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袁庆丰(１９６３—)ꎬ文学博士ꎬ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访问学者ꎬ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６６ 期ꎬ２０２０. 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７ Ｊｕｌ. ２０２０

第三种声音:１９３０ 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
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ꎬ中国电影有新、旧之分ꎬ宣扬抗日救亡、为弱势阶层发声的左翼电影属于新电影ꎬ
这是学术界多年来的公论ꎮ 但研读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 １９３８ 年之前的电影文本就会发现ꎬ新电影还包括有

条件地抽取借用左翼电影思想元素以扩大市场份额的新市民电影ꎬ以及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社会革命立场ꎬ
同时又反对新市民电影侧重都市文化消费的国粹电影ꎮ 国粹电影生成于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ꎬ在对

待传统文化大是大非的态度上ꎬ摒弃了以往旧市民电影抱残守缺ꎬ故步自封的取用原则ꎬ代之以选取优质资源ꎬ
试图在新时代潮流中为故邦找寻家国一体的立身之本、确立强健民族新生命脉动的努力ꎮ 作为第三种声音ꎬ国粹

电影不仅即时进入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电影多元化的新一代话语编程体系ꎬ而且成为其结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关键词〕旧市民电影ꎻ左翼电影ꎻ新市民电影ꎻ国防电影ꎻ抗战电影ꎻ国粹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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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就有评论者和研究者ꎬ把当时

的中国电影分成“新”与“旧”ꎮ 只不过旧电影都

认为旧ꎬ没有进一步的称谓ꎮ 新电影则被称为“新
兴电影” 〔１〕ꎬ或“复兴”的“土著电影”ꎮ〔２〕１９４９ 年

之后中国大陆的电影史研究ꎬ都承认这种新、旧之

分ꎮ 只不过 １９９０ 年代之前的研究ꎬ对新电影只承

认或只提及左翼电影ꎮ〔３〕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的研究

者ꎬ有的沿袭了“新兴电影”(运动)的称谓ꎬ〔４〕 有

的新命名为“新生电影”(运动)ꎮ〔５〕

在笔者看来ꎬ与新电影相区别的旧电影ꎬ即
从 １９０５ 年中国电影诞生ꎬ到 １９３２ 年左翼电影出

现ꎬ这二十八年的中国电影ꎬ全部是旧市民电影

形态ꎬ或者说ꎬ属于旧市民电影为唯一面貌的时

代ꎮ〔６〕旧市民电影的题材、主题ꎬ基本上源自“鸳
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等言情小说ꎬ以及武侠

小说———因此ꎬ早期中国电影史上的武侠片也都

属于旧市民电影形态———换言之ꎬ旧市民电影几

乎全部来自“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和武侠小

说等通俗文学ꎬ是与新文学、新文化相对而言的

旧文学、旧文化的电子影像版ꎮ〔７〕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文本ꎬ大约有

２０ 部左右ꎮ 即有 «劳工之爱情» («掷果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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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 〔８〕、«一串珍珠» (１９２５) 〔９〕、 «海角诗人»
(１９２７) 〔１０〕、«西厢记» (１９２７) 〔１１〕、 «情海重吻»
(１９２８) 〔１２〕、«雪中孤雏» (１９２９) 〔１３〕、 «怕老婆»
(«儿子英雄»ꎬ１９２９) 〔１４〕、«红侠»(１９２９) 〔１５〕、«女
侠 白 玫 瑰 » ( １９２９ ) 〔１６〕、 « 恋 爱 与 义 务 »
(１９３１) 〔１７〕、«一剪梅»(１９３１) 〔１８〕、«桃花泣血记»
(１９３１) 〔１９〕、«银汉双星»(１９３１) 〔２０〕、«银幕艳史»
(１９３１) 〔２１〕、«南国之春»(１９３２) 〔２２〕———近四五年

来ꎬ又有一些新的现存文本公之于众ꎬ譬如 １９２６
年出品的«儿孙福» «夺国宝»ꎬ１９２７ 年出品的

«盘丝洞»ꎬ以及 １９３２ 年出品的«啼笑因缘» «粉
红色的梦»等ꎮ〔２３〕

从文化属性上说ꎬ旧市民电影以旧文化、旧
文学为文本取用资源ꎮ 换言之ꎬ在 １９２０ 年代已

经开始影响中国社会上层的新文学和新文艺ꎬ包
括创作者ꎬ没有进入到电影的制作和生产领域ꎻ
同时ꎬ由于编导大多是旧小说或通俗文学的作

者ꎬ演员也“只有和‘文明戏子’和‘髦儿戏子’相
仿的身份” 〔２４〕ꎬ因此ꎬ旧市民电影不过是市民文

化和娱乐的一个部分ꎮ〔２５〕 旧市民电影始终站在

维护传统伦理观念、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和歌颂

的立场和角度ꎬ很少涉及当下的现实社会ꎮ 在艺

术形式上ꎬ旧市民电影和戏剧、戏曲有着紧密的

血缘关联ꎬ电影最初被翻译成“影戏”的道理就

说明了这一点ꎮ １９２０ 年代的中国电影ꎬ其本体

性虽然在不断成熟ꎬ但始终是和戏剧、戏曲捆绑

在一起向前发展的ꎮ

一、作为新电影的左翼电影和新市民电影

新电影的出现ꎬ以左翼电影的出现为标志ꎮ
而左翼电影的出现是 １９３２ 年ꎬ主要代表是孙瑜

编导、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野玫瑰» 〔２６〕和«火山

情血» 〔２７〕ꎮ １９３３ 年是左翼电影大行其道之

年ꎻ〔２８〕而“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ꎬ其余的几

乎是所有的各大小影片公司的创作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ꎮ〔２９〕实际上ꎬ就是从这一年开始ꎬ左翼

电影(和随后出现的新市民电影一道)ꎬ全面取

代了旧市民电影ꎬ成为国产影片的主流ꎮ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左翼电影文本ꎬ除
了« 野 玫 瑰 » 和 « 火 山 情 血 »ꎬ 还 有 « 天 明 »
( １９３３ ) 〔３０〕、 « 母 性 之 光 » 〔３１〕、 « 小 玩 意 »
(１９３３ ) 〔３２〕、 «恶邻» ( １９３３ ) 〔３３〕、 « 体育皇后»
(１９３４ ) 〔３４〕、 « 大 路 » ( １９３４ ) 〔３５〕、 « 新 女 性 »
(１９３４ ) 〔３６〕、 « 神 女 » ( １９３４ ) 〔３７〕、 « 桃 李 劫 »
(１９３４) 〔３８〕、«风云儿女» (１９３５) 〔３９〕ꎬ以及几年前

