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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重写电影史”的学术潮

流，要求对既有电影史的书写予以纠正、澄清或重述。

其实，无论是“重写电影史”还是“新电影史”，都强

调中国电影史的书写要更加多元，以求呈现出更加丰

富多彩的电影史维度。

易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 :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有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此过程中，电影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动员安置阶段，电影激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在下乡后，电影又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与此同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因其对农村生活有过深入接触，对中国国情有更深刻的体会，因此，

他们中涌现出的电影从业人员给改革开放后的电影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复苏。电影

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同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对当代中国电影史的书写

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和形式。

关键词 : 电影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历史书写

早在 2005 年，就有学者指出：“新电影史强调应

当把电影史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将其引向历史

研究”“电影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重视电影现象

发生机制变化和因果关系；主张从建立事件进入解释

事件，将史料作为阐释的论证和论据”“人们的眼光

不再仅仅停留在影片上，而扩展到影片之外的其他有

关领域”“中国电影史研究应从电影本体出发探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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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在中国的演变与发展”。[1] 这也要求在研究、书写

电影史时以电影本体为核心，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电

影史的内涵。为此，学术界提出了“开放的电影史

观念”[2]。电影史既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综

合的体系。电影与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着紧密的联

系，没有这种联系的存在，也就无法解释电影发展

的历史。而电影史又很难被看作是电影与各种社会

领域联系的简单集成，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或生

命体，因此有学者指出，在研究电影史上发生的各

种关系和现象的时候，应有一种见微知著的思考。[3]

这仍是强调要以电影为中心，构建一种整体史观下

的电影史研究。事实上，这种电影史研究的践行也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电影史研究，既有利于

整体电影史观的建构，又推动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

历史学转向，同时也使得中国电影史研究走向更广

阔的电影文化史。[4]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全国约有

两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既是一代人的经历、一

代人的历史，更是诉说不完的历史话题。对此，有不

少关于知青题材的电影作品问世，也有不少对这些作

品的学术探讨，但这些探讨多围绕作品本身展开，较

少探讨作品之外的内容。[5] 事实上，要更好地研究知

青电影，就必须纳入知青本身的历史以及电影与知青

上山下乡的紧密联系，既要做好知青电影的“内史”

又要做好知青电影的“外史”，既将其放在当代中国

电影史的脉络中来展开，更要放在当代中国历史的脉

络中去分析。如此一来，也就需要纳入知青这一电影

观众群体的视角，考察有学者提出的重视电影观众的

研究维度 [6]，同时还需要从知青一代经历的角度来探

讨电影发展的历史。

一、动员：电影对青年的激励作用

有国外学者对现代电影研究后认为“电影观众是

一个‘无结构的群体’”，“因为我们所指的‘电影观

众’这个无结构群体随着每次的观影体验正不断地被

构成、被消解和重构”。[7] 这种解释只是针对商业化、

市场化的电影观众而言，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尤其是作为动员对象的知识青年，这一理论并不适用，

因为每一次动员都有特定的青年群体，即被选择的电

影观众。因此，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

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觉功能为知识青年的动员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初，中央便一再强调要做

好思想动员工作。1963 年 7 月 30 日，《关于城市精

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

中便指出“首先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8]。思想动员工

作是一个大的范畴，究竟如何做好这项工作，也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其中，发挥电影在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中的动员作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

应，为此，周恩来也作了相关指示，要求通过培养和

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

加大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9]

据不完全统计，1963—1966 年上海先后动员了

81398 名知青支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

“新疆兵团”）。[10] 从繁华的东海之滨到遥远的西北边

陲，其动员工作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做好这一工

作，上海也充分利用了电影的动员功能，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这项工作顺利完成。到 1966 年初，上海市

杨浦区还在当年的宣传动员计划中拿出 431.2 元用于

电影费用支出。[11] 因此，通过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

新疆中的电影动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电影对知识青年是如何产生动员作用的。

1963 年 6 月 4 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批转上海市

劳动局党组等单位《关于动员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

的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动员大批青年去新疆必

须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帮助青年正确认识个人

与国家的关系，明确“面向农村，面向外地”是上海

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树立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处为

