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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客聶隱娘》 ：反傳奇與寓言性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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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執導的電影《 刺客聶隱娘》 將唐傳奇原作中的“ 異” 去掉，留下“ 怪” ，將之變成一

個嚴絲合縫的故事，使聶隱娘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感的女性的象徵，但這一改編卻失去了唐傳奇之為
傳奇以及侯孝賢以往作品中所具有的藝術與政治的寓言性及張力。 侯孝賢的困境，也某種程度突
顯了當下電影藝術探索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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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與怪：傳奇與反傳奇
2015 年上映的《 刺客聶隱娘》 ，是侯孝賢執導的最新一部影片，作品改編自唐傳奇，卻是一部徹

頭徹尾的反傳奇之作。

魯迅先生認為唐傳奇是唐人“ 有意為小說” ，有別於魏晉的志怪錄是懷著實錄的目的，從而賦

予了唐傳奇在中國小說史上獨特的地位，所以說唐傳奇“ 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 ，但“ 小說亦如詩，
至唐代而一變” 。 可是，唐傳奇仍帶有魏晉志怪小說的諸多特徵，從“ 傳奇” 一詞便可窺見一斑，那
麼“ 傳奇” 與“ 志怪” 這“ 一變” 如何區分？ 日本學者小南一郎提出一種有意思的解讀，他在《 唐代傳
奇小說論》 的序論中就指出唐傳奇“ 徵異話奇” ，但其所求的“ 異” （ 或“ 奇” ） 與志怪或靈怪的“ 怪”

是有所不同的：“ 異” 的含義所指範圍更廣，“ 除了鬼神以及超自然力引起的不可思議事件外” ，“ 稱
之為‘ 異’ 的事件，超越了世間的常識，並且也衝擊了常人的知識體系” 。① 因此，我們在唐傳奇《 聶
隱娘》 中可看到，除了刺客們的奇門遁甲，比如飛簷走壁、將匕首藏於腦中、用紙剪成毛驢、變成飛
蟲潛入人腸中等超自然力的“ 怪” 之外，更重要的是支撐整個故事的“ 異” 。 故事一開場：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 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

云：“ 問押衙乞取此女教。” 鋒大怒，叱尼。 尼曰：“ 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及夜，果
失隱娘所向。 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
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 教已成矣，子卻領取。” 尼欻亦不見。③
尼見了隱娘，為何悅之？ 如何偷去？ 五年後又為何送歸？ 尼是何人？ 整個故事全無交代，此為
“ 異” 。 “ 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 此人可與我為夫。’ 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 ③ 磨鏡少年是

63

何人？ 隱娘為何嫁之？ 後隱娘不願隨劉昌裔入覲，打算去“ 尋山水訪至人” ，又為何為其謀一差事，
自己獨自而去？ 此又“ 異” 。 “ 數年後，父卒。 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為左右吏” ，但其後，魏帥

令隱娘去取劉昌裔人頭的時候，隱娘卻輕易就主動轉投劉昌裔一邊，“ 願舍彼而就此” 。 此又“ 異” 。
末了，劉昌裔被招至朝中，隱娘卻不願跟從，待劉昌裔去世，隱娘趕至京師慟哭而去。 後來劉昌裔之

子臨死前再一次見到隱娘，隱娘給其藥丸一顆，告知速離此地，藥丸只能保其一年性命，劉子未聽，
一年後果喪命，“ 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 整個故事以“ 異” 始，以“ 異” 終。 “ 怪” ，只是錦上添花
的點綴。