才向公众放映的«奋斗»(１９３２) 〔４０〕ꎮ １９３６ 年ꎬ左
翼电影被新兴的“国防电影” (运动)取代ꎬ但余

绪尚存ꎬ这就是 １９３６ 年的«孤城烈女» 〔４１〕和 １９３７
年的«联华交响曲»(中的五个短片)ꎮ〔４２〕

左翼电影的特征非常明显ꎬ一般来说有三个ꎮ
第一是阶级性:左翼电影中的所有人物都是

以阶级性来划分的ꎮ 简而言之ꎬ有钱人是坏人ꎬ
穷人是好人:有钱人政治上反动ꎬ经济上贪婪ꎬ道
德上败坏ꎬ容貌猥琐ꎻ穷人思想觉悟先进、反抗强

权压迫、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呼吁抗日救亡ꎬ经济

上被剥削ꎬ占有道德高位ꎬ相貌英俊ꎮ 第二是暴

力性:不同于旧市民电影的噱头打斗ꎬ左翼电影

的暴力是群体性的、反抗性的阶级斗争ꎬ其死亡

一定是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结果ꎮ 第三是宣传性:
左翼电影以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人物取胜ꎬ将旧

市民电影的“三角恋爱”直接搬过来加入革命性

元素ꎬ因此又具有颠覆主流价值观念或反主流思

想意识的思想暴力ꎮ
１９３３ 年ꎬ中国有声电影史上第一部高票房

电影«姊妹花» 〔４３〕 的出现ꎬ意味着新电影中的新

市民电影正式登场亮相ꎬ并且与左翼电影一道ꎬ
共同成为国产影片的主流ꎮ 新市民电影和左翼

电影的主要区别ꎬ就在于左翼电影灌注、强化、凸
显其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性、
反抗性和革命性ꎬ新市民电影则是有选择地将左

翼思想元素转化为影片卖点ꎬ侧重都市文化消

费ꎮ 如果说ꎬ以噱头、打斗和闹剧为核心元素ꎬ以
社会教化为主题ꎬ以婚姻家庭和武侠神怪为主要

题材的旧市民电影ꎬ可以用主题通俗、题材庸俗、
形式低俗的“三俗”来概括ꎬ那么ꎬ左翼电影就是

“三性”(阶级性、暴力性、宣传性)ꎬ而新市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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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则是具有在思想、技术和时尚品味等方面的

“三投机”品质ꎮ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新市民电影文本ꎬ

除了«姊妹花»ꎬ还有«脂粉市场»(１９３３) 〔４４〕、«女
儿经»(１９３４) 〔４５〕、«渔光曲»(１９３４) 〔４６〕、«都市风

光» (１９３５) 〔４７〕、«船家女» (１９３５) 〔４８〕、«新旧上

海» (１９３６) 〔４９〕、«压岁钱» (１９３７) 〔５０〕、«十字街

头»(１９３７) 〔５１〕、«马路天使»(１９３７) 〔５２〕、«夜半歌

声» (１９３７) 〔５３〕、«如此繁华» (１９３７) 〔５４〕、«王老

五»(１９３７) 〔５５〕ꎬ以及这几年新公布的«迷途的羔

羊» (１９３６) 〔５６〕、«艺海风光» (１９３７) 〔５７〕、«二对

一»(１９３３) 〔５８〕ꎮ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ꎬ笔者对以上罗列的现存

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

民电影的影片文本个案讨论ꎬ均先后收入«黑白

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早期电

影现存文本读解»和«黑夜到来之前的中国电

影———１９３７ 年现存国产影片文本读解»两书ꎬ其
未删节版(配图)以及新增补的个案读解ꎬ五年

后均分别辑入«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民电

影———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１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
«黑马甲:民国时代的左翼电影———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和«黑皮鞋:抗战爆

发前的新市民电影———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

电影文本读解»ꎮ

二、国粹电影的生成背景、性质以及与

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的区别

　 　 但是在 １９３４ 年ꎬ也就是新市民电影粉墨登

场一年之后ꎬ又有一种新的电影形态加入主流ꎮ
或者说ꎬ分析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文本ꎬ
只要稍加注意、对比就会发现ꎬ有一种新电影ꎬ既
不属于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ꎬ也不能被新电影的

左翼电影或新市民电影容括、包含或归附ꎮ 最初

(２００９ 年之前)ꎬ笔者把这些电影大致归类ꎬ称之

为“高度疑似政府主旋律影片或曰新民族主义电

影”ꎮ〔５９〕十年之后(２０１９ 年)ꎬ笔者正式将其视为

国粹电影ꎮ〔６０〕

世上所有的新都是源自旧ꎬ因为“阳光之下

无新事”ꎬ文艺作品也不能例外ꎮ 左翼电影和新

市民电影都脱胎于旧市民电影ꎬ国粹电影也一

样ꎮ 实际上ꎬ回顾一下旧市民电影的发展历程就

会发现ꎬ１９２０ 年代末期ꎬ旧市民电影越往后ꎬ新
的东西越多ꎮ 到 １９３１ 年ꎬ旧市民电影发展到顶

峰时期ꎬ也就是即将被新电影的左翼电影淘汰出

局的前一年ꎬ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朱石麟编导的

«恋爱与义务»ꎮ 这个片子的属性当然是旧市民

电影ꎬ但它的主基调却有新的东西ꎮ 即一方面痛

斥婚外情ꎬ另一方面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却带有浓

重的新时代特征ꎬ即新人物、新思想的光芒ꎮ
随着时间跨入 １９３２ 年ꎬ旧市民电影中的左翼

色彩日渐浓郁ꎮ 譬如当年的«南国之春»ꎬ当两个

苦恋已久的男女主人公生死离别之际ꎬ女主人公

弥留时对男主人公的临终遗言竟是:“你你不

要这样我希望你不要为我而伤心现在是

国家多难之秋鼓起你的勇气去救国
去杀尽我们的敌人”ꎮ 从纯粹的男女私情上

升至国家乃至民族大义层面ꎬ这正是当年兴盛的

左翼电影最打动人心的思想品质之一ꎮ 所以笔

者才说ꎬ与同年的大片巨制«啼笑因缘»相比较ꎬ
此时电影的一新一旧ꎬ昭然若现ꎮ〔６１〕

就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文本而言ꎬ国粹

电影的奠基之作是 １９３４ 年的«归来»ꎬ影片的主

题和题材虽然依旧是家庭伦理道德ꎬ但却前所未

有地突出和强调家国一体: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

的选择以及两位妻子的去留选择ꎬ其实就是对国

族即国家伦理层面的民族高度认同和确认ꎬ所
以ꎬ其道德站位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和新品

