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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菲斯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电影艺术家，曾在中国影坛掀起“《赖婚》热”和

“格里菲斯热”。据《申报》电影广告统计，1922至1924年间，《赖婚》在上海各影院先后共上映五轮，每

轮都引起观众极大的观赏热情。其轰动效应，使各大影院都趁“《赖婚》热”增加盈利，而将之前放映过

的格里菲斯影片如《乱世孤雏》《一个国家的诞生》《残花泪》《不幸之婚姻》《党同伐异》《孝女沉舟》等都

翻捡出来先后重映，又掀起“格里菲斯热”，受到中国观众的热捧。尽管格里菲斯晚年在西方影响不

再，但是，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却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葛雷菲士是电影界的老

前辈，他在电影艺术上，着实有不少贡献，是开辟和建设电影艺术基础的一个大大的功臣”[1]。中国电

影导演认识到，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世界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故“自《赖婚》一片到上

海后，葛氏之名遂大噪于沪滨，而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2]。同样地，中国观众在看了《赖

婚》等格里菲斯电影之后，热切期望“吾国各影片公司，亦当有此类佳片出现”[3]。所以学习和借鉴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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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斯电影形成当时中国影坛的热潮。

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受到格里菲斯的影响，学术界大都是从电影创作实践方面去关注的，从电影观

念方面少有研究。而实际上，格里菲斯在“使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其实

电影观念在中国也有这一‘转变’过程，格里菲斯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陈建华先生在其阐释格里

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文章里，触及到这一重要问题然而没有展开分析，本文就是接着陈建华先

生的话题往下说，着重从“电影观念”层面论述格里菲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深刻影响。即如中国早

期电影家着重是通过观摩外国影片去琢磨电影艺术和技术，中国早期电影在“观念”层面受到格里菲

斯的影响也主要不是从观念到观念，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是透过格里菲斯的影片，去认识电影与社

会人生的关系，去认识“电影是什么”以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而形成关于电影的观念的。

一、“电影摄影机是研究人类的器具”

格里菲斯认为“人类最有趣味的研究是人”，影片摄制亦是如此：“电影摄影机是研究人类的器具”[2]。

因此，他强调电影创作视野和电影题材主题的人类性，认为：“时至今日，观众之目光，亦与电影俱进，

陈旧之影片已无讨论之价值……故今日而称为一世之佳片者，非有全世界之观念不可。”接着他又说：

“全世界之观念云者，要以合人情为主。”[3]格里菲斯这些关于电影“写什么”，也即电影与社会人生之关

系的观念，在其影片中有充分的体现，给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并非所有译介到中国的格里菲斯影片都是这样。尤其是他在世界电影史上的两部杰作《党

同伐异》和《一个国家的诞生》，它们更多是关于西方民族、国家或者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当时的中

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与之比较隔膜而少有共鸣，甚至有“目眩神晕，毫无兴味，虽其中互相印证，然

过于烦杂，难于推测”之感[4]。在中国获得强烈反响的，是格里菲斯的《赖婚》《乱世孤雏》《残花泪》《孝

女沉舟》《欧战风流史》等家庭伦理片和爱情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婚》。这部在美国反响平常的影

片，却因为符合当时中国的时代思潮，被誉为“内容异常丰富，处处含有深意，历写世情，切中时弊”[5]，

数年间在中国先后五轮上映都火爆异常。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是透过1920年代中国的“期待

视野”去接受和借鉴格里菲斯电影的。

首先，恋爱婚姻是更具人类性的电影题材。中国早期爱情片“已接触到‘自由恋爱’这新的关系，

因此我们说它胚胎于‘五四’的解放思想”，而“《赖婚》和《乱世孤雏》等反映出半封建的女子争求恋爱

底自由的苦难，这与当时中国‘爱情片’所自产生的社会背景颇相同”[6]，它们启发国人去审视和批判中

国社会类似的现实人生。例如《乱世孤雏》，人们认为这部影片“对于我目前苦难频连、醉生梦死之中

国人民，尤有重大之教训”，可“借影片之力，使社会一般人民，引起平等之观念、建设之精神”[7]。再如

影响更大之《赖婚》，“所描写者具有普遍性，且适合我国现社会情形……年来我国人高唱‘社交公开’