家的革命志向。要达到这样的动员效果，宣传动员的

组织工作尤为关键。报告也强调了如何做好宣传动

员工作，其中，观看有关电影也是动员方式之一。[12]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是“观看有关电影”，所谓

有关电影，主要就是涉及能激发青年响应国家上山下

乡号召的电影。在这方面，新疆兵团也积累了一定的

电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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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新疆兵团成立，发挥着屯垦戍边的重要

作用。自 1958 年新疆兵团掀起向南北疆进军之后，

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和事迹。其中，有 1958 年在开

发塔里木中的“塔河五姑娘”[13]，也有以湘妹子王孟

筠 [14] 为原型于 1962 年在全国上映的电影《生命的火

花》，1963 年该电影又由编剧邓普以中篇小说《军队

的女儿》 [15] 在全国发行，王孟筠被誉为“中国保尔”，

得到了内地青年的热烈讨论和学习，同时新疆兵团也

被大家不断认识。

在上海动员青年奔赴新疆的过程中，电影起到了

很好的宣传效果。1963 年 6 月 18 日，上海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上海青年宫为配合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建设

的工作，向全市各区和基层团组织介绍了一批相关电

影 [16]，让各基层组织青年观看，方便动员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上海也抓紧时间拍摄了一批新的影片，如

《北国江南》《蚕花姑娘》，前者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

立后塞外农民在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展开阶级

斗争的故事片，后者则是描写知识青年献身养蚕事业

的故事。[17]

1964 年 5 月，上海市知识青年支援外地建设办

公室发给上海各影院关于宣传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幻

灯片一套（共 4 张：第一张为新疆人民和生产建设兵

团热烈欢迎上海青年；第二张是上海青年在新疆，迎

着朝阳，昂首阔步走上工地；第三张是上海青年在新

疆，劳动之后，清水洗脚，愉快休息；第四张是许多

上海青年到建设兵团评上五好工人），由各影院在动

员上海青年期间免费放映。[18] 有学者指出：“影片是

社会的再现，尽管这种再现是间接的、隐晦的。这就

是说，电影的影像和声音、主题与故事最终都是从它

们的社会环境中派生出来的。”[19] 显然，电影起到了

一定的动员效果，所以在此后的动员工作中也不断加

以完善，并得到了更多的应用。

1965 年 3 月 25 日，上海在《动员社会青年参加

新疆建设的宣传工作计划（草案）》中明确指出，要求

电影发行公司从四月份起有计划地多插一些有关下乡

上山的故事片场次，如《雷锋》《生命的火花》《新

的一代》《草原雄鹰》《北大荒人》《老兵新传》等；

在各影院上映其他影片时，能加映配合下乡上山的有

关新闻纪录片，如《把青春献给塔里木》《征服塔里

木》《邢燕子》等；同时，要求全市各影院在四月下旬

开始放映宣传新疆幻灯片。[20] 同年上映的电影《军垦

战歌》更是成为当时不少青年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

图 1    《生命的火花》（1962）剧照

图 2    《蚕花姑娘》（1963）剧照

图 3    《军垦战歌》（1965）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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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不少青年都表示要报名到新疆

去。确实，电影《军垦战歌》气势磅礴、画面动人，

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激发了不少青年奔赴新疆参加

革命事业的激情。[21] 事实上，这些电影都是为突出

效果而拍摄，因此会专门突出所要表达的内容。对此，

参加过电影拍摄的上海青年更是感触深刻。[22]

时隔多年，不少当年的上海青年回头再来看这类

动员工作，仍旧认同《军垦战歌》等作品所展现出的

强大宣传攻势。[23] 而这样的宣传所编织出的正是到

边疆去大有可为的强烈舆论场域，符合国家当时针对

青年学生的舆论动员要求。[24] 无论如何，就当时的

历史语境来看，电影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在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的开展。而且，电影院这样的公