质———而这ꎬ是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从来没有的

思想境界和从未使用过的道德标尺ꎮ〔６２〕

国粹电影出现于 １９３４ 年绝非偶然ꎬ从小环

境上讲ꎬ是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电影界的文化生态和

电影公司的制片路线所决定的ꎮ 就在前一年的

１９３３ 年初ꎬ以出产左翼电影占领了市场先机的

联华影业公司ꎬ在扩大生产规模之际(将原先

“联华”的两个厂扩充为两个公司)ꎬ“联华”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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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佑提出了著名的“四国主义”制片方针ꎬ曰:
“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ꎬ〔６３〕

明确提出要拍摄“国粹”影片ꎮ〔６４〕 这个口号遭到

“联华同人会”的反对ꎬ两厂主创人员甚至召开

“联合大会”抗议ꎬ迫使罗明佑在 ４ 月底正式宣布

取消“四国主义”ꎬ恢复了公司原先“提倡艺术、
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口号ꎮ〔６５〕

这场风波看似出自“党的领导”ꎬ〔６６〕 并获得

了“胜利”ꎬ但实际上并未阻止罗明佑、黎民伟及

其共同执掌的联华影业公司ꎬ在 １９３４ 年继续出

产左翼电影譬如«体育皇后» «大路» «新女性»
«神女»ꎬ以及新市民电影譬如«渔光曲»的同时ꎬ
坚持和实施出产国粹电影的多元化市场应对方

针和制片策略ꎮ 因此ꎬ这一年«归来»出品ꎬ不仅

意味着国粹电影的正式登堂亮相ꎬ也意味着国粹

电影正式确立了其新电影形态并进入电影生产

主流ꎮ
生成国粹电影的大环境ꎬ是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４ 年开始正式推广的“新生活运动”(简称“新
运”)ꎮ 其主要内容是:１. 以礼、义、廉、耻为(国
民道德的)基本准则ꎻ２. 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
日常生活做起ꎻ３. 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
速、确实为标准ꎬ在一个政府ꎬ一个主义ꎬ一个领

袖之下ꎬ绝对统一ꎬ绝对团结ꎬ绝对服从命令ꎻ４.
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ꎬ特别是军事化为

目标ꎬ随时准备捐躯牺牲ꎬ尽忠报国ꎮ〔６７〕

其实ꎬ无论是“新运”还是“国粹”(电影)ꎬ从
文化源流上说ꎬ都是 ２０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展

中的文化生态在不同领域的交集甚至应激反应ꎮ
在国粹电影和“新运”之前的十几年即 １９２０ 年

代ꎬ在“短短的几年内”ꎬ“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

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

入中国ꎮ 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

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
立体派、未来派等等ꎬ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
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剧论、弗洛伊德

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

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ꎬ都有人介绍并有

人宣传、试验、信仰”ꎮ〔６８〕

这些外来的西方文化思潮ꎬ虽然其自身多有

区别甚至对立和缠斗ꎬ但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中ꎬ
在客观上ꎬ形成的却是对东方文化———也就是中

国本土文明尤其是传统文化一家一脉———不约

而同的优势挤压和合力冲撞ꎮ 如果说ꎬ左翼电影

和新市民电影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上述这些外

来思潮(或者多少有点影响因子)的话ꎬ那么ꎬ同
样作为新电影的国粹电影ꎬ却是试图只身挺立与

之冲突、较量、对抗ꎮ 这也就是为什么ꎬ看似都遵

从、崇尚和强调传统伦理道德ꎬ但旧市民电影和

国粹电影却是新、旧不同形态的根本原因所在ꎮ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国粹电影ꎬ在 １９３５ 年趋

于高潮ꎮ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文本虽然为数

不多ꎬ但已足以形成规模ꎮ
１９３５ 年的«国风»(编剧:钟石根ꎻ导演:罗明

佑ꎻ副导演:费穆)ꎬ把对城市奢靡之风的否定与

固守传统美德相关联ꎬ将旧市民电影常见的三角

恋直接改造成呼应政府新生活运动的教化影像ꎬ
简单粗暴ꎻ具体地说ꎬ“联华”创办者和主导者罗

明佑、黎民伟ꎬ他们在民族主义前提下的文化理

念有着与政府首脑在文化主张上高度重合和一

致之处ꎬ其政治和经济的关联不过是这个前提下

的必然结果(这是为什么十几年前笔者将其称为

“高度疑似政府主旋律影片或曰新民族主义电

影”的直接原因)ꎮ〔６９〕

同一年的«天伦»(编剧:罗明佑ꎻ联合导演:
罗明佑、朱石麟)ꎬ故事开始的时间点ꎬ被特意设

置在清末民初ꎬ祖父在他父亲床前聆听教诲ꎬ尔
后终其一生把孙辈培养成继承事业的新人ꎬ最终

感化了不孝儿女ꎮ 影片重点不在孝道ꎬ重在整体

上批评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挤压、对传统人伦的道

德侵蚀ꎮ〔７０〕

１９３６ 年的«慈母曲»(导演:罗明佑ꎻ导编:朱
石麟)再接再厉ꎬ看上去讲的是儿女成群却大部

分不肯赡养孤苦老母ꎬ最终在唯一孝子的教训下

回归传统孝道的故事ꎬ但其重心还是放在新旧时

代冲突中不能忘记人伦本来的教化上ꎬ用心良

—９７１—

第三种声音:１９３０ 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苦ꎮ〔７１〕１９３７ 年的«人海遗珠» (编剧、导演:朱石

麟)ꎬ讲的是母女两代的爱情遭遇ꎬ把一个老套故

事翻出新意:影片以道德担当为切入点ꎬ体现的既

是家国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念ꎬ也是在新时代对传

统伦理道德的重新定位ꎮ〔７２〕 «前台与后台» (编
剧:费穆ꎻ导演:周翼华)故事很短但道理很深ꎬ实
际上是导演对民族精神一往情深的理想化梳理ꎬ
对文化传统情有独钟的影像再现ꎮ〔７３〕 «好女儿»
(原名«新旧时代»ꎬ编剧、导演:朱石麟)是«慈母

曲»的女性视角版ꎬ那个唯一有出息的不是因为

孝顺ꎬ而是因为她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ꎮ〔７４〕

国粹电影与其他两类新电影形态的关系ꎬ概
括地说ꎬ就是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革命立场ꎬ
反对其宣扬和主张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ꎬ同时又

