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 访 谈

录》 将回忆、 嘲

讽、 自省、 幻想

等元素融合在一

起， 让观众见识

了费里尼镜头前

后的各种人物

他是造梦大师，也是许多电影大师背后的那个人。

以前曾经有媒体采访《现代启示录》的导演弗朗西
斯·福特·科波拉， 问及 “你是否拍出了足够伟大的电
影” 时，科波拉说“并没有”。他说自己迄今还没能拍出
像《甜蜜的生活》《八部半》这样划时代的伟大电影，因
为这两部电影 “名副其实地提出了一套对事物持有广
泛不同见解的个人观点”。 而好莱坞喜剧巨匠比利·怀
德则说：“我能比费里尼更有名， 完全是胜在我用英语
拍片，而他故事里的人说的是意大利语。 即便如此，他
伟大的创意足以令所有导演甘拜下风。没有了费里尼，

世界变得更无趣了。 ”

意大利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是值得这一切夸
赞的一位顶级电影作者，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一批重量级
的拥趸，因对其作品元素的挪用，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当
代电影大师们的作品，才构成了一个当代的经典序列。斯
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令人揪心的红衣小
女孩有他；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里，男女主角那
段著名的双人舞有他；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疯妈在树
上大喊“阿廖沙，你别怕，火车在上面停下了”的激情一幕
里也有他；库斯图里卡的毕业短片《格尔尼卡》更是从看
了十几遍的《阿玛柯德》中长出来的……

今年是费里尼的百年诞辰。 正在进行中的第二十
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的重磅主角之
一，就是他。