‘恋爱自由’等名辞，我不知有多少无知女子，因误解‘公开’‘自由’之真义而沦为爱娜第二者矣”，故需

要“数十百种与《赖婚》同一主义之影片，来导我国无量数之无知女子至光明之途也”[8]。格里菲斯借恋

[1]陈建华：《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北京〕《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

[2]〔美〕B.B.Hampton：《美国电影发达外史》（五），张韦涛译，《电影月报》1928年第6期。

[3]伯长：《葛雷菲斯对于电影之论调》，《申报》1923年9月10日。

[4]记者：《〈专制毒〉影片述评》，《申报》1923年10月20日。

[5]晨：《〈赖婚〉影片开映之盛状》，《晨报》1924年1月21日。

[6]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8页。

[7]参见怡：《〈乱世孤雏〉述评》，《申报》1922年4月1日；于士康：《重观〈乱世孤雏〉记》，《申报》1925年2月22日。

[8]三三：《与乃神谈葛雷菲士之七片》，《电影杂志》第2号，19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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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题材表现“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观念。

其次，格里菲斯认为具有“全世界之观念”的影片“要以合人情为主”，所以导演“需先审察真实之

焦点”，细致观察并揭示出人们在家庭、社会中其生存状态的真实情形[1]。例如《乱世孤雏》，人们看到

此片“描写专制时代之淫威，阶级制度之流害”非常真实，“故在贵族方面，极言其荒淫侈逸，反衬平民

之受苦无穷”，能唤起观众之同情。它还使国人明白，电影表现普通人艰难惨淡的人生，只要与时代潮

流无冲突，则“情节越普通的影片，越足以感动观众”[2]。最重要的，是这些现实描写中要渗透“人道”

“同情”和“爱”，“极力铺张社会不平之罪恶，作相对之陪衬，用以阐发爱字之真义，无一处不是提倡博

爱人道主义，又无一处不洒满同情之血泪。”[3]是格里菲斯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懂得，电影要真

实地、充满人道同情地描写普通人的现实人生。

再次，是人们看到格里菲斯电影反映社会人生，着重是透过人物性格、命运和情感的真实刻画，亦

即人物描写的“至性至情”。《乱世孤雏》《赖婚》《残花泪》等片，皆被认为是“其哀感悲惨处，纯由至性至

情中发出”，是“生离死别伤心惨目之作”[4]。这样的影片“无丝毫假借，令人油然动怜悯之心，为之泣数

行下”，过后也会不时回味、令人感慨，认为这是格里菲斯影片“风行全球，其声誉之隆，回视全美，无有

出其右者”的重要原因[5]。透过格里菲斯的影片，人们认识到影片摄制“要以合人情为主”，着重是人物

性格命运要真实，情感描写要真切。即便是拍摄战争片，也着重是写人的命运和情感。如格里菲斯的

《欧战风流史》，其战争场面残酷之极 ，但拍摄“伤兵临死”场景，银幕上伤兵从怀中拿出慈母照片亲吻

不释，又恳请战友持其遗物归遗其母，声泪俱下，宛转而死，其情其景令人潸然泪下。格里菲斯影片描

写人物性格、命运和情感“纯由至性至情中发出”，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明白，电影艺术必须要

写人，必须要以情动人。

1923年6月2日，上海《申报》首次在中国刊登格里菲斯照片并介绍其事迹，谓美国电影在格里菲

斯之前，于所有娱乐形式中，“公众以影戏为一种殿末之际余兴，以是屡排在杂玩歌剧之后”[6]。确实如

此。中国电影家也看到，正是在格里菲斯手上，“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竞进而为美国的

第五种大实业，又进而为世人的普遍嗜好，更进而为高深的艺术。”[7]同样地，电影在中国早期也被视为

“不健全之影戏”，颇类杂耍，所以“中国人一向把电影事业，当作游戏事业”[8]。是格里菲斯的“研究人

类”“有全世界之观念”的电影，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理解了电影与社会人生之关系，而使之有

益于世道人心。

二、“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

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不大欣赏和接受《党同伐异》《一个国家的诞生》，不仅因为它们更