反对新市民电影的现代都市娱乐消费ꎬ与此同

时ꎬ它既不是也不等于其脱胎而来的旧市民电影

对传统观念的不断阐释ꎮ 也就是说ꎬ国粹电影从

出现之日起就是有所针对、有所批判:既反对左

(激进)ꎬ也反对右(保守)ꎻ既反对先锋的(新)ꎬ
也反对落后的(旧)ꎮ 这个“左”和“右”仅仅指其

位置ꎬ因为国粹电影的后面还有个被时代抛离主

流的旧市民电影ꎮ 在这一点上ꎬ它和左翼电影、
新市民电影一样ꎬ切合了中国本土文艺在时代发

展中的脉搏跳动ꎮ
就文化价值理念而言ꎬ传统文化和以旧文学

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 １９１０ 年代与以新文学为代

表的新文化对立ꎬ〔７５〕 因此ꎬ旧文化、旧文学更多

地以传统文化的面貌得以生存和体现ꎮ 在国粹

电影出现的 １９３０ 年代ꎬ新、旧文学也就是雅、俗
之别ꎬ已然呈现互动互渗的态势ꎬ〔７６〕 共同前行ꎮ
而以罗明佑、黎民伟为代表的“联华”公司ꎬ以朱

石麟、费穆为代表的编导ꎬ其对国粹电影倾心和

重视、揄扬和努力ꎬ又可以看作是 １９３０ 年代中国

知识分子站在民族主义和自由批判立场上ꎬ就如

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所发出的第三种声音:既
反对左翼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ꎬ又反对新

市民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娱乐性消解ꎬ同时ꎬ也反

对旧市民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固化表彰ꎮ

三、结　 语

１９３６ 年ꎬ国防电影(运动)全面取代左翼电

影ꎬ在成为左翼电影的升级换代版本的同时ꎬ顺
利完成其历史性转型ꎮ 对此ꎬ只要比较性地研读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国防电影ꎬ譬如«浪淘

沙»(１９３６) 〔７７〕、«狼山喋血记»(１９３６) 〔７８〕、«壮志

凌云»(１９３６) 〔７９〕、«联华交响曲»(其中的五个短

片ꎬ１９３７) 〔８０〕、«青年进行曲»(１９３７) 〔８１〕、«春到人

间»(１９３７) 〔８２〕ꎬ就会发现ꎬ左翼电影与国防电影之

间显著的、深刻的内在和外在的逻辑与形式关联ꎮ
国防电影将左翼电影强调、凸显的阶级矛盾

和阶级斗争ꎬ提升、转化为民族矛盾和生死存亡

的民族对决ꎬ并站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与否的高

度ꎬ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阵营当中ꎮ 其次ꎬ将左翼电影中贫富对立的阶

级斗争模式ꎬ转换上升为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解

放战争模式ꎮ 再次ꎬ继承了左翼电影抗敌救国、
民族救亡的宣传理念ꎬ延续了左翼电影中的民族

觉醒意识、社会批判精神与暴力抗争诉求ꎬ启蒙

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ꎬ
确立了现代化的国家观照视角ꎮ〔８３〕

在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５ 年全面抗战期间的国统

区ꎬ国产电影只有一种形态ꎬ即由战前国防电影

延伸转换而来的抗战电影ꎮ 八年间ꎬ中国电影制

片厂(武汉、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重庆)和西

北影业公司(成都)等 ３ 家官方制片厂ꎬ共完成

１９ 部故事片的生产ꎮ〔８４〕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年底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ꎬ有 ２３０ 家电影公司共

出品 ４６６ 部影片ꎬ〔８５〕 其中 ６１ 部是国防电影 /抗
战电影ꎮ〔８６〕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抗战电影文本只有

６ 个:«游击进行曲»(１９３８)、«万众一心»(１９３９)、
«孤岛天堂»(１９３９)、«东亚之光»(１９４０)、«塞上风

云»(１９４０)、«日本间谍» (１９４３)ꎬ其中ꎬ内地、香
港出品的各占一半ꎮ〔８７〕

与此同时ꎬ上海“孤岛”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１)ꎬ
有 ２２ 家公司共出品影片 ２５７ 部ꎮ〔８８〕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０８１—

　 ２０２０. ７学界观察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沦陷区”伪“中华联合制

片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 出品大约 ５０ 部

(１９４２. ５—１９４３. ４. ３０)ꎻ〔８９〕 伪“中华电影联合股

份有限公司” (“华影”) 出品 ８０ 部 (１９４３. ５—
１９４５)ꎻ〔９０〕伪“满洲映画协会” (“满映”)出品故

事片 １０８ 部 (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 〔９１〕 ( 一 说 １２０ 多

部〔９２〕)ꎮ 以上数字相加是 ５２６ 部ꎬ迄今现存的、
公众可以看到的ꎬ大约有 ３０ 部左右ꎮ〔９３〕

显然ꎬ无论“孤岛”还是其他沦陷区ꎬ都不可

能有抗日主题 /题材的国防电影 /抗战电影存在ꎮ
但是ꎬ检索这 ５００ 多部影片片目ꎬ尤其是读解现

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文本就会发现ꎬ不仅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被新电影逐出主流、沉寂已久的

旧市民电影得以复兴ꎬ重新登场ꎬ战前的新市民

电影、国粹电影赫然在目ꎬ而且占了大多数ꎮ 从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到抗战结束ꎬ历史就在那里ꎬ电影

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ꎮ 而“就文化而言ꎬ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问题ꎮ 他

们在历史过程中发展演变ꎬ这就成为所谓‘传

统’”ꎮ〔９４〕

没有人能够否认ꎬ１９３０ 年代电影是百年来

中国电影的高峰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多元共存

的时代ꎬ各种势力、集团和阶层都在从不同的角

度和层面用影像表达和呈现自己的文化理念和

文艺主张ꎮ 正因为新电影刚刚从旧电影脱胎而

来不过五六年ꎬ因此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ꎬ新
旧电影不仅得以平稳进入不同的地缘政治领域

各逞其能ꎬ而且持续生存壮大发展了八年之久ꎮ
这些影片ꎬ尤其是国粹电影ꎬ在国难当头、异族入

侵并暂时统治的时期ꎬ为中华文化保留了最纯正

的血脉基因ꎮ 八年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ꎬ不是中

国文化和传统的体现ꎬ又是什么?