但在侯孝賢的《 刺客聶隱娘》 中，唐傳奇這最重要的特色“ 異” 消失了———它給所有的人物和事

件都填充上前因後果，所保留的，只剩下“ 怪” 而已。

在電影中，支撐整個故事的是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矛盾糾葛，以及在魏博內廷中朝廷派和藩鎮派
之間的鬥爭。 當初從朝廷嫁至魏博的嘉誠公主，原定是讓聶隱娘長大後嫁給田季安，不意後來洺州
刺史帶萬人來投奔魏博，嘉誠公主為了庶出非嫡嗣的田季安接掌魏博考量，使其與前來投奔的元家
締親。 聶隱娘為此“ 闖入元家庭院，被護衛所傷，險些送了性命” ，嘉誠公主才托她的姐妹，道姑嘉
信公主將聶隱娘帶走。 道姑公主將其訓練成刺客以後，又命其回魏博刺殺已掌權的田季安。 聶隱
娘回到家後，即向田季安及父親表明來意，而此時魏博兩派的鬥爭正激烈，聶隱娘的舅舅田興是朝
廷派，因直言激怒田季安被貶去邊境臨清。 田季安的原配夫人元氏是藩鎮派，她一方面準備除去田
季安已懷有身孕的寵妾瑚姬，一方面準備在田興去臨清赴任的道上將其活埋。 聶隱娘的父親聶鋒
負責護送田興，途中被追殺，就在田興即將被活埋之際，幸遇一磨鏡少年，雖無甚武功卻路見不平拔
刀相助，可惜寡不敵眾，幸好聶隱娘及時趕到。 一行人繼續上路，元氏派出的刺客（ 或元氏） 與聶隱
娘交手，敗於聶隱娘，離開，聶隱娘亦受傷，被磨鏡少年發現並為之敷藥療傷。 送畢舅舅，聶隱娘回
到魏博，元氏令巫師用紙人殺害瑚姬，瑚姬為聶隱娘所救，田季安亦借此得知其父原先是死於紙人
之手。 聶隱娘回到山中回覆師命，認為田季安的子嗣尚小，殺了田季安魏博必亂，所以不殺。 與師
傅交手後得勝離開，去找磨鏡少年，與之一起奔赴新羅。
整個故事的敘事邏輯非常地嚴密緊湊，滴水不漏，完全無“ 異” 可言。 只是留下了飛簷走壁、剪
紙成形、殺人於無形等“ 怪” 而已。 竊以為，《 刺客聶隱娘》 是侯孝賢以往的所有作品中，故事性最
強，或者說情節的密度最高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唐傳奇雖然傳奇，卻也有很強的政治指涉性，
尤其中晚唐的傳奇，這裡一方面表達了唐人對亂世的荒謬感以及在絕望之中仍然懷抱著的希望，另
一方面也表達了傳奇作者自身對現世的不滿和主張。 唐傳奇給人的閱讀感受，很像汪暉曾經對侯
孝賢之前的作品所作的評價：“ 這是一個暴力的時代，但暴力本身並沒有被戲劇化，也並未被置於
情節的中心，卻像無所不在的幽靈一樣，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 舒緩而飽含張力、充
實而充滿內蘊……這種巨大的敘事力量將童年往事、歷史悲情與政治歷史交織在一起。 這是政治
的詩學，也是詩學的政治。” ④ 是的，唐的藩鎮時期，是一個動蕩的、黑暗的、充滿暴力血腥的年代，但
我們在《 聶隱娘》 中讀到的卻是這個動蕩暴力時代的奇人異事，想象奇特甚至浪漫，並非今天常識
意義上的愛情的浪漫，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聶隱娘與磨鏡少年之間不但不浪漫甚至沒愛情可言，但
這反而彰顯出文本另一種天真浪漫的想象。 相比之下，侯孝賢的《 刺客聶隱娘》 反傳奇，賦予了所
有人物所有事件具體的前因後果，表面上加強了政治的聯繫，實際卻陷入了當下古裝劇、宮鬥劇的
潮流和窠臼，尤其田季安的夫人元氏一角，活埋才子丘絳的是她，後欲活埋田興的也是她，用紙人殺
害瑚姬甚至田季安之父的也是她，刺傷聶隱娘的還是她……當影片中田季安坐到她的梳妝鏡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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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鑿鑿地“ 暗示” 她，活埋丘絳之事不可以再發生時，推動全劇發展的與其說是什麼朝廷與藩鎮之
間的矛盾，還不如說就是元氏的嫉妒與權力的欲望。 前文汪暉所說的、也是侯孝賢之前的作品所具
有的藝術與政治的張力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具有侯孝賢印記的審美風格而已。