多是关于西方民族、国家或者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而与之比较隔膜，还因为这两部体现格里菲斯早

先艺术探索的影片其情节叙事的艰涩。认为前者“编制之次序甚紊乱”，后者“处处露生涩之状”。而

对于格里菲斯后期回到好莱坞叙事模式的《赖婚》《乱世孤雏》等戏剧式电影，“莫不异口同赞美之曰

[1]伯长：《葛雷菲斯对于电影之论调》，《申报》1923年9月10日。

[2]心冷：《影戏情节不怕平常》，《大公报》1926年12月11日。

[3]庐寿水：《评〈二孤女〉》，《电影周报》1925年第6期。

[4]宗贤：《〈乱世孤雏〉影片述评》（二），《申报》1923年10月10日。

[5]怀麟：《评〈乱世孤雏〉影片》，《申报》1922年4月2日。

[6][7]程步高：《葛雷斐斯成功史》（一），《电影杂志》1924年第1期。

[8]郑正秋：《〈姊妹花〉自我批判》，《社会月报》1934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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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1]。

其实格里菲斯绝大多数影片都是“戏剧式”叙事。在世界早期电影史上，格里菲斯电影叙事以“蕴

蓄着充分的结构、丰富的情势和惊人的意外事”[2]著称，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充分感受到其影

片“曲折的故事和热闹的情节”，或曰“紧张、惊奇和热情”的艺术魅力[3]。进一步，中国早期电影家在刻

意借鉴格里菲斯的戏剧式叙事观念。郑正秋指出：张石川竭力模仿格里菲斯之“著重刺激性”，所以其

影片“大概都有些葛雷菲斯的色彩”，有“极大的刺激性”，使人看得“惊心动魄”“精神百倍”[4]。其实郑

正秋自己也特别喜爱格里菲斯——“用电影讲故事这一点，郑正秋相似于美国的格里菲斯”[5]。可以

说，中国早期电影其叙事观念大都受到格里菲斯的影响。

由此，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不仅看到格里菲斯影片的“研究人类”和“有全世界之观念”，同

时也看到他的宗旨，是通过“著重刺激性”的“曲折的故事和热闹的情节”表现出来的。此即周瘦鹃所

说：格里菲斯“其所制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6]。这使人们想到郑正秋所谓

“把每一本戏的主义，插在大部分情节里面”，情节发展需“常有风波、反反复复、高低起伏要来得多”，

情节铺排“宜显不宜暗，隐幕不能比明幕多，刺激性愈多，愈受欢迎”，“使人于忧、急、惊、奇中再得快

感”[7]。张石川赞同电影要有“主义”，但他同样看到，想要“吸引观众以动情感者，惟在剧情见胜”，情节

发展需要“柳暗花明，皆大欢喜”，才能使观众“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8]。这也是包天笑编写电

影剧本首重“情节曲折，悲欢离合”的主要原因[9]。

如何能使悲欢离合的曲折情节“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呢？格里菲斯有两点给予中国早期

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一是要写透“重场戏”，一是情节铺排的对比映照。以《乱世孤