注释:
〔１〕紫雨:«新的电影之现实诸问题»ꎬ转引自广播电影电视

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编:«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５８６ 页ꎮ

〔２〕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ꎬ转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

编:«中国无声电影» (四)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３８５ 页ꎮ
〔３〕〔２８〕〔２９〕〔６３〕〔６４〕〔６５〕〔６６〕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

发展史»(第 １ 卷)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１８３、１８３、
２８１、２４６、２４６ － ４２７、２４７、２４７ 页ꎮ

〔４〕李少白:«中国电影史»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５７ 页ꎻ陆弘石、舒晓明:«中国电影史»ꎬ北京:文化艺术出

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４１ 页ꎻ丁亚平: «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

史»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５１ 页ꎮ
〔５〕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４５ 页ꎮ
〔６〕袁庆丰: «中国现代文学和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关

联———以 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国产电影为例»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７〕〔５９〕袁庆丰:«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国产电影之流变———

以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文本作为实证支撑»ꎬ«学术界»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８〕«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ꎬ黑白ꎬ无声)ꎬ明星影片

公司 １９２２ 年出品ꎻ编剧:郑正秋ꎻ导演:张石川ꎮ 笔者对这部影

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劳工之爱情›:传统戏剧戏曲的

电子影像版———现在公众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早期中国电

影»ꎬ«渤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９〕«一串珍珠»(根据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改编ꎬ黑白ꎬ无

声)ꎬ长城画片公司 １９２５ 年出品ꎻ编剧:侯曜ꎻ导演:李泽源ꎮ 笔

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外来文化资源被本土

思想格式化的体现———‹一串珍珠›(１９２５ 年):旧市民电影及其

个案剖析之一»ꎬ«上海文化»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ꎮ
〔１０〕«海角诗人» (残篇ꎬ黑白ꎬ无声)ꎬ民新影片公司 １９２７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侯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

庆丰:«新知识分子的旧市民电影创作———新发现的侯曜‹海角

诗人›残片读解»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１１〕«西厢记»(残篇ꎬ黑白ꎬ无声)ꎬ民新影片公司 １９２７ 年

出品ꎻ编导:侯曜ꎻ说明:濮舜卿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
参见袁庆丰:«传统性资源的影像开发和知识分子对旧市民电影

情趣的分享———以民新影片公司 １９２７ 年出品的影片‹西厢记›
为例»ꎬ«长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１２〕«情海重吻» (黑白ꎬ无声)ꎬ上海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

１９２８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谢云卿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
参见袁庆丰:«对 １９２０ 年代末期中国旧市民电影低俗性的样本

读解———以 １９２８ 年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情海重吻›为例»ꎬ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雪中孤雏» (黑白ꎬ无声)ꎬ华剧影片公司 １９２９ 年出

品ꎻ编剧及说明:周鹃红ꎻ导演:张惠民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

意见ꎬ参见袁庆丰:«‹雪中孤雏›:新时代中的旧道德ꎬ老做派中

的新景象———１９２０ 年代末期中国旧市民电影个案分析之一»ꎬ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１４〕«怕老婆» (又名«儿子英雄»ꎬ黑白ꎬ无声)ꎬ上海长城

—１８１—

第三种声音:１９３０ 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画片公司 １９２９ 年出品ꎻ编剧:陈趾青ꎻ导演:杨小仲ꎮ 笔者对这

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上世纪 ２０ 年代旧文化生态背

景下的旧市民电影———以 １９２９ 年出品的‹儿子英雄› 为例»ꎬ
«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１５〕«红侠»(黑白ꎬ无声)ꎬ友联影片公司 １９２９ 年出品ꎻ导

演:文逸民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旧市民

电影的总体特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１ 年中国早期电影概论»ꎬ«浙江

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ꎻ«旧市民电影的又一新例证———
以 １９２９ 年友联影片公司出品的武侠片‹红侠›为例»ꎬ«浙江传

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６〕«女侠白玫瑰»(残篇ꎬ又名«白玫瑰»ꎬ黑白ꎬ无声)ꎬ华

剧影片公司 １９２９ 年出品ꎻ编剧:谷剑尘ꎻ导演:张惠民ꎮ 笔者对

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中国早期电影中武侠片的

情色、打斗与噱头、滑稽———以 １９２９ 年华剧影片公司出品的‹女

侠白玫瑰›为例»ꎬ«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７〕«恋爱与义务»(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１ 年出

品ꎻ原作:华罗琛夫人ꎻ编剧:朱石麟ꎻ导演:卜万苍ꎮ 笔者对这部

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中国早期电影的道德图解与新

电影的生长点———以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１ 年出品的无声片‹恋爱

与义务›为例»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影视艺术»
全文转载ꎬ敬请参阅ꎮ

〔１８〕«一剪梅»(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１ 年出品ꎻ
编剧:黄漪磋ꎻ导演:卜万苍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

袁庆丰:«‹一剪梅›:趣味大于思想ꎬ形式强于内容———１９３０ 年

代初期的中国旧市民电影样本读解之一»ꎬ«新疆艺术学院学

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１９〕«桃花泣血记»(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１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卜万苍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桃花泣血记›:模式的遗存和新信息的些许植入———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的中国旧市民电影样本读解之一»ꎬ«浙江传媒学院学

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２０〕«银汉双星» (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１ 年出

品ꎻ原著:张恨水ꎻ编剧:朱石麟ꎻ导演:史东山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

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中国旧市民电

影的传统症候与新鲜景观———以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银汉双

星›为例»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２１〕«银幕艳史» (残篇ꎬ黑白ꎬ无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１

年出品ꎻ导演:程步高ꎻ说明:郑正秋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

见ꎬ参见袁庆丰:«旧市民电影: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

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１９３１)简析»ꎬ«杭州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２２〕«南国之春» (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２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蔡楚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论旧市民电影‹啼笑因缘›的老和‹南国之春›的新»ꎬ«扬子

江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以上注释中笔者发表在杂志上的文

章ꎬ除特别注明外ꎬ其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图)ꎬ均先后收入

«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

本读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９ 年)和«黑棉袄:民国文化中

的旧市民电影———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１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民

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三编ꎬ第十一、十二册ꎬ新北:台湾花

木兰文化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敬请对比参阅ꎮ
〔２３〕«儿孙福» (残篇ꎬ黑白ꎬ无声)ꎬ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

１９２６ 年出品ꎻ编剧:朱瘦菊ꎻ导演:史东山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

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旧市民电影的伦理

性———以‹儿孙福›(１９２６)为例»ꎬ«北京电影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

第 ２ 期ꎮ 笔者对«夺国宝»«盘丝洞»«啼笑因缘»«粉红色的梦»
的读解意见已经完成但尚未公开发表ꎬ敬请关注ꎮ

〔２４〕韦彧(夏衍):«鲁迅与电影»ꎬ刘思平、邢祖文选编:«鲁

迅与电影(资料汇编)»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７４ －
１７７ 页ꎮ

〔２５〕范伯群:«“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

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ꎬ«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ꎮ
〔２６〕«野玫瑰»(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２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野玫瑰›:从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的过渡———现存中国早