二、寓言與象徵
曾有評論者說，經過侯孝賢的改編，聶隱娘已經不是那個聶隱娘，但侯孝賢還是那個侯孝賢。
竊以為這種溢美之詞實則是將侯孝賢的鏡頭語言、拍攝手法和剪輯處理等審美風格當作侯孝賢藝
術的本質，貌似抬高實則貶低。 眾所周知，侯孝賢深受沈從文的影響，“ 侯迷戀於沈的遠距的、超然
的視角，也確實不斷要求鏡頭越移越遠，以試圖捕捉同樣的感覺” ，⑤ 讀了沈從文的作品後，讓侯孝
賢深受震撼的是“ 有時講什麼故事不是最重要的，如何講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此後，有意學習沈從
文如何講故事成為侯孝賢電影一個重要的個人特徵。 絕大部分研究者將此特徵總結為：遠距、長鏡
頭、固定機位、淡化情節和戲劇性、片段化的不連貫的敘事……這實際上也類似於文學研究上對沈
從文作品的評價：散文化的小說。 關於這點已有諸多研究，但在此筆者想指出，這確實是一個形式
（ 如何講） 的問題，但又不僅僅是形式（ 技巧） 。 這一散文化的形式，首先自然是淡化情節，侯孝賢的
代表作《 悲情城市》 、《 戲夢人生》 等與沈從文的《 邊城》 極其相似，雖說描寫的是特定的地域、特定
的人事，但可供歸納和複述的故事梗概幾無，這小說∕電影究竟講了什麼？ 你要自己去看。 因為情
節不是作品的主體，氛圍才是。 遠距、長鏡頭、固定機位等既是實現這種氛圍的形式，本身又是這一
氛圍的構成部分。 這些拍攝手法，再加上後期的剪輯，共同營造了侯孝賢電影中的片段化敘事，這
種“ 片段化” 打破了商業電影最基本的因果關聯，也使敘事更碎片化和去中心化，從而產生某種超
然的視角。 正因為侯孝賢在那個特殊的年代，1980 年代中後期，給中國電影（ 包括大陸和台灣） 提
供了這樣一種“ 新的範式” ———政治的詩學、詩學的政治，才使侯孝賢成為電影史上無可取代的大
師。 “ 侯孝賢就在一個藝術與政治均面臨重大轉變的時刻出現了，他舉重若輕，用一個個不多加解
釋的日常生活片段展開敘事，具體地烘托出了抗戰結束到國民黨政府遷台前的台灣歷史氛圍。 人
物、細節、日常生活，亦即事物本身，像一個個孤島，提示出海平面下的複雜多變。” ⑥
相比於“ 散文化” ，我更願意用本雅明所提出的“ 寓言” 概念來命名和闡釋這種叙事手法。 本雅

明在研究德國 17 世紀的巴洛克戲劇時提出了“ 寓言” 的概念，並對寓言和象徵作了區分：相比於
“象徵的要求是清晰、簡潔、優雅和美” ，“ 不可能想象出比在寓言式書寫中看到的無形狀碎片更純
粹的對立於藝術象徵、可塑性象徵和有機總體的形象的東西了” ，⑦ “ 在寓言的直觀領域裡，形象是
個碎片……它作爲象徵的美就蒸發掉了。 總體性的虚假表象消失了。 由於表象的消失，明喻也不
再存在了” ，⑧ “ 寓言在思想領域裡就如同物質領域裡的廢墟” 。⑨

有學者曾對本雅明這一思想進行過更清晰的梳理和概述：“ 象徵所表現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