雏》为例。关于“重场戏”，片中有恩丽德与罗艳施姐妹三次离散复合而皆不得之情节：“第一次由旅舍

出访，遇披挨于途中，此间接可见其妹；第二次楼居间歌声，临窗忽见其妹，此直接可以把握；第三次法

庭审问，见其妹于旁听座，此又直接可以把握，而皆不得，或则事变仓猝，为势所格，故不获如愿。”[10]如

此描写“极人世间不幸之事”，其“情节之惨，莫过于此”，即使“铁石人见之，也欲心伤”。它使人们认识

到，为使影片有戏可看，导演需要运用灵敏的脑筋和艺术的手腕，“该省略的地方不妨省略，在全剧的

极峰点，却不能不用全力来描写”[11]。关于情节对比映照，影片精心描绘了四桩不平之事：“亨兰之父，

以平民偶贵女，而见杀。亨兰且以贱种见弃，一不平也。贵族议会，有酒如池，有肉如林，而街头食肆

窗外，贫民苦视面包，作楚楚可怜之色，二不平也。……溺爱长子而凌幼儿，三不平也。高车骏马，煊

赫过市，马鞭铁轮之下，毙民女如街狗，掷一金元为生命之代价，四不平也。”如此“以对象映照法，烘云

托月，寓意于微，两两比对，令观者瞩目而奋激于中”[12]，也让人们懂得电影如此叙事会更加具有刺激性。

故事情节的“重场戏”、对比映照主要是就影片整体结构而言。格里菲斯还有两个渲染情节、“著

[1]三三：《与乃神谈葛雷菲斯之七片》，《电影杂志》1924年第1、2期。

[2]〔美〕B.B.Hampton：《美国电影发达外史》（五），张韦涛译，《电影月报》1928年第6期。

[3]年：《葛雷菲士与〈血溅鸳鸯〉》，《大公报》1929年3月29日。

[4]郑正秋：《〈盲孤女〉之广告》，《明星公司特刊》1925年10月《盲孤女》号。

[5]李少白：《主持人导言》，〔北京〕《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

[6]瘦鹃：《影戏话》，《申报》1920年2月12日。

[7]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明星公司特刊》1925年第2期。

[8]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95页。

[10][11]心冷：《影戏情节不怕平常》，《大公报》1926年12月11日。

[12]南摩老人：《对于〈二孤女〉影片的我见》，《电影周刊》19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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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刺激”的具体手法，作为叙事观念也为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及观众所欣赏和接受。一是“穿插”，

一是“最后一分钟营救”。格里菲斯的“穿插”，如《赖婚》中猫的午睡，马的上坡和大胖子的打哈欠、吃

面包等等，因为“其时剧本的编法，多讲直叙，毫无穿插可言，故觉方式呆板而一律，剧情则干燥而无

味”，人们遂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于极悲痛处穿插入一二极自然之滑稽，以博观众破涕一笑”的手法运

用，“不特可以调节观众的心理，而且剧情富有反弹性”[1]，加强了叙事的表现力。中国电影拓荒者郑正

秋在谈电影编剧经验时强调：“戏剧情节不宜率直，求其曲折，必须多所映衬、旁敲侧击，尤当注重烘云

托月，分外动人。悲痛之至，定当有笑料以调和观众之情感，苦乐对照，愈见精采，此穿插之所以重也。”[2]

可见格里菲斯的深刻影响。同时，人们还从格里菲斯影片认识到“穿插”的另一功能：回忆。格里菲斯

从狄更斯小说中借鉴“切回”手法，以“平行动作”或“戏中戏”来处理人物的回忆。这种“于剧情中插入

回忆，就把以往的事实，置于现述的描写内，则剧情次序因以倒置，即成倒叙的方法，剧情即见弹动，而

可引人入胜”[3]，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叙事能力。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最著名者如《赖婚》结

尾的雪地追逐一段，“台维在冰块上追赶爱娜，危险之状，间不容发，观者至此，均为之咋舌”，被誉为全

片“最有精彩之一段”[4]。这种叙事艺术，因“《赖婚》片抵沪，极受国人欢迎，众口称善”，电影家“以博观

众之彩声”而竞相模仿，所以“‘台维追爱娜’之情节，现于银幕者，历见之矣。若《孤儿救祖记》中之杨

翁追寡媳，《弃儿》中之幼童追慧珠，《玉梨魂》中之鹏郎追梨影，及《好兄弟》中之康道追康成，比比皆

是”[5]。“穿插”和“最后一分钟营救”，也就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基本叙事观念和手法。

格里菲斯影片在中国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大团圆结局——如《乱世孤雏》中姐妹俩失散多年后团

聚并且都嫁于如意郎君，《赖婚》中台维与爱娜最终化险为夷并喜结良缘等——是否真实的问题。有

人喜欢大团圆叙事，认为“每剧若不团圆，则寂寞寡欢，自将亦觉无味”，而若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

则觉得“此后岁月，尽是甜蜜光阴，苦尽甘来，万众旖旎之风光，实令人神往矣”[6]。但也有“识者讥之，

谓无回味”，认为大团圆叙事存在诸多弊端，批评《赖婚》《乱世孤雏》等大团圆结局“常落套矣”，“为编

戏者迎合观众之意而设，不足论也”[7]。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不反感格里菲斯的