共空间也会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集会场所，成为

其上山下乡的共同记忆。例如，1967 年 11 月 17 日，

贵州省贵定县革委会在县电影院召开了“欢送第一批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此后，全县城镇掀起了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25] 如此一来，电影院也与

电影一样，成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历史记

忆，因此，知青往往会对与电影有关的历史记忆深刻。

二、慰藉：电影与青年的娱乐生活

1964 年 4 月 14 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在给中共

中央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

设的报告》中提道：“关心他们的娱乐和休息，活跃他

们的生活。下乡青年说：‘我们不怕劳动，不怕苦，就

怕没人管我们娱乐。’有些青年业余时间没事干，只好

谈天说地，扯乱谈。因此，所有农场和农村的团支部，

都应积极地把俱乐部办起来，组织他们开展文化娱乐

和体育活动。”[26] 从青年刚到农村、边疆再到巩固下来，

这中间有一个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时间，是一个比较漫

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影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

可以称之为文化娱乐的活动之一。

一般来说，在国营农场或兵团，看电影的机会

相对多一些。在 1962 年底上海团市委的宣传提纲中

便指出，在新疆兵团农一师的文化生活方面，各农场

平均每月能看到 2—4 场电影，兵团和师的剧团（包

括越剧、京剧、评剧、豫剧、话剧、吕剧、秦剧和歌

舞剧团）经常下连队进行轮回演出。[27] 确实，青年对

精神生活的追求可能比对物质的追求更为强烈。在

1963 年初上海《文汇报》记者对宝山县农村的回乡青

年调查发现，这些青年对读书看报、看电影等文化生

活的需求特别强烈。[28]1963 年新疆兵团农一师胜利

十五场为欢迎上海市杨浦区青年的到来，便组织了青

年观看电影和慰问演出。[29] 事实上，知识青年来到

农场后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一些青年甚至还会因为

看电影而与领导发生冲突。新疆兵团农二师塔里木二

场蚕桑二队政治指导员杨某在一次课上遇到有些学生

执意到场部去看电影，便对其中不回连队的二三人鸣

枪警告。[30] 由此可见，下乡青年对看电影等娱乐活

动的渴望程度之强烈。

为解决下乡青年看电影等娱乐问题，知青输出地

一般会提供相应的慰问，其中就会有组织电影放映等

活动。1965 年 7 月 21 日，上海市决定向新疆派出慰

问团，时间约两个月（后延长慰问时间，约 3 个月—

笔者注），要求准备相应的电影设备。[31] 

上海市赴疆慰问团由三个分团组成，在上海市

副市长宋日昌的带领下，三个分团分别在天山南北进

行慰问。从当年 8 月至 11 月底，慰问团共放映电影

174 次，观影人数达 18 万人次，平均每场观众 1000

余人次，其中，地处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观影人次最

多。事实上，农一师、农二师地处天山以南，这里安

置了绝大多数的上海青年，因此对电影等文娱活动的

需求更为强烈。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新疆

不再安置上海青年，但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上

　 慰问地区 放电影场次 观众人次（万人次）

第一分团 农一师 65 8

第二分团
农二师 55 5
农六师 10 1

第三分团
农八师 18 1.2
农十师 8 0.8
农七师 18 2

合计 174 18

表 1  1965 年上海慰问团在新疆放映电影场次及观众

人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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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乡。随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对文化娱乐

活动的需求也更为强烈。

1970 年 5 月，上海知青陆融经过长途跋涉，与

上海市静安区的知青一道来到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

场下乡。从 1970 年 5 月到来至 1979 年 1 月离开，他

先后寄出家信 223 封，其中不少家信均提及观看电

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下乡知青与看电影之间的关

系有所反映。1970 年 9 月 12 日的信中写道：“我在上

月 31 日看了新放映的电视影片《红灯记》。这天通知

夜里 12 点钟放电影，弄得觉也没有睡，总算看到了。

要是在上海，半夜 12 点钟放电影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要算‘半夜场’了。但是看的人却特别多，少数民族