期左翼电影样本读解之一»ꎬ«文学评论丛刊»第 １１ 卷第 １ 期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南京ꎬ季刊)ꎮ

〔２７〕«火山情血» (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２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中国早期左翼电影暴力基因的植入及其历史传递———以孙

瑜 １９３２ 年编导的‹火山情血›为例»ꎬ«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ꎻ«再谈左翼电影的几个特点及其知识分子审美特

征———二读‹火山情血›(１９３２)»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

第 ４ 期ꎮ
〔３０〕«天明»(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ꎻ编

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左

翼电影的道德激情、暴力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体现性与宣传

性———以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的左翼电影‹天明›为例»ꎬ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ꎻ«‹天明›:政治贞洁与肉身

贞洁———左翼电影模式的基础性延展»ꎬ«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ꎮ

〔３１〕«母性之光» (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

品ꎻ原作:田汉ꎻ编剧、导演:卜万苍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

见ꎬ参见袁庆丰:«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和商业制作模

式制约下的左翼电影———以‹母性之光›为例»ꎬ«杭州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左翼电影的阶级性及其伦理模式———
‹母性之光›(１９３３)再读解»ꎬ«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影

视艺术»全文转载ꎮ
〔３２〕«小玩意»(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的超常发挥———对联华影业

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的‹小玩意›的当下读解»ꎬ«汕头大学学报»

—２８１—

　 ２０２０. ７学界观察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ꎻ«旧市民电影形态与左翼电影的新主题———再

读‹小玩意› (１９３３)»ꎬ«学术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影视艺术»全文

转载ꎮ
〔３３〕«恶邻»(黑白ꎬ无声)ꎬ月明影片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ꎻ编

剧、说明:李法西ꎻ导演:任彭年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具体意见ꎬ参

见袁庆丰:«由武侠片强行转换而来的左翼电影———再读 １９３３
年的‹恶邻›»ꎬ«玉溪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３４〕«体育皇后» (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对市民电影传统模式的借用和新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体

现———从‹体育皇后› 读解中国左翼电影在 １９３４ 年的变化»ꎬ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ꎻ«左翼电影的思想性及其

反世俗性———二读‹体育皇后› (１９３４ 年)»ꎬ«信阳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３５〕«大路»(黑白ꎬ配音)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ꎻ编

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左

翼电影制作模式的硬化与知识分子视角的变更———从联华影业

公司出品的‹大路›看 １９３４ 年左翼电影的变化»ꎬ«苏州科技学

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ꎻ«左翼电影的模式及其时代性———二读

‹大路›(１９３４)»ꎬ«玉溪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３６〕«新女性»(黑白ꎬ配音)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蔡楚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变化中的左翼电影:左翼理念与旧市民电影结构性元素的新旧

组合———以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的‹新女性›为例»ꎬ«中

文自学指导»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３７〕«神女»(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ꎻ编

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城

市意识与左翼电影视角中的性工作者形象———１９３４ 年无声影片

‹神女›的当下读解»ꎬ«上海文化»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３８〕«桃李劫»(黑白ꎬ有声)ꎬ电通影片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ꎻ

编剧:袁牧之ꎻ导演:应云卫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

袁庆丰:«电影‹桃李劫›散论———批判性、阶级性、暴力性与艺

术朴素性之共存»ꎬ«宁波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３９〕«风云儿女» (黑白ꎬ有声)ꎬ电通影片公司 １９３５ 年出

品ꎻ原作:田汉ꎻ分场剧本:夏衍ꎻ导演:许幸之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

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

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ꎬ«湖南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４０〕«奋斗»(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２ 年出品ꎻ编

剧、导演:史东山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中国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的转型过渡———以

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２ 年出品的‹奋斗›为例»ꎬ«浙江传媒学院学

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４１〕«孤城烈女» (原名«泣残红»ꎬ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

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品ꎻ编剧:朱石麟ꎻ导演:王次龙ꎮ 笔者对这部影

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孤城烈女›:左翼电影在 １９３６ 年

的余波回转和传递»ꎬ«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４２〕«联华交响曲» (短片集ꎬ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司徒慧敏、蔡楚生、费穆、谭友六、沈浮、
贺孟斧、朱石麟、孙瑜ꎮ 笔者对«联华交响曲»的具体意见ꎬ参见

袁庆丰:«‹联华交响曲›:左翼电影余绪与国防电影的双重叠

加———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国产电影文本读解之

一»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以上注释中笔者发

表在杂志上的文章ꎬ除特别注明外ꎬ其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

图)ꎬ均先后收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

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和«黑马甲:民国时代的左翼电影———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 (“民国文化与文学研

究”文丛第五编ꎬ第二十三、二十四册ꎬ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

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敬请对比参阅ꎮ
〔４３〕«姊妹花»(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郑正秋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雅、俗文化互渗背景下的‹姊妹花›»ꎬ«当代电影»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４４〕«脂粉市场» (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

品ꎻ编剧:丁谦平(夏衍)ꎻ导演:张石川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

意见ꎬ参见袁庆丰:«‹脂粉市场› (１９３３ 年):谢绝深度ꎬ保持平

面———１９３０ 年代中国新市民电影读解之一»ꎬ«长江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４５〕«女儿经»(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ꎻ编

剧:编剧委员会ꎻ导演:李萍倩、程步高、姚苏凤、吴村、陈铿然、沈
西苓、徐欣夫、郑正秋、张石川ꎻ摄影:董克毅、王士珍、严秉衡、周
诗穆、陈晨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５ 年:从左翼电影到新市民电影———用 ５ 部影片单线论证中

国国产电影之演变轨迹(上)»ꎬ«浙江传媒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４６〕«渔光曲»(残篇ꎬ黑白ꎬ配音)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

出品ꎻ编剧、导演:蔡楚生ꎮ ２００９ 年之前ꎬ笔者一直将«渔光曲»
归属于左翼电影序列(见袁庆丰:«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５ 年:从左翼电影