明白曉暢的世界。 而巴洛克時代的藝術家所面對的則是一個混亂不堪、殘缺不全的社會。 這是一
個廢墟的世界。 巴洛克的藝術家不可能用認同現實、與現實同步前行的象徵去表現，而只有選擇寓
言……寓言不同於象徵。 象徵表達主體與客體的契合一致，形式與内容的協調統一，在象徵中，藝
術的外觀指向一個理想的境界。 寓言則是社會衰敗、理想失落的言説，它因而也成爲了社會没落時
期藝術的言説方式。” ⑩ 本雅明宣稱“ 寓言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思想形式” ，可是到了《 刺客
聶隱娘》 ，侯孝賢作品中原有的寓言性消失了，《 刺客聶隱娘》 很顯然就是一個象徵的作品。 雖然還
是類似的攝影和剪輯手法，仿佛還是“ 片段式” 敘事，讓很多走進影院的觀眾大呼看不懂，因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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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的商業電影，這電影看起來太“ 費勁” 了。 可是在這裡需要作出一個重要的區分，此片段式
非彼片段式。 之前的作品中，片段與片段之間可以說是空白的或是無意義的，當然，有些研究者可
能會說一些片段與片段之間的看似無意義的風景與某種氛圍有關聯，但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說片
段與片段之間是空白的或某種氛圍的餘味。 而《 刺客聶隱娘》 中，片段與片段之間是很多情節和線
索的省略，這正是造成那些看習慣了商業大片的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覺得理解費勁的地方，但對那些
理解能力較強的觀眾而言，這確實不是武俠片，而是具有侯孝賢美學風格的愛情片和宮鬥劇。 侯導
畢竟功力深厚，仍能以自己一貫的風格把這樣的題材以此種面貌呈現出來，並因此最終獲得戛納的
最佳導演獎。 然而甚為可惜的是，侯孝賢以往電影中的寓言性和多義性消失了，只剩下越來越醇熟
的藝術手法和一個愈發明白曉暢的象徵世界。 在侯孝賢改編的《 刺客聶隱娘》 中，唐人對於亂世的
荒謬感和奇異浪漫的想象不見了，變成老生常談的現代的個人主義話語。 雖然影片增加了很多歷
史的元素，對服裝道具也有種種考究，但終歸是詹姆遜所謂的後現代的“ 拼湊” 手法而已。 詹姆遜
在談到“ 後現代與過去” 的時候指出：“ 到了今天，踏入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演變成為一個由
多方力量所構成的放任的領域。 在這裡，只有多元的風格，多元的論述，卻不見常規和典範，更容納
不了以常規典範為中心骨幹的單元體系。 ……在這種情況下，‘ 摹仿’ 頓然喪失其原有的使命。


……它的地位已逐漸由新興異物‘ 拼湊’ 之法所取代。 ……拼湊是一種空心的摹仿……” 

在“ 一個喪盡一切‘ 歷史性’ 的社會” ，歷史變成了“ 一整套美感符號” 的歷史。 侯孝賢與其編

劇朱天文在多次訪談中都談到 “ 聶隱娘是一個很現代的女性” ， 而整部影片很明顯即是對此的
象徵。

朱：我覺得唐朝人其實更前衛，不為傳統所限，可以逃脫儒家的道德規範。 視野其實
更大更具現代感。
侯：……聶隱娘這個女刺客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她跟我們熟悉的傳統武俠小說的角
色都不一樣。 她的故事並不那麼環繞著忠誠或是俠義的概念，她其實是很現代的一個


女性。

侯：……我電影裡的女殺手，武功絕倫，最後卻殺不了人，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她是
有弱點的，然 後 她 自 己 負 責， 也 自 己 選 擇。 這 一 段 從 殺 到 不 殺 的 變 化 過 程， 就 是 我 要


拍的。

竊以為，侯孝賢和朱天文對聶隱娘這殺與不殺的理解和改編，不但把唐傳奇去歷史化了，而且
把唐傳奇庸俗化了。 作為一個受雇於人或受他人指使的刺客，對行刺對象的殺與不殺，這種“ 自己
選擇” 、“ 自己負責” 並不如侯孝賢和朱天文所理解的“ 具有現代感” ，“ 很現代的” 。 正如許多古代


小說的研究者所說：“ 唐代小說多有描述劍俠棄暗投明者” ，
聶隱娘的殺與不殺並不是特例。 陳平

原在討論“ 唐宋傳奇中的俠” 特別指出：“ 有趣的是，與俠客的講究報恩形成對比，唐宋傳奇中的刺
客反而深明大義，不論個人恩怨。 《 李龜壽》 與《 秀州刺客》 均寫受人之癠前來行刺者，‘ 感公忠義不


忍加害’ ，此等‘ 奇男子’ ，‘ 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這與古刺客之不講是非但問恩仇又自不同。” 

卞孝萱甚至認為：“ 綜觀涉及俠義之唐傳奇，能跳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範圍，而著眼於政治大