也有。整个《红灯记》 片子在橄榄坝只停留了 24 小

时，这里放好马上就用拖拉机开到别的地方放，没有

停过，还有的地方是等我们看好，4 点钟再放一场。

由此可见，这里的电影是多么稀奇啊！”[33] 他也在同

年其他几封家信中提到看电影，但观影时间都比较晚。

10 月 22 日的信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放电影《智取威

虎山》，通知得很晚，回家拿衣服天已黑了，同学之

间衣服都带得很少，再加上片子又是半夜 1 点钟才来，

装装放映机又是几个钟头，结果忙到凌晨 3 点钟才放，

整整一夜未眠，又冷又倦，看到第八场实在坚持不住

了，最后顶精彩的两场没看到，只好回家睡觉了。一

到家就睡着了。” [34] 由此可见，当时看电影的机会实

在是少，而且，看电影的时间也晚。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当时电影资源少，电影放映体系也不完善，广大

下乡青年又必须以劳动为中心，有限的看电影时间只

能搁到晚上。

随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知青输出地也不

断派出慰问团，其中看电影也是慰问内容之一。一些

地方在知识青年下乡后不久就展开了慰问活动，如河北

省在 1971 年 12 月就开始组织下乡慰问，派出了 497 个

电影队，共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3.9 万人。[35] 但在

1973 年之前，无论是慰问团的数量还是看电影的机

会并不是很多。这在陆融的家信中也能发现。1970

年 12 月 16 日，北京慰问团给他所在的营部带来了

《地下游击队》 《国庆二十周年》 《智取威虎山》三部

影片；1971 年 3 月 9 日，上海慰问团则放映了电影《地

下游击队》和大型纪录片《红旗渠》。[36] 真正看电影

多起来是在 1973 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
[37]，中央抓紧时间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各种问

题，各地纷纷派出慰问团，并带去了电影等文娱活动。

1974 年 3 月，上海再次向新疆派出学习慰问团，

并带有 3 个电影放映小组奔赴新疆，带去 16 毫米电

影放映机 6 台、发电机 3 台、《海港》等影片拷贝 15 个，

共值 3 万余元。新疆兵团提出这种放映机轻便、灵活，

非常适合边防地区使用，要求慰问团结束在新疆的学

习慰问工作后，将这些放映设备及影片全部留给兵团。

对此，上海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也同意

将这批电影放映设备全部赠送给新疆兵团，以改善上

海支边青年的文化生活。[38] 与此同时，陆融所在的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能看到更多的电影，1974 年至

1975 年春节，上海慰问团给他们带去了革命影片《青

松岭》《民兵赞》等，四川慰问团则带去了彩色故事

片《闪闪的红星》和纪录片《国庆颂》。[39]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各条战线的调整，下

乡知识青年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电影资源也更加

丰富。1977 年 2 月 6 日，陆融在信中写道：最近看电

影的机会比较多，尤其在水库工地，农场对我们分场

比较关心，先后到水库工地放映了《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泽东永垂不朽》《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以

及故事片《火车司机的儿子》《沸腾的群山》《难忘

的战斗》。[40] 除下乡安置地自己放映电影外，知青输

出地仍不断派出慰问团，并带去大量影片，给下乡知

青带去精神慰藉，以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 月，

四川省重庆市赴滇慰问团带去了四部电影：《秘密图

纸》《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勐龙沙》。[41] 至改

革开放元年 1978 年，陆融所在的农场看电影的机会

更多了，平均每星期有 1—2 场电影可以观看。[42] 由

此不难发现，随着国家形势好转，电影业也逐渐复苏，

知青的观影史也越来越丰富。

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农村、边疆，面临着生活上

的巨大转变，除对物质生活的渴求外，精神生活更显

得尤为重要。而看电影作为当时难得的娱乐活动之一，

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各级单位力图通过

更多的方式给广大青年带来更多电影。不过，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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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电影放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极大的差