费德里科·费里尼：

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都在他的影子里
陈熙涵

他仿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留在意大利拍电影

因为费里尼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影片

居多， 我们很容易忘记他最初是一个纪

录片风格的现实主义者， 曾为意大利导

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编写脚本。那部著名

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描绘了二

战结束时罗马街头生活的匮乏， 编剧便

是年轻的费里尼， 这部影片当时获得了

奥斯卡奖提名， 其中专注于写实的新现

实主义风格， 如今在意大利电影中蓬勃

发展。

费里尼的早期写实风格还包括对娱

乐，爱情或成长的描述。电影《浪荡儿》讲

述了生活在小城市的摩拉德、 浮士德等

年近 30 岁却终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尝

试摆脱无所事事的生活， 并从中获得成

长的故事。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就像一

场聚会 ，是无休止的晚餐 ，无休止的饮

酒。 它必须在某个时间点结束，那便是

成长。

“生活就是马戏团”， 用这句话来形

容费里尼再合适不过了。在他的电影里，

除了小丑角色外， 许多主角也都卑微普

通如小丑一般，可悲可叹又可笑可怜。他

们总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却一无所获，浮

华奢靡的享乐背后， 是对人生的迷茫和

痛苦，而想要打破这种虚无的现状，又总

是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马戏团总是要不断收拾行囊继续去

往下一站的，但当现实没法改变的时候，

为什么不玩得开心些呢？ 费里尼在著名

的《八部半》高潮中停顿，让马戏团的音

乐人将演员们拉到舞池中间。 这个场景

似乎是对英格玛·伯格曼的 《第七封印》

结尾处的回答， 但是费里尼无疑是在庆

祝，这无疑是对生命的庆祝。

费里尼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 完全

放弃了叙事结构， 整部电影往往都在制

造脱离现实的梦境。 与其说这个变化是

他接触了荣格的潜意识理论并颇受其影

响， 倒不如说费里尼是在荣格的理论中

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梦就是现实。

费里尼仿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

是留在意大利拍电影。 直到他诞辰 100

周年的今天， 有关他和他的电影争议仍

然是业内常说常新的话题。 他的电影像

人生一样没有戏剧性的机关， 你即使一

遍又一遍地看也无法完整地转述它，你

最多只可以讲出一些片段、一些情绪，一

些无可指代的象征意味， 拼凑起来每个

人心中一定都有不一样的费里尼。

在他的代表作《甜蜜的生活》中，费里

尼以冷峻的姿态来拍摄潜藏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意大利所谓的“经济奇迹”背后

的“一种复杂的精神错乱症”，通过男主角

马切罗的主观视点，看到了现代社会无可

救药的堕落。 影片由 12个独立成章的段

落组成， 这些段落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没

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叙事线

索，相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实际上，每

一个段落和全片的主旨都有联系。如费里

尼所说，《甜蜜的生活》是一部描写罗马的

电影，罗马是永恒之城，内心之城。而事实

上， 罗马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

在这样的城市中，有太多像马切罗一样的

年轻人， 他们都是被梦想遗弃的浪荡子，

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有名目繁多的欲求，

有庸俗市井的妥协，但又似乎尚存一丝赤

子之心的纯真向往。 他们从未长大，却已

老去，像野草一样疯长，生生不息。

在费里尼看来，片名中的“甜蜜”不

过是醉生梦死的戏称。 《甜蜜的生活》中

的罗马， 被费里尼塑造成豪华而又颓丧

的银幕造型，仿佛是但丁《神曲·地狱》的

现代壁画，而影片的开端和结尾，则构成

了这幅“壁画”的画框。 影片开场堪称现

代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一架直升

飞机吊着一尊巨大的耶稣像飞向圣彼得

堡教堂。 这个充满隐喻的镜头在电影上

映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但与此同时却

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

同样进入影史的经典场景还有饰演

女主角西尔维娅的安妮塔·埃克伯格，身

着一袭黑色拖地晚礼服，与男主角扮演者

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踏入特莱维喷泉里那

段充满幻想的戏水场面。 据说初进组时，

马斯楚安尼并不知自己要扮演青年时的

费里尼，他要求看剧本大纲，递给他的文

件夹里却是费里尼画的一幅漫画———一

个裸体游泳的男孩，令他哭笑不得。可是，

令马斯楚安尼都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了：

《甜蜜的生活》 缔造了罗马电影的票房奇

迹。 观众唯恐此片被禁，在电影院门口排

起了长队。 电影出口到美国后，立刻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卖座的外国电影。 1960年，

第 13届戛纳电影节将金棕榈大奖颁给了

《甜蜜的生活》。 评委会主席乔治·西默农

给出的理由是，“我看到一个异常有生命

力的作品，在电影史上留下空前的、活生

生的东西，费里尼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罕

见的真诚、从不妥协、忠于自己。他不属于

任何一种流派，他创造了自己的方式” 。

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评论界认为，从

《甜蜜的生活》开始，费里尼告别了早期的

写实主义，进入了新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时

期，费里尼的兴趣从表现物质世界进入了

精神领域。 但在这出奇的喧闹背后，费里

尼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即使在个人自传

中，他也鲜少提及《甜蜜的生活》。

“我要将想象保留到最后一刻， 直到再也无能为力”

纵观费里尼的电影，故事总是从他一

生的某个阶段开始，然后在某种幻想与现

实的结合中自然流淌。 他从不看样片，只

跟随头脑中的东西走下去，“我要将想象

保留到最后一刻，直到再也无能为力”。 这

是费里尼推崇的拍片方式，他相信，最能

表达作者的是最不易知觉的东西，那些最

不受现实和概念化过程支配的东西。

在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观众们有机会

在他人生最后一部作品《月吟》中，感受到这

一点。 这部拍摄于 1989年的影片改编自卡

瓦佐尼的小说《月亮之诗》，说的是人到中年

却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傻瓜”维诺拼命

地想要倾听月亮的声音。但他听到的不是一

群偷窥男子的欢呼声，就是墓地里的奇怪声

响，抑或是沙沙的风声。 当他爬上屋顶想要

抓住月亮时，地面上一阵骚动。最后，月亮仍

然平平无奇地高挂天上，维诺对着月亮侃侃

而谈……这部荒唐无稽、纯粹以意念与影像

取胜的电影， 浪漫而又带有世纪末的味道。

《美丽人生》的主演、喜剧天才罗伯特·贝尼

尼在其中表现出惊人的演技。 据说，当时已

缠绵病榻的费里尼总在夜间醒来，寂静的夜

空给了他非常多的灵感和新的认识，这些认

识改变着他对世界的看法。 《月吟》在喜剧的

外壳下，充斥着费里尼式的悲伤调调。 这些

充满忧思的思想与这个现代世界是如此格

格不入。诗化的控诉被淹没在了高音电视广

告和流行歌曲中， 他或许是想告诉人们，选

择沉默或倾听月亮的声音，才是在这个喧闹

世界自处的方法。

据说，费里尼在剧本完成后，经历了几周

的治疗，便开始物色拍摄地点，最终确定了罗

马和拉齐奥。 他访问天才的意大利漫画家俄

尔尼诺———费里尼青少年时代的偶像， 并回

到家乡去回忆他的童年和早期的电影理想。

但影片的拍摄远没有那么顺利， 赞助商换了

又换，大师的天鹅之翅几近折断。在这个费里

尼晚年为我们打开的门里，洗尽铅华，月色无

声。 那是属于一代电影大师对其身处时代的

长吟，“如果有一点宁静的话， 如果我们允许

一点宁静的话，人们就会懂得一点道理了! ”

其实早在 1988 年，《阿玛柯德》之后，

费里尼的电影便不再具有稳定的上座率。 与

此同时， 意大利电影也在短暂的辉煌后迅速

淡出国际舞台。 《月吟》在拍摄完成后，也并没

有形成什么热点话题，反而是迅速归于寂静。

眼看着见证他毕生心血的电影事业走向衰

弱， 费里尼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衰老降临在

自己身上。 1992年，奥斯卡将那一年的终身

成就奖颁发给费里尼，他开始显得很高兴，但

心情迅速变得复杂起来。 “为什么要给我奥

斯卡终身成就奖，我又不是快要死了！ ”他

认为“终身成就”奖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的生

命终结了，但可能意味着你的成就终结了，

或至少是被看成这样。 他的脑子里飞速转

过三个念头：一是这个奖会给我的下一部作

品带来钱吗； 二是希望它想肯定的是我的上

一部作品《月吟》；三是希望自己能过个 25

年再来得这个奖。 但是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不同于希区柯克和英格丽·褒曼、格蕾丝·凯莉的关系，