局者，當推《 紅線》 、《 聶隱娘》 為代表作” 。
卞孝萱認為《 聶隱娘》 的作者是對現實有所“ 刺” 。 從正

史《 舊唐書》 的記載以及時人劉禹錫的文章，“ 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 ，“ 活埋‘ 才子’ 丘絳之事，從
魏博傳到朗州，可見田季安‘ 凶暴’ 的惡名，是遠近皆知的” 。 《 聶隱娘》 中，乞食尼在指使聶隱娘行
刺前都會歷數被刺者之罪。 “ ‘ 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 這一段話，不

66

是閑筆。 田季安活埋丘絳，更是‘ 無故害人’ ，是有罪的。 按照‘ 乞食尼’ 的教導……她棄田季安而


投劉昌裔，是有正當理由的。” 

從韓愈為劉昌裔所寫的墓志銘看，“ 從才能、生活作風來看，劉昌裔與田季安明顯不同” 。 更為

重要的是：“ 從對朝廷的態度來看，‘ 凶險’ 的田季安，與‘ 天子以為恭’ 的劉昌裔，形成尖銳對比。
《 聶隱娘》 ‘ 劉自許入覲’ 一句，不是閑筆，而有千鈞之重。 因為：方鎮對朝廷，是服從還是割據，是政
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 四世、四十九年不入朝廷的魏博諸田，與帶病入覲的劉昌裔，恰是反、正兩種


典型。 棄田投劉，不是背叛，而是覺醒。” 

正如卞孝萱所指出的，中晚唐是“ 唐室微弱，權臣專橫，封建君臣秩序顛倒的亂世” ，《 聶隱娘》

的作者要“ 表達自己對時事的不滿，發揮《 春秋》 之貶與《 詩》 之刺的功能” ，但“ 囿於當時的審美觀
念” ，就把聶隱娘描繪成符合唐代俠義小說公式的具有超脫個性的唐代女俠：輕兒女之情，結合與

分手，都很自由，完成了保護劉昌裔不被田季安暗殺的任務之後，自此尋山訪水，與磨鏡少年分手。
這也正是小南一郎所指出的：“ 成為唐代傳奇小說基礎的，是知識人聚談的‘ 話’ ” ，“ 在‘ 話’ 的敘述
中，有虛構和現實的交錯……敘述對象的‘ 異’ ，是在冥冥某處聯繫著現實的事件，‘ 話’ 的敘述特徵
雖然也是往來於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其視線通常還是關注著現在，並以現在的敘述者作為坐標


基點進行敘述” 。
（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三、政治的詩學與詩學的政治
竊以為唐傳奇之所以精彩，其劍俠形式之所以吸引人，就在於它產生於亂世，對亂世有所怨有
所刺，但又在對此亂世絕望、決絕之際，任由想象馳騁，加之在佛教、道教的光照之下，好奇尚異，使
得我們在閱讀這些傳奇的時候，一種荒謬感、絕望感而又不無快意的感覺油然而生。 以與《 聶隱
娘》 並舉的《 紅線》 為例，真實的歷史狀況是魏博的田承嗣在薛嵩死後趁機侵略相衛，朝廷雖下詔討
伐田承嗣，云：“ （ 薛） 門盡屠戮，非復憔類。 酷烈無狀，人神所冤。” 但最後還是迫於無奈赦免之。 可
《 紅線》 的作者，設想在薛嵩未死之時，魏博已磨刀霍霍，在此危難之際，薛嵩身邊一青衣紅線女，一
夜之間三個時辰，“ 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經五六城” ，從戒備森嚴的田承嗣枕邊盜回其金印，未殺一
人就使田承嗣驚服，消弭了一場戰禍，而這一開始就其貌不揚的紅線女，最後也醉別薛嵩，消失不見
了。 再有，實則中唐以後政局動蕩，藩鎮蓄養了眾多刺客，暗殺之風盛行，他們甚至入京刺殺宰相武
元衡等朝廷重臣，真所謂“ 奸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城，乃至官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刃已
戡胸” ，但如前文所提及的《 李龜壽》 和《 秀州刺客》 諸篇，卻設想這些原本受雇僱於人的刺客，眼見
所將行刺之人之忠義，“ 持刀立燭後” ，曰：“ 我亦知書，豈肯為賊用？ 況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
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然後拒金帛、拒留用，“ 問其姓名，俯而不答，躡衣躍而登屋，屋瓦
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 更有甚者，如《 崔慎思》 和《 賈人妻》 諸篇，講為報冤仇的女子，雖多情善
良，與萍水相逢的落難士子結合，但大仇得報之時，仍決然離去，而且是“ 臨去殺子” 的決絕！ 這才
是唐人的傳奇，唐人在亂世中的想象，唐人想象的荒謬與浪漫、絕望與快意。 因此說，唐傳奇在某種
程度上也正是一種“ 政治的詩學、詩學的政治” 。