大团圆叙事，并且认为它与中国人源于“我们民族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嗜好”不谋而合，故“国产影片

以大团圆作结尾的，怕要有百分之一百”[8]。事实也确是如此。1927年美国一份针对中国电影市场的

官方调查报告指出：“好莱坞影片的大团圆结局很符合中国人的欣赏趣味，因此比别的国家的电影更

受中国人青睐。”[9]

三、“表演动作及化装等，均与人类的真实无异”

格里菲斯影片的导演和表演艺术，同样给予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深刻的印象。观赏

《赖婚》《乱世孤雏》等影片，不仅格里菲斯“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而且透过他的影片如《赖

[1][3]程步高：《葛雷菲斯成功史》（三），《电影杂志》1924年第3期。

[2]郑正秋：《我之编剧经验谈》，《电影杂志》1925年第13期。

[4]立三：《〈赖婚〉影片新评》，《申报》1923年11月28日。

[5]中义：《中国自制影片谈》，《申报》1924年7月25日。

[6]于士康：《重观〈乱世孤雏〉记》，《申报》1925年2月22日。

[7]南摩老人：《对于〈二孤女〉影片的我见（续）》，《电影周报》1925年第6期。

[8]韵：《快乐结局与自然结局》，《大公报》1929年4月29日。

[9]转引自萧志伟、尹鸿：《美国第一份中国电影市场的官方调查报告与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北京〕《电影艺术》

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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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中丽琳的杰出表演等，知道电影表演的深刻艺术感染力：“电影感人之深有如是哉！”[1]。所以中国

电影家在导演、表演上也在努力学习、借鉴格里菲斯的电影观念和手法。

格里菲斯不仅是一位“著重刺激性”的具有独特个性和风格的导演，还是一位拍片极其认真严谨

的导演。进一步，人们由此认识到导演在影片摄制中的重要性，即“一剧之造意、结构、表情，每与导演

家有密切之关系，观其剧而知其人，必无丝毫之差。此所以剧情之动人与否，尽恃乎导演家之趋向”[2]。

并且通过观赏影片，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在琢磨格里菲斯的“导演手腕”，认为有几点值得借

鉴：（一）导演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因为“电影的导演，要指导许多人去做各种的表演，胸中当然非有

相当的积蓄不可”，所以格里菲斯等知名导演“在青年时期所受失恋、牺牲、苦痛、放浪的生涯，在银幕

上时时流露，可见大凡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殊非偶然，非有盘根错节的锻炼不可”[3]。（二）导演要会选择

演员。格里菲斯“对选择演员一层，素称审慎”，因为他知道“苟无体贴剧情之表演，则无论何种悲剧，

即不能引感一般人之心头”[4]。（三）导演要能与演员沟通，引导演员进入情节和情境使其表演“体贴入

微”。应该像格里菲斯那样，“摄影之前，先聚演员于一堂，将剧中情形先行详为解释，以灌入演员之脑

海”，如果“导演者不能将此事始末，一一详为述出，为演员者未明此中真相，焉能体贴入微哉”[5]！人们

懂得，只有这样才能使“脚本家、导演家与演员的思想感情得了甚高的融合，然后他们的思想感情才能

藉他们的材料得圆满的表现”[6]。

当然，格里菲斯的导演手腕最让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崇拜的，还是他指导演员表演的

观念和手法。

尽管格里菲斯的电影叙事大都是戏剧式的，但是，他强调电影表演决不能戏剧式，所以“伟大的银

幕演员，决不能在舞台著名男伶女伶中探求”，而应该寻找“不为舞台的表演技能所束缚的青年”[7]。这

是由于格里菲斯的电影摄制观念，是“总以自然及写实二事为大前提，丝毫不肯苟合”，他的影片也正

是以“描写的自然、表演的逼真、背景的真实”等特点，而“多为公众所欢迎”[8]。所以，格里菲斯要求演

员走上银幕必须是自然的表演和逼真的描写，包括喜爱、憎恨、幸福、悲哀、惊奇、懊恼、狂喜等感情流

露场面，都要仿佛是生活中实际而真确的经历一般。而银幕表演要达到“自然”“写实”“逼真”，格里菲

斯主张“务使演员的表演动作及化装等，均与人类的真实无异”，电影即“自然人生片段的复写”[9]。

也正是从电影表演的“自然”“写实”“逼真”出发，格里菲斯强调，电影表演不仅要求演员具有“上

镜头的面孔”，更要求演员具有“灵魂”——“是具有崇高的个性、真实的情感和在摄影机面前把它们表

现出来的人”[10]。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正是透过格里菲斯的影片，体味到他关于电影表演的观