到新市民电影———用 ５ 部影片单线论证中国国产电影之演变轨

迹(上)ꎬ«浙江传媒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ꎬ收入«黑白胶片的文

化时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 一书

时ꎬ列为第 ２３ 章ꎬ题目是:«向新市民电影靠拢:超阶级的人性观

照和电影新视听模式的构建———‹渔光曲›(１９３４ 年):变化中的

左翼电影之四»)ꎬ其原因主要是自觉地受到主流研究观点的规

范ꎬ没有深入考察影片的主题和版本问题ꎮ 修正了观点后ꎬ在旧

版本基础上改正的版本作为第四章ꎬ收入«黑皮鞋:抗战爆发前

的新市民电影———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民

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六编ꎬ第八、九册ꎬ新北:台湾花木兰

文化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笔者的最新文章参见:«新市民电影:超

阶级的人性观照和新电影视听模式的构建———配音片‹渔光曲›
(１９３４ 年)再读解»ꎬ«电影评介»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 期ꎮ

〔４７〕«都市风光» (黑白ꎬ有声)ꎬ电通影片公司 １９３５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袁牧之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５ 年:从左翼电影到新市民电影———用 ５ 部影片

—３８１—

第三种声音:１９３０ 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单线论证中国国产电影之演变轨迹(下)»ꎬ«浙江传媒学院学

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４８〕«船家女»(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业公司 １９３５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沈西苓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新市民电影:左翼电影的高级模仿秀———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５ 年

出品的‹船家女›读解»ꎬ«江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４９〕«新旧上海» (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

品ꎻ编剧:洪深ꎻ导演:程步高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

见袁庆丰:«１９３６ 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

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ꎬ«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

第 ２ 期ꎮ 以上注释中笔者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ꎬ除特别注明外ꎬ
其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图)ꎬ均先后收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

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和«黑皮鞋:
抗战爆发前的新市民电影———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

读解»ꎬ敬请对比参阅ꎮ
〔５０〕«压岁钱»(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

编剧:洪深(夏衍)ꎻ导演:张石川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
参见袁庆丰:«新市民电影‹压岁钱›: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贺岁

片»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ꎻ«新市民电影的世俗

精神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市场化规避———以 １９３７ 年的贺岁片‹压

岁钱›为例»ꎬ«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５１〕«十字街头» (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沈西苓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十字街头›:１９３０ 年代国产电影中的“蚁族”生活写照与喜

剧化处理»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５２〕«马路天使» (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袁牧之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马路天使›:新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基于左翼电影和

国防电影背景的审视»ꎬ«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ꎻ«１９３７
年国产电影音乐配置与传播效果的世俗影响»ꎬ«中国音乐»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５３〕«夜半歌声» (黑白ꎬ有声)ꎬ新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马徐维邦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

庆丰:«‹夜半歌声›:惊悚元素与市民审美的再度狂欢———１９３７
年新市民电影在国防电影运动背景下的新发展»ꎬ«浙江传媒学

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５４〕«如此繁华» (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欧阳予倩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

庆丰:«‹如此繁华›的世俗品位与艺术趣味———１９３７ 年抗战全面

爆发前的新市民电影»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ꎻ«新

市民电影‹如此繁华›的世俗性、时尚性与趣味性———１９３７ 年抗战

全面爆发前的国产电影»ꎬ«当代电影»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５５〕«王老五»(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蔡楚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蓝苹主演的‹王老五›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影片———管窥 １９３７ 年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国产电影»ꎬ«学术界»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ꎻ«‹王

老五›的新技术主义制片路线及其艺术特征———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

战爆发前后的新市民电影实证»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

第 ５ 期ꎮ 以上注释中笔者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ꎬ除特别注明外ꎬ
其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图)ꎬ均先后收入«黑夜到来之前的中

国电影———１９３７ 年现存国产影片文本读解»(北京: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和«黑皮鞋:抗战爆发前的新市民电影———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ꎬ敬请参阅ꎮ

〔５６〕«迷途的羔羊» (删节版ꎬ黑白ꎬ配音)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蔡楚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
参见袁庆丰:«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电影制片生态与电影形态解

读———兼析‹迷途的羔羊›(１９３６)»ꎬ«电影评介»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５７〕«艺海风光»(短故事片合集ꎬ黑白ꎬ有声)ꎬ华安影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

庆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电影的生态面貌管窥———以

１９３７ 年的‹艺海风光›为例»ꎬ«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５８〕«二对一» (故事片ꎬ黑白ꎬ有声)ꎬ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３

年出品ꎻ时长 ７９ 分 ４ 秒ꎻ编剧:王干白ꎻ导演:张石川、沈西苓ꎻ摄
影:董克毅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与左翼

电影分道扬镳的新市民电影———以 １９３３ 年出品的‹二对一›为

主要分析案例»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以上文章

的未删节(配图) 版均收入«黑皮鞋:抗战爆发前的新市民电

影———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ꎬ敬请对比参阅ꎮ
〔６０〕袁庆丰:«新旧电影中女主人公的道德站位———兼析

１９３４ 年的国粹电影‹归来›»ꎬ«学术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６１〕袁庆丰:«论旧市民电影‹啼笑因缘›的老和‹南国之

春›的新»ꎬ«扬子江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６２〕«归来»(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年出品ꎻ编

导:朱石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新旧电

影中女主人公的的道德站位———兼析 １９３４ 年的国粹电影‹归

来›»ꎬ«学术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６７〕«蒋介石、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ꎬ百科知识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３ａｎｄ１. ｃｎ / ｂａｉｋｅ / ? ｕ ＝ / ｖｉｅｗ / ３７８０８. ｈｔｍꎮ
〔６８〕〔７５〕〔７６〕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修订本)»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４ －１５、９０ －９１、
３３７ －３３８ 页ꎮ

〔６９〕«国风»(黑白ꎬ无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５ 年出品ꎻ编

剧:罗明佑ꎻ联合导演:罗明佑、朱石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

意见ꎬ参见袁庆丰:«主流政治话语对 １９３０ 年代电影制作的介入

及其艺术转达———‹国风›:中国电影历史中的“反动”标本读

解»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７０〕«天伦»(黑白ꎬ配音ꎬ删节版)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５ 出

品ꎻ编剧:钟石根ꎻ导演:罗明佑ꎻ副导演:费穆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

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５ 年:从左翼电影到新市

民电影———用 ５ 部影片单线论证中国国产电影之演变轨迹

(下)»ꎬ«浙江传媒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ꎬ以上文章的完全版均收

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

文本读解»ꎬ敬请参阅ꎮ
〔７１〕«慈母曲»(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品ꎻ

—４８１—

　 ２０２０. ７学界观察



导演、监制:罗明佑ꎻ导编:朱石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意见尚未

公开发表ꎬ敬请关注ꎮ
〔７２〕«人海遗珠» (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朱石麟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意见尚未公开发表ꎬ
敬请关注ꎮ

〔７３〕«前台与后台»(短故事片ꎬ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编剧:费穆ꎻ导演:周翼华ꎮ 十年前笔者对这部影片