回看電影《 刺客聶隱娘》 ，這種歷史的厚重感和荒謬感消失了，在電影中左右聶隱娘的殺與不

殺的，除了侯孝賢和朱天文口口聲聲所說的“ 很現代的” 個人意識，就只是單薄的愛情了。 雖然結
尾處，聶隱娘對道姑公主說田季安的子嗣尚小，殺了他恐魏博會亂，但整部影片所渲染的皆是聶隱
娘對田季安的愛情，從一開場聶隱娘聽到母親轉述嘉誠公主臨終前仍愧疚沒遵守她與田季安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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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後那一幕長長的掩面痛哭，到田季安跟瑚姬講述聶隱娘自小對他的種種深情……侯孝賢在談
到這部電影的時候，仍然提到他經常說的“ 道家” 和“ 道” ，可惜在這影片裡，沒有“ 道” ，只有當下流
行的“ 愛” 和“ 術” 。

有可能跟“ 道” 攀得上關係的，就是全片最重要的象徵：青鸞舞鏡。 青鸞是極其高傲又極其孤

獨的禽類，只有見到同類才會鳴叫，當人把銅鏡搬至它面前時，它會對著鏡子終宵奮舞，至死而已。
這既是用來象徵嫁至魏博的嘉誠公主，更是用來象徵具有“ 現代個人意識” 的聶隱娘。 看到有罪的
大僚與愛子嬉戲，因為“ 人性” ，她選擇違背師意，不殺（ 傳奇的原文是“ 未忍便下手” 天亮才“ 持得
其首而歸” ） ；不忠於朝廷的田季安，因為“ 愛情” ，和對嘉誠公主的“ 忠情” ，她也選擇違背師意，不
殺。 侯孝賢和朱天文借“ 青鸞舞鏡” 來象徵聶隱娘這“ 很現代的一個女性” 所面臨的現代個人主義
所謂的孤獨的困境。 在這困境中，聶隱娘偶遇了有古道熱腸的質樸的，磨鏡少年，幾次三番一起遭
遇刺客，還有武俠片經典的敷藥療傷，最後聶隱娘在淡淡的但不乏溫情的愛情中找到了個人的出路
和救贖。 唐傳奇的《 聶隱娘》 ，讓人讀了之後感覺是借聶隱娘，講了一個神奇的尼，無端擄人女，技
藝高強，嫉惡如仇，又行事古怪；講了一個養了諸多神奇的刺客但形象模糊不清的魏帥；講了一個神
算又賢能的劉昌裔；講了一個懼怕女兒的異能而失了親情的父親聶鋒；還講了兩個超乎常人想象的
刺客精精兒和空空兒，尤其武藝神奇到人鬼都無法尋其蹤跡的空空兒，如果一博擊中不了對方，就
會為失手羞愧到一下飛出千里之外……但是電影《 刺客聶隱娘》 ，講的就是聶隱娘這個人，一個基
於愛情進行個人選擇的現代女性。 “ 青鸞舞鏡” 這一象徵確實“ 清晰、簡潔、優雅和美” ，但正是這種
明白曉暢的象徵，使得侯孝賢以前作品中所具有的寓言性消失了，只是故事講得越來越精致而已。

十幾年前，汪暉曾在談及侯孝賢電影的文章中，也提到當代電影藝術探索的困境：“ 八十年代
中國電影的創新集中在形式的探求上，以晦澀、抽象和高度形式感的造型突出歷史的深沉和凝重，
顯示了這個時代的政治激情。 但在好萊塢化日漸成為潮流之際，那種集中在拍攝風格之上的形式
創新逐漸地淪為商業性的標記：伴隨著一代人逐漸成為市場社會的“ 馴服工具” ，八十年代電影的
政治性如今近於徹底地消失了。 當代中國電影的命運不是孤立的，作為當代最傑出的導演之一，侯
孝賢的藝術探求也面臨相似的困境。 在台灣的政治生態和國際化的藝術市場的雙重壓力之下，如