念和方法。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演员要学会研究生活。格里菲斯影片给予人们的第一感受就是：“影

片之优美，在于表演无处不隐露一‘真’字，使观者触目而有感于心，恍若身在其中，与幕上人为伍。”[11]格

[1]菊：《〈赖婚〉影片之评论》，《申报》1923年11月16日。

[2]次咸：《观葛氏所导演影剧之讨论》，《申报》1923年8月19日。

[3]欧阳予倩：《导演法》，《电影月报》1928年第1—6期。

[4]盈英：《观申江大戏院之新影片述评》，《申报》1923年8月18日。

[5]伯长：《葛雷菲斯对于电影之讨论》（二），《申报》1923年9月12日。

[6]田汉：《银色的梦》（1928），《田汉全集》第十八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7]〔美〕B.B.Hampton：《美国电影发达外史》（五），张韦涛译，《电影月报》1928年第6期。

[8]程步高：《葛雷菲斯成功史》（三），《电影杂志》1924年第3期。

[9]程步高：《葛雷菲斯成功史》（二），《电影杂志》1924年第2期。

[10]〔美〕亨利·戈登：《〈党同伐异〉的内幕》，《影剧杂志》1916年第10期。

[11]南摩老人：《对于〈二孤女〉影片的我见》，《电影周刊》19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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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菲斯影片其演员表演具有分寸感，角色的性格发展和情绪转变真实、自然。人们认识到，那是因为

他要求演员平时就必须“用些心思在社会中下深刻的观察，等扮演时演员将自己融化在戏剧里，完全

被感情所驱使，一点儿不做作”[1]。第二，是演员必须做到“体贴剧情之表演”。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

观众对格里菲斯影片表演艺术感受最深的，是“各演员之表情，都能感动观众之故。如丽琳之饰爱娜

悲遇，则演来处处有悲境”[2]。他们赞赏格里菲斯影片减少字幕“为影戏之进步”，更佩服其影片减少字

幕却无损观众的欣赏，因为“演员之动作已多，能尽情发挥使观众明了”[3]。格里菲斯不依赖字幕，而以

演员“体贴剧情之表演”呈现影片的思想情感，让人们印象深刻。第三，是扮演角色既要性格“恰合身

份”，又要内心情感能“刻画入微”；并且性格和情感表演不仅要注重“手势姿态”，更应注重“面部表

情”[4]。例如史蒂拉（《孝女沉舟》）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所以“园中嬉戏，活泼如小鸟，其父外出，暗随

而行”等行为姿态均显得恰合身份；其后“初见巴乐思时，又惊又喜，羞惭无地，形容逼真”，用面部表情

将少女初见爱人时的内心情感刻画入微，感人至深[5]。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同样从中感受到格

里菲斯影片性格描写和情感刻画之精彩。

中国早期电影被诟病为“无学问”，舆论界批评银幕表演“似尚未知有面部之表情”，所谓“剧情之

表演，只求人影往来便得。拼命即是打，男女并坐即是情话……剧本之派别，主义之何在，描写之手

段，表演之方法，更茫然无知”[6]。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正是通过格里菲斯影片接受了电影导演、

