1640－1715）所編錄《聊齋
誌異》中的〈聶小倩〉。這兩部改編作品既表現了五十至六十年代全球

冷戰的政治景觀，亦提供了左、右兩大陣營於冷戰氣氛下，「再現中國」

（representing	China）時的文化身份政治。本篇研究香港的華語鬼片如
何作為混合的電影類型，既吸取了中國戲曲劇目的神話與巫術元素以及好

萊塢哥特式的恐怖片（Gothic	 horror）韻致，又融合了功夫動作、情慾
和血腥的成分。在陰森又怪誕的「迷離時空」（twilight	 zone），電影充
斥着殭屍與驅魔人、吸血鬼與巫師、無頭皇后與飛頭女鬼。這些鬼魅女優

（phantom	heroine）的執著於返回人間，以尋求報復、伸張正義、重拾
凡人的愛情或人間的正道。

〈李碧華《青蛇》的前世今生〉一篇，則延續了香港流行小說和電影敢

於「回歸」中國怪異傳統及觸碰異端邪說的脈絡。以李碧華《青蛇》小說

（1986）和徐克的電影版本（1993）為例，兩者雖為後冷戰時代的作品，
但卻把明代馮夢龍（1574－1646）的故事加以肆意的重寫和改編。李碧華
以穿越劇的模式，將白素貞和青蛇帶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在強調科學和

掃除迷信的新國度裏，蛇精仍然擺脫不了愛慾輪迴和暴力的「永劫回歸」

（eternal	 return），不無諷喻之意。新中國成立後，繼續淨化國營電影，驅
走銀幕上的魑魅魍魎，以至一切靈異之物，並視他們為意識形態上的階級

敵人，為之貼上邪惡的標籤。鬼神妖怪也曾「花果飄零」，無處容身。故

此，被冷落的鬼魅與被壓抑的傳統，只得庇蔭和託身於戰後的香港電影。

第三部分「亂世浮華：表象與真實」，探究在社會緊張騷動和充滿政

治禁忌的年代，電影如何通過製造鏡花水月式的鏡像世界來扣問社會議

題，劇情片和紀綠片在處理動盪的政治事件時，又有何禁忌與圖謀。在

〈「中聯」的使命與迷思〉一篇中，嘗試以中聯電影公司（1952－1967）
的三部以改編自現代中國和西方文學經典的電影為研究對象（即《天長地

久》〔1955，改編自美國德萊瑟《嘉麗妹妺》〕、《春殘夢斷》〔1955，改
編俄國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和《寒夜》〔1955，改編巴金的同名
小說〕），探討早期粵語電影的跨文化改編現象，及承傳自五四以降的左

翼精英心態。中聯的電影理想實踐，主要體現在它在冷戰和殖民地香港環

境下的文化包容。在電影文化翻譯的過程中，粵語電影的「本土」關懷如

何與中國五四以至西方經典的敘事傳統和好萊塢的通俗故事成功融合，以

至跨越各自的界限？本篇檢視中聯電影如何在吸納中西方文化經典、調和

五四傳統的政治理想的同時，又包容民國以降「鴛鴦蝴蝶派」的通俗言情

小說，以男女私情透露家國人生困境。以類近「通俗劇」的電影敘事，凸

顯個人在情感和思想上遭受固有社會或歷史的制約下，變得孤獨無援。中

聯挪移並轉化中西文化資源，企圖提升粵語／方言電影的文化地位。在英

殖香港，中聯電影並非鼓吹激烈的政治訴求。從對殖民地局勢的含蓄批評

轉而尋求文化上的成就，堅持製作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之餘，它不忘走通

俗和平民化的路線，以切合本土粵語片觀眾的脾胃，啓迪民心。

〈國泰／電懋的都市喜劇〉與〈張愛玲看現代中國男女關係〉兩篇，

關注面移至在香港攝製及發行的國語片。隨着大批國內的影人南來，戰後

的國語電影經歷了在五十年代的左、右兩派的政治對抗，又要面對失去中

國大陸市場的困局。國語電影公司要與東南亞及海外市場謀求合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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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下拓展生存空間。在電檢與市場規限之下，

國語片製作者不可能要藝術為政治教化而服務。在冷戰的氛圍下，香港政

府對左、右派的意識形態宣傳一直步步為營。兩大生產國語片的電影公

司和對手— 邵氏和電懋— 其製作的香港國語片漸漸地從寓教於樂走

向純粹娛樂，繼而突出聲光化電下的現代都市景觀，強調戰後新生世代的

家庭和個人主義。〈國泰／電懋的都市喜劇〉研究電懋的《南北一家親》

（1962，導演王天林，編劇張愛玲）系列的都市喜劇，探索其「本土」的
視野和「都會文化」的願景之間的互動關係— 因為浪漫喜劇往往可以

視為迴避政治和嚴酷的社會現實的商業作品。〈張愛玲看現代中國男女關

係〉討論張愛玲的「都市浪漫喜劇」。受美國好萊塢「神經喜劇」的啟發，

張愛玲的喜劇審視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拜金文化和扭曲的人際關係，不無譏

諷之意，是「張學」中鮮為人留意的通俗電影類型。

本書的最後一篇繼續提出本研究的中心課題：冷戰政治對電影文化的

監控如何影響電影創作的美學和文化批判，以及電影作者的道德和藝術追

求？在〈安東尼奧尼的新現實主義與左翼政治誤讀〉此篇中，將資深的歐

洲電影大師米高安哲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紀
錄片《中國》作為解讀文本。安東尼奧尼以「人種誌式」（ethnographic）
的鏡頭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影像風格，嘗試呈現 1972 年間，
革命中的中國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這部紀錄片沒有刻意為中國政權歌

功頌德或帶任何教育意義，強調了平民在絕對化政治性的環境中，自然與

無意識的互動和姿態。這恰恰造成了與高度社會主義時期所追求的革命浪

漫主義的宣傳風格相衝突，故此該片在 1974 年被中國政府禁映。本篇試
圖探問在大國政治的禁忌下，電影人在呈現藝術和真實時的慾望與困境，

又是如何將政治施加的限制將之轉化為電影藝術的無限潛能。

本書的研究成果，結合檔案研究、歷史語境考察、人物分析、電影

文本和美學評價。跟當代在學院盛行的文化研究— 其大多偏重西方理

論和文本的局部分析— 不大苟同，本研究着重電影作品作為故事和想

像的美學文本，深入探究其隱藏的政治、道德和歷史的「潛文本」（sub-
text），將政治和電影審查置於廣袤的中國歷史脈絡之中。文化壓抑其實古
已有之，而與之並行不悖的文化創意與頡抗相輔相成，成為推動歷史改變

的力量。因此，相對於將電檢作為純粹的官方文化的箝制手段，本書反而

視之為電影製作人的驅動因素，通過相關的歷史個案研究，進而揭示電影

作者在政治、市場和藝術的規限下，如何為他們的電影尋找創造性和批判

性的空間。以電影研究來回應歷史，比較今昔，想像未來，有如已故龍剛

導演因為政治禁忌而被逼改名的電影《昨天今天明天》— 在今日看來別

具喻意— 站在昨天看今天，我們才知道如何又從今天的角度看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