今我們在台灣已經很難看到侯孝賢的電影了。” 

多年後，我們終於又看到侯孝賢及其電影《 刺客聶隱娘》 ，只是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當下藝術

探索之艱難。 “ 如今，我們不時聽到許多的抱怨和批評。 從國家政策到市場主義，到處都是藝術探
索的陷阱。 然而，如果將藝術生命的枯萎僅僅歸咎於市場或國家等等宏觀要素，而不去思考當代藝


術和思想本身的危機，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道路和可能性” 。
是的，新的道路和可能性只能在對當

代藝術和思想的危機的思考中去突破和尋找。 難的不是表述什麼，而是找到適合的表述方式。 當
代中國和世界並不缺乏可表述的主題和題材，隨著電影工業的迅猛發展，這些年的電影類型尤其之
多，科幻電影、魔幻電影、青春懷舊電影……但電影“ 講故事” 的能力似乎弱化了，尤其講不好中國
的故事，哪怕是侯孝賢講唐傳奇，也只剩下的唐代的風物和一個很現代的聶隱娘。
我們在當代如何去講述傳統，或者說傳統如何在當代還能成為我們可資借鑒的思想和資源？
以近些年崛起的國產動畫電影為例，它們紛紛回到傳統去尋找題材和人物，齊天大聖、白蛇傳、哪
吒、姜子牙……但就以風評最好的《 哪吒之魔童降世》 來說，實際上也只是借用了傳統的人物形象，
將之符號化為現代個人主義的象徵，而電影《 姜子牙》 就是老年版的《 哪吒》 。 這些電影“ 野心” 很
大，立足於顛覆和創新，想顛覆以往關於仙與魔、正與邪、善與惡的一切界定，但是，用以支撐此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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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的內核實在太薄弱了———實則就是單薄的人性和人道主義而已。 從哪吒是魔珠降生的身份到
其動畫中的人物外形，都將之設定為一個現代主義敘述模式中典型的個人與命運、個人與社會、制
度、庸眾或曰冷漠的世道相抗爭的“ 個體” ，最後經由親情、友情等達成了自我的“ 完善” 與“ 善” 。
《 姜子牙》 的敘述套路亦是如此，但僅靠姜子牙對“ 小九” （ 妲己） 的那點人道主義關懷不足以支撐
起整個故事的架構，所以又設置了一個動機和行為都不太能解釋的“ 壞” 天尊。 這些所謂的顛覆和
創新實際都成為了套路和簡化，就好像把好萊塢的白皮膚都換成黃皮膚，哪吒和姜子牙也都成了現
代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象徵，但是中國的古人，借用《 封神演義》 等神話傳說所真正寄托的對仙
與魔、正與邪、善與惡的理解，以及他們的天人觀都消失不見了。 《 封神演義》 或《 哪吒鬧海》 的動畫
故事，雖然哪吒也有傳奇性的出生，但他並沒有魔性，他是俊俏甚至可愛的形象，但骨子裡卻是天不
怕地不怕的叛逆，更重要的是，他的叛逆是建立在大愛之上（ 對百姓之愛） ，因為大愛他殺生（ 龍也
是生） ，因為大愛他也殺自己，剜腸剔骨，將自己的肉身還予父母，這是何等決絕的愛與反抗，而這
一點恰與電影《 哪吒》 和《 姜子牙》 中所營造的愚昧自私的百姓和冷漠殘酷的世道形成最鮮明的對
比，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這種大愛奠定了古人對哪吒的“ 殺伐” 和姜子牙協助武王商周易代時
的“ 殺伐” 的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更大的善等等“ 命題” 的判斷和認同，不然哪吒那看著嚴肅又平和
的老師父太乙真人怎麼會一直在背後默默地支持他呢？ 但是這些寓言性現在都消失了。
今天的電影，如何去講述這個多義的現實，如何去呈現自己的傳統，來創造自己的表述方式和
寓言？ 仍以本雅明對寓言的言說作結：寓言“ 是社會衰敗、理想失落的言說，它因而也成為了社會
沒落時期藝術的言說方式” ，“ 在事實領域是廢墟的地方，在思想領域就是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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