异。从时间上来看，电影总量一直较少，但前期更以

政治色彩浓厚的影片为主，以激励知识青年长期坚守

农业一线，随着时间推移，影片的数量日益增多，也

增加了一些更具有故事性的影片，更能贴近青年的生

产、生活。从空间上来看，国营农场、兵团的知青似

乎有更多观影机会，分散插队的知青则需要与所在农

村村民一道共享观影机会。

三、融合：上山下乡与电影的发展史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电影发挥着独特作

用。同样，这一过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电影自身的发

展轨迹，尤其是为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展，需

要放映相应的影片，从而推动了一批相关电影的诞生，

并进一步推动了相应放映设备的生产以及放映体系的

完善。与此同时，作为上山下乡的一代，知青的历史

也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讨论空间，知青中也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他们为改革开放后的电影

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持续影响着中国电影事业的

发展。而这也是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体两面，

互为表里、相互影响。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电影既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如前所述，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反

映。为做好知识青年的动员工作，国家主导拍摄了一

批有关知识青年的电影（含纪录片），这些电影既推

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时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

重要组成。1965 年所拍摄的《军垦战歌》作为反映新

疆兵团军垦生活题材的影片，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

着深远的影响，多年之后很多知识青年还能回忆起这

部电影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

部影片是以彩色纪录片的形式拍摄而成，并配有声情

并茂的解说，展现出一幅边疆风光无限好的景象。

这部影片不但对知识青年影响深远，而且党和国

家领导人也对此印象深刻。1965 年 10 月 3 日，贺龙

在新疆兵团视察时指出：“你们拍的那部电影——《军

垦战歌》我看了，上面讲光是树木若以两米间距排成

单行，就能绕地球六圈多。你们的成绩是很大的，是

要肯定的。”[43]1981 年 8 月，邓小平视察新疆石河子

时说：“我过去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军垦战歌》，

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

讲起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情景。不过还是那

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次来不虚此行。”[44]《军

垦战歌》之所以影响深远，除其内容丰富饱满外，其

所运用的拍摄技术也是当时的最高水准，故能引起大

家共情。

除《军垦战歌》外，当时还拍摄了大量反映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的电影，其中不少作品来源于知识青

年，最后又放映给知识青年观看，以达到巩固上山下

乡的目的。其中，云南便在知识青年所在的农村巡回

播放了彩色纪录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45]

而珠江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都拍摄过不少

类似影片，以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1972

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九

团（红峰农场）13 连拍摄了《一代新人在成长》纪录

片。[46]1973 年、1976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完成

了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彩色纪录片《在广阔的天

地里》《莺歌燕舞》。[47] 总体来看，这些作品都是当

时电影事业中的产物，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青电影之

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拍摄尤其是播放这些知青电影（也

包括其他电影）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电影

放映体系的完善。为保证下乡知识青年的观影，黑

图 4    《广阔的天地》（1969）剧照

  书写历史与历史书写：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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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勤得利农场场部留有一套 35 毫米放映机，各分

场还成立了放映组，放映员主要由知识青年组成。[48]

青海省同仁县也在 1970 年以后组织电影队下乡，在

农村、牧区播放“样板戏”影片，每年演出在 200 多

场（次）以上。[49]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后，知青这一代人的特殊

经历又催生了新的知青电影诞生。一大批耳熟能详的

知青电影也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后电影业的复苏。如

《假如我是真的》《孩子王》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有学者发现，进入 21 世纪，知青题材仍然为电影家

们所钟情，拍摄了诸多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电影，知

青题材本身的丰富性、曲折性、生动性，成为电影家

们始终热衷的题材，新世纪知青电影呈现出多元化的

叙事视角，蕴蓄十分丰富的情感基调。[50]