比利·怀德和玛丽莲·梦露的关系， 伯格曼和毕比·安德松、

丽芙·乌曼的关系，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缪斯是位男神———

亲爱的马塞洛·马斯楚安尼。 费里尼曾赞其为“在英国作家
的故事中才见得到的忠诚又睿智的朋友”。 虽然两人之间
除了拍片很少往来，但却维持了罕见而漫长的友谊。

马斯楚安尼遇到费里尼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巨星
就此升起。 费里尼凭“导演的任务不是为演员找到角色，

而是为角色找到演员”的信条，给马斯楚安尼挂了第一
次电话，请当时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小马哥”在《甜蜜的
生活》中出演男主角马切罗。 他毫不婉转地说，“我找你
是因为你有张没有个性的脸。 ”多年以后，当两人已成莫
逆之交， 费里尼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我是欣赏保罗·
纽曼，但从乡下来的年轻记者马切罗不能长了张大明星
的脸”。 在口述自传《我，费里尼》里，这位大导如此评价
和马斯楚安尼的合作，“他是个敏锐而有主见的演员，天
生具备演戏的才能。 他像孩子一样，跟片子保持一种若
即若离的关系，就像小时候，我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
戏。 当一个人说‘预备，开始’，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
下去，当我告诉他你要怎么做时，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一
切非常自然，他只有上电视谈怎么塑造角色时才会紧张”。

《甜蜜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马斯楚安尼。 这部表现
罗马夜间骄奢淫逸且荒凉无边的电影诋毁了罗马的上
流社会，使费里尼成了整个罗马的公敌，但使马斯楚安
尼成了整个欧洲最著名的男子，他开跑车、戴墨镜游走
在街头的形象深入人心，成千上万少女写信给他，找不
到他就找索菲亚·罗兰（唯一一个与马斯楚安尼合作却
没有发生爱情的女演员）。

之后，费里尼的《八部半》又一次找马斯楚安尼 ，

与其说要他扮演一个迷失在现实与幻觉中的人，不如
说找他扮演费里尼自己。 马斯楚安尼这张昔日没有性
格的脸，在里面具有了多重含义，他后来反复告诉大
家，遇见费里尼，他才知道，演员是不需要脸的，他把
脸给了导演和女演员去雕刻，有人给他眼睛 ，有人给
他鼻子，也有人给他嘴巴，最终的表情，则是费里尼给
他的。 1990 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领奖的时候，费里尼
为他颁奖，两人都很激动，费里尼对他说：“你还记得
我吗？ 我是另一个你。 ”曾听人戏谑地说起，盯着马斯
楚安尼的脸看久了，就会发现他的长相其实就是费里
尼的加强版，难怪费里尼喜欢找他演戏。

两年之后，奥斯卡请费里尼去洛杉矶领终身成就奖，

颁奖嘉宾就是他的两位老友： 马斯楚安尼和索菲亚·罗

兰。 像以前每一次那样，制片方锲而不舍地向费里尼推荐
当时正当红的好莱坞明星，这样电影才能多卖钱。 但和前
面无数次一样，费里尼永远只用他中意的人选。

毫无疑问，他选择马斯楚安尼是对的，后者从不会多问
他一句关于电影的非必要问题，甚至不需要看费里尼的剧本，

就能钻进那些角色的灵魂里。上世纪70年代末和凯瑟琳·德
纳芙的关系难以为继的马斯楚安尼，正处在人生的低潮期，市
面上流行 Eton Crop的一首歌，名字干脆就叫《我和凯瑟
琳·德纳芙分手了》， 直戳这对超级明星的私生活。 终于有一
天，马斯楚安尼搬出德纳芙在巴黎的寓所，上飞机前恶狠狠地
告诉法国记者：“法国电影真的很落后，我要回意大利去！ ”只
是回到意大利后，他拍了几部电影，事业却再无起色。55岁的
马斯楚安尼，看着自己昔日“银幕第一拉丁情人”的招牌即将
倒下，恰逢费里尼要拍《女人城》，他自当义无反顾。

“《女人城》是怎样的?”马斯楚安尼问。

“一个自以为了解了女人的男人的故事。 ”费里尼答。

导演并未明确地发出邀请， 演员也没有强烈表示愿
意出演，只有两句对白的时间，默契已经达成，一个月之
后，第五摄影棚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筹拍《女人城》，马
斯楚安尼胳膊上搭着一件风衣就来了， 坐在导演椅上的
费里尼整了整头顶的礼帽，朝着话筒大喊一声：“开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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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部半》里，费里尼要马斯楚

安尼扮演一个迷失在现实与幻觉中的

人， 马斯楚安尼这张昔日没有性格的

脸，在里面具有了多重含义

荩费里尼另一部意味深长的电影

《朱丽叶与魔鬼》， 由他的夫人茱莉叶

塔饰演女主角

◆

◆

◆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另一个你！ ” ◆

荨 《阿

玛柯德》 中

可以清楚看

到费里尼对

女性形象的

思索与着迷

荩 《甜

蜜的生活 》

缔造了罗马

电影的票房

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