表演观念，并在实践中努力提高电影的导演和表演艺术。首先，他们认识到导演的重要性，强调影片

摄制必须“同化”为导演。即：“导演不但与演员发生关系，就是副导演呀、摄影人呀、制景人呀、速记员

呀，人人都有关系。要使得渠们同化在我一个空气里”，充分理解和贯彻导演的构想、设计与意图。如

此影片拍摄，就“场场充满我导演者个人一系的意义，事事物物都合乎我导演者个人的意义，连得天然

外景，也带着我导演者所抱意义的色彩”[7]。其次，认为演员表演在电影艺术创造中占有重要地位，强

调“银幕演员在表演之际，下列三个条件是不可不知道的：（一）身份，（二）个性，（三）事故”[8]。再次，强

调电影表演“以真为最最重要”：“在银幕上因为又大又近，就此不宜做作，无论眉目之间一颦一笑，哪

怕极细微的动作，都会有过火和不自然的危险。”[9]因而第四，他们强调导演要学会“化人”，就是“导演

者应当把各个演员的性情、动作、神气、姿态认得真，认得切，认得仔仔细细的”，使演员能准确把握人

物的“身份”“个性”以及“事故”而化作剧中人[10]，如此表演方能真实、自然。

四、“以美为根据，而制成动的图画”

“葛氏深知摄影术，在电影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1]。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从格里菲

斯影片中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杰出创造“不仅较以前所有者为佳，且昔者认为摄影术之基础者，皆完全

[1]心冷：《影戏情节不怕平常》，《大公报》1926年12月11日。

[2]盈英：《观申江大戏院之新影片述评》，《申报》1923年8月18日。

[3]管际安：《影戏杂谈》，《游戏世界》1922年第14期。

[4]立三：《〈赖婚〉影片新评》，《申报》1923年11月28日；伯长：《葛雷菲斯对于电影之讨论》（二），《申报》1923年9月

12日。

[5]周：《观〈孝女沉舟〉述评》，《申报》1923年12月28日。

[6]顾肯夫：《影戏艺术之向上问题》，《申报》1926年1月1日。

[7][10]郑正秋：《导演〈小情人〉之小经验》，《明星公司特刊》1926年第12、13期。

[8]郑鹧鸪：《我的影戏经验谈》，《影戏春秋》1925年第4期。文中“事故”即情节，作者按。

[9]郑正秋：《新剧家不能演影戏吗？》，《明星公司特刊》1925年第4期。

[11]程步高：《葛雷菲斯成功史》（三），《电影杂志》19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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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除，是以由此美国之电影界在美术上之改进，即开一新纪元”[1]。

对于摄影机，格里菲斯有深刻的认识：“摄影机已成为严酷的现实者，把镜头前真实的对象，丝毫

不错的实现了”；与“静的照相机能够隐藏人的个性”相比较，“活的电影摄影机则是诚实的机具，把人

的假面具揭去，而将内部所蕴蓄的个性，完全显露了。”[2]在这里，格里菲斯所阐释的是电影的纪录和揭

示功能，1960年代克拉考尔的电影纪实理论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为电影“纪录”的价值在

于它有难以想象的精确性，是对外部现实的真实可靠的纪录；“揭示”则是它能抓住瞬息即逝的自然形

态或人的面部表情，使人们在看影像时总能发现某些意外的，但因囿于习以为常的概念而在生活中未

能看见的新的东西。所以“纪录”的对象主要是“现实景象的表层”，而“揭示”的对象则主要是“那些需

要在照相技术帮助下才能注意或发觉到的东西”。电影摄制只有“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

名副其实的影片。”[3]

格里菲斯电影在影像画面上给予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的深刻印象，着重是两点：一是

电影之要素为“美”；一是电影是“动的图画”——“葛氏心中，多要把影片变成图画，而最要紧的，就是

图画上加一‘动’字”。综而论之，就是看到了格里菲斯“对于影片的背景、道具、色彩、服装，及影片中人

物的地位，多以美为根据，而制成动的图画”，并且认识到这“已为电影界公认为影片的本性了”[4]。中

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主要是透过格里菲斯的影片去理解电影这门新兴艺术的审美本性的。

将电影摄制成“动的图画”去表现社会人生，这是格里菲斯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巨大贡献。并且进

一步，在将电影摄制成“动的图画”的基础上，他又有“近摄法”“淡出”“淡入”“朦胧景”等镜头画面的独

特创造。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是通过观赏格里菲斯影片，知晓了这些艺术创造的观念和手