的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前台与后台›:１９３７ 年的新市民电

影———抗战全面爆发前国产电影对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开掘

与展示»ꎬ«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其完全版收入

«黑夜到来之前的中国电影———１９３７ 年现存国产影片文本读

解»ꎮ 这几年笔者修订了看法ꎬ认为影片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的侧重ꎬ恰恰是国粹电影的内在品质而不是属于新市民电影ꎮ
其修订版尚未公开发表ꎬ敬请关注ꎮ

〔７４〕«好女儿»(原名«新旧时代»ꎬ黑白ꎬ有声)ꎬ(“联华”)
华安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朱石麟ꎮ 笔者

对这部影片的意见尚未公开发表ꎬ敬请关注ꎮ
〔７７〕«浪淘沙»(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品ꎻ

编剧、导演:吴永刚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丰:
«新浪潮———１９３０ 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性闪存———‹浪淘沙›:
电影现代性的高端版本和反主旋律的批判立场»ꎬ«南京艺术学

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７８〕«狼山喋血记»(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

品ꎻ原著:沈浮、费穆ꎻ编剧、导演:费穆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

意见ꎬ参见袁庆丰:«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
以 １９３６ 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记›为例»ꎬ«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７９〕«壮志凌云» (黑白ꎬ有声)ꎬ新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６ 年出

品ꎻ编剧、导演:吴永刚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电影市场对左翼电影类型转换和品质提升的作用———以

‹壮志凌云›为例»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以上文章除特别注明外ꎬ其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图)ꎬ均先后收

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 ~ １９３６ 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

文本读解»和«黑布鞋: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７ 年现存国防电影文本读解»
(“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七编ꎬ第二十一册ꎬ新北:台湾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ꎬ２０１７ 年)ꎬ敬请对比参阅ꎮ
〔８０〕«联华交响曲» (短片集ꎬ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司徒慧敏、蔡楚生、费穆、谭友六、沈浮、
贺孟斧、朱石麟、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见袁庆

丰:«‹联华交响曲›:左翼电影余绪与国防电影的双重叠加———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国产电影文本读解之一»ꎬ«浙江

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８１〕«青年进行曲»(黑白ꎬ有声)ꎬ新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

品ꎻ编剧:田汉ꎻ导演:史东山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ꎬ参

见袁庆丰:«左翼电影、国防电影与新中国电影的血缘渊源———
以 １９３７ 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青年进行曲›为例»ꎬ«杭州师

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ꎻ«新电影的诞生是时代精神和市场

需求的产物———以 １９３７ 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青年进行曲›
为例»ꎬ«北京电影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８２〕«春到人间»(黑白ꎬ有声)ꎬ(“联华”)华安影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３７ 年出品ꎻ编剧、导演:孙瑜ꎮ 笔者对这部影片的具体

意见ꎬ参见袁庆丰:«‹春到人间›:从左翼电影向国防电影的强

行转化———辨析孙瑜在 １９３７ 年为中国电影所做的历史贡献»ꎬ
«当代电影»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以上注释中笔者发表在杂志上的

文章ꎬ除特别注明外ꎬ其完全版和未删节版(配图)ꎬ均先后收入

«黑夜到来之前的中国电影———１９３７ 年现存国产影片文本读

解»和«黑布鞋: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７ 年现存国防电影文本读解»ꎬ敬请对

比参阅ꎮ
〔８３〕袁庆丰:«红色经典电影的历史流变———从左翼电影、

国防电影和抗战电影说起»ꎬ«学术界»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８４〕〔８８〕〔８９〕〔９０〕〔９２〕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 ２ 卷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４１９ － ４２３、４２９ － ４６１、
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４ 页ꎮ

〔８５〕〔８６〕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１８９７ ~ １９４５»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３６、２３８ 页ꎮ

〔８７〕«游击进行曲»(黑白ꎬ有声ꎬ国语)ꎬ香港启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８ 年出品ꎬ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删剪修改并更名为«正气歌»后公映ꎻ
编剧:蔡楚生、司徒慧敏ꎻ导演:司徒慧敏ꎮ «万众一心» (黑白ꎬ
有声ꎬ国语)ꎬ香港新世纪影片公司 １９３９ 年出品ꎻ导演:任彭年ꎮ
«孤岛天堂»(黑白ꎬ有声ꎬ国语)ꎬ香港大地影业公司 １９３９ 年出

品ꎻ原作:赵英才ꎻ编导:蔡楚生ꎮ «东亚之光» (黑白ꎬ有声)ꎬ中

国电影制片厂(重庆)１９４０ 年出品ꎻ编导:何非光ꎮ «塞上风云»
(黑白ꎬ有声)ꎬ中国电影制片厂(重庆)１９４０ 年出品(１９４２ 年上

映)ꎻ编剧:阳翰笙ꎻ导演:应云卫ꎮ «日本间谍»(黑白ꎬ有声)ꎬ中
国电影制片厂(重庆)１９４３ 年出品ꎻ原著:范斯伯ꎻ改编:阳翰笙ꎻ
导演:袁丛美ꎮ 笔者随这六部影片所做的个案读解意见ꎬ请参见

袁庆丰:«黑草鞋: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年现存抗战电影文本读解»ꎬ新

北: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ꎬ２０２０ 年ꎮ
〔９１〕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１９９０ 年ꎬ序言第 １ 页ꎮ
〔９３〕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时期的

故事片ꎬ共约 ３０ 部左右:１９３８ 年的«雷雨» «胭脂泪»ꎬ１９３９ 年的

«武则天»«少奶奶的扇子» «王先生吃饭难» «金银世界» «白蛇

传»«木兰从军» «明末遗恨»ꎬ１９４０ 年的«孔夫子» «西厢记»ꎬ
１９４１ 年的«家»«铁扇公主» (动画) «薄命佳人» «世界儿女»ꎬ
１９４２ 年的«迎春花» «春» «秋» «长恨天» «博爱»ꎬ１９４３ 年的«秋

海棠»«万世流芳»«万紫千红»«新生» «渔家女»ꎬ１９４４ 年的«春

江遗恨»«红楼梦» «结婚进行曲»ꎬ１９４５ 年的«混江龙李俊» «摩

登女性»ꎮ 笔者对这些影片(譬如«胭脂泪»«武则天»«迎春花»
«摩登女性»)的读解意见尚未公开发表ꎬ敬请关注ꎮ

〔９４〕徐跃:«倒霉的小裁缝与幸运的清华学子»ꎬ«读书»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责任编辑: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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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声音:１９３０ 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