（二）下乡经历催生了一代电影从业者，为中国电影

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

有学者对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有如此概括：大多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生人，多数有过知青的经历，有着坚

强的意志和努力拼搏的内心。他们把目光聚焦在历史

题材的选择上，致力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历史的反思和

民族精神的重建，通过强化银幕视觉造型和象征写意

功能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中国电影成功地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的巨大成就，其电影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

反叛性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电影

的最高峰。由于其对电影本性的尊重以及独特的电影

语言的使用，他们构成了影人电影，形成了中国电影

真正的“电影性的电影”时期。[51]“新电影史”着力

探讨电影现象的生存机制和历史原因，需要在描述和

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系统阐释和理论概括。[52]

那么，包括第五代导演在内的电影人他们身上究竟有

多少知青色彩，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山下乡的影响，

这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艺谋等被誉为中国

第五代电影导演领军人物，但又都曾是上山下乡的知

识青年，他们下乡的时间不一，经历也大有不同，但

这些经历毫无例外地都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和记忆。当然，下乡经历并不等于铸就了他们在导演

路上的成功，但却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中国

社会的观察。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一书中写道：“我

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都从大自然中得到过什么，特

别是心灵方面。我们的所得，对今生的影响很难直接

估计，许多人只是不自觉罢了。”[53] 陈凯歌在多年后

对自己下乡经历的反思多少能反映下乡生活对其所带

来的影响。也正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五代的现代意

识起源于他们作为“知青一代”的成长经验与对“文

革”的历史反思。这种历史反思没有孤立地看待“文

革”这一历史事件，而是将之放置于整个中国历史反

思、现实批判和未来的乌托邦设想中，修复了“中国

现代性话语”中历史的“断桥”，并在对历史的重新叙

述中找回了失落已久的“个体”地位。[54]

除知青导演外，知青编剧、知青演员在某种程度

上也呈现出这样的气质，或多或少受到其下乡经历的

影响。著名编剧陆天明曾是赴新疆兵团上山下乡的上

海知青，他前期的作品主要就是写知青生活，其中以

《桑那高地的太阳》 等为代表。演员濮存昕也曾说：“知

青八年时间，我把所有的苦都吃了，现在什么苦都不

在话下。”[55] 虽然他这主要是从自身的生活承受能力

来谈知青经历，但是从其演员品格的铸就来看，其演

艺之路也正是其知青生活的另一种写照。抛开其他方

面，仅从个人品格和精神的历练方面来看，这也是一

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余 论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回城再到今天，这段历史

既成过往，但又在不断被书写和记忆。在不断书写和

记忆的过程中，电影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元素。在动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电影因其独特的光影效应发挥

了重要作用。作为观众，知识青年在观看相关影片后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激励，从而踊跃报名上山下乡。

不过，电影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部分，与戏剧、歌曲、

书籍等一道发挥着作用。譬如，在动员上海知识青年

奔赴新疆的过程中，贺敬之在 1963 年完成的诗歌《西

去列车的窗口》便对易中天等内地知识青年起到了激

励作用。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送你一束沙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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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同样如此。正因如此，所以上海在 1966 年 3 月

布置动员任务时，仍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艺武器（革命

的戏剧、歌曲、书籍和电影等）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56]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与其他“文艺武器”一道，形塑

了知青的历史。在知青史以及个人史的书写和记忆中，

电影无疑成了一个重要的元素。作为书写和记忆的对

象，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知青历史书写的方向。

与此同时，知青也形塑了当代电影的历史，其作

为电影史的一部分，又影响着电影史的书写。在知识青

年下乡后，电影因其娱乐性、激励性而给知识青年带去

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尤其是随着各知青输出地派出慰问

团后，各地知识青年看电影的次数逐渐增加，也相应地

推动了当时电影放映体系、电影拍摄等的发展。这些

内容与下乡知识青年一道，成为当代电影史的一部分。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新一代电影人的产生，

更是对改革开放后的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 项目编号：15ZDB051）的阶段

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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