法。比如，懂得“淡出”是影像渐渐现出而能“使剧情更耐人寻味”，“淡入”则“为换幕之关键，使二幕景

物连续，全剧精神贯注，无枯燥之患”[5]。它给中国电影家极大启发，促使他们学习、借鉴格里菲斯如何

用“动的图画”的观念和手法去表现社会人生。

尤其是“近摄法”即特写镜头，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它将演员表演从一幕戏为

中心之故事顺序的叙述，改变为以一个镜头为中心之片段的叙述，这是电影表演离开戏剧舞台传统的

第一步。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也主要是从格里菲斯影片中感受到“近摄法”观念和手法

的。其一，“近摄法”可“专摄头、胸部，而置下半身于摄影范围外”，“惟其如此，因而演员面部的表情，

始得清楚而显出于银幕上，故演员的情绪，遂为观众看得领会，非常满意而易起同情，愈觉影戏的有味

可寻。”[6]其二，“近摄法”具有强烈的画面冲击力，可“使影剧感人的力量更加一层。剧中人的悲欢忧乐

的表情，可以很近地现在观众的眼前，深深地击动观众的心弦”[7]。其三，“近摄法”可使电影表现由原

先重外在形体动作而趋向内心情感。从前的银幕表演大都是通过手势姿态竭力描摹，演员的个性不

能与剧中人同化，有过火、生硬的弊病。“近摄法”把演员表情集中于面部，片中人的情绪如抽丝剥茧般

在银幕上表现出来，它促使银幕表演趋向人物情感世界，“内心表演即因之而贵，而精神式的影片，遂

在电影史上进一步的产生。”[8]时人评价国产影片曾言：中国电影大量借鉴“近摄法”，“内心表演，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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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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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重一时，喜怒哀乐，均能深入观众之心。”[1]

格里菲斯不仅强调电影的“图画”要“动”，而且强调电影的“图画”要“美”。所谓电影之要素为

“美”也。对于“动的图画”要富有美感，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着重是从以下两点去领会的：一是

画面构图融情于景，富有意境；二是画面取景要佳、奇、美，蔚为奇观。以《赖婚》评论为例。前者，如片

中“爱娜与台维同坐湖滨之一节，爱娜散发而坐，帽堕身后，光线之适宜，采景之佳胜，饶有画意”[2]；后

者，如片中“山岭积雪，冰块溶解，一泻千里，允称巨观也”，令观者咋舌[3]。更重要的是，如此动人的景

致，不但“可以引起观众高尚的美感，而且对于剧情也很有帮助……环境的优美，足以衬托他们爱情的

高洁”，而令观者“不禁神往，甚愿化作剧中人，去尝那优美而圣洁的乐趣”[4]。所以人们呼吁：“我国之

欲摄电影者，及已有摄片出世者，皆宜前往参观，细心研究，则必能获益不浅。”[5]

结 语

1926年，田汉在一次演讲中高度评价格里菲斯，认为“近来影戏的大进步，就是葛雷菲斯的发明，

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6]。所谓“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是指其影像艺术创造能

够如文学一般地表现内涵、意蕴和境界，从而极大地拓展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联系，丰富电影反映

社会人生的艺术表现力。

中国早期电影还处于艺术幼稚时代，大都被当作“杂耍”或“游戏”。郑正秋曾回忆说，他们最初拍

摄电影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工作，“既没有什么师傅传授，又没有什么书本子作参考，好比从暗弄堂里

暗中摸索。”[7]中国早期电影家大都不知道如何编剧、导演、表演和摄影，摄制的影片既少有社会人生之

“戏”，也少有审美创造之“影”。中国早期电影家正是在这种“从暗弄堂里暗中摸索”的情形下，首先遇

见格里菲斯影片的。可以说，作为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电影艺术家，格里菲斯影片

就是中国电影创作的“师傅”和“参考书”。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主要是透过格里菲斯的影

片而逐渐加深了对于电影的认识。格里菲斯“电影摄影机是研究人类的器具”的电影现实观念，让中

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理解了电影与社会人生之关系；格里菲斯“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的

叙事观念，“表演动作及化装等，均与人类的真实无异”的表导演观念，“以美为根据，而制成动的图画”

的摄影观念，又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理解了电影的审美本性以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之关

系。这些认识，对于促进中国早期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

都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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