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颜色常常被赋予某种象征
的意味。比如红色象征着革命，黑色成为
涂抹黑帮之类坏人身上的标记等。其中，
黄色是一个很暧昧的词儿。尤其到了近
代，它不再仅仅是金子的那种财富的色
彩象征和皇宫黄色琉璃瓦那种权力的象
征。它下滑得很厉害，总是爱和一些别的
词儿搭在一起，像宫中的美女出宫和胡
同串子搅和在一起，一下子变了味儿。比
如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段子等，在这
里，黄色是低级、下流、庸俗的代表，成了
地地道道的贬义词。

其实，黄色只是众多颜色中的一种，
别的颜色都没有这种特殊功能，怎么就独
有黄色被另眼看待，成了低级下流的代名
词呢？

在农民的眼睛里，黄色，是丰收的象
征。我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麦收时节，全
队的人要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庆祝一
番，才能开镰收麦，那成了一种节日。无边
的田野里，麦浪在风中一直平铺到天边，
那时候，整个世界都被黄色这一种颜色所
主宰，就连天空都被映衬得一片金黄。

在画家梵高的眼睛里，黄色，是阳光
的颜色。梵高说：这种金黄色，是阳光照射
下像硫磺那样的颜色。在梵高的眼睛里，
阳光的金黄色如健壮的小伙子一样活力
迸发，照透每一棵树木，能够把树上的每
一片叶子都锻造成金子一样炫目反光，连
风中都有它金属般爽朗的铮铮之声。所
以，梵高最爱画的是向日葵那种耀眼的金
黄。梵高把黄色发挥到了极致，它成为梵
高艺术与生命的象征。

不过，对于黄色，并不是所有人都像
梵高那样胆大妄为。敢于如此尽情挥洒

黄色的，恐怕只此梵高一人。
以画红磨坊系列而著名的法国画家劳

特累克，年轻时非常钟情黄色。但自从他拜
了普莱斯特为师之后，黄色几乎成了禁忌。
是普莱斯特第一个发现劳特累克是个天
才，并带领劳特累克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但是，他首先教给他的作画方法，就是狠狠
地扳住了劳特累克，不让他用黄色。

普莱斯特曾经送给劳特累克一个颜
色盒，里面全都是烟茶色、生赭色、黄褐色
等一些暗淡的色彩，甚至还有好多深浅不
一的黑色。劳特累克很不理解。普莱斯特
是位聋哑人，劳特累克只好在本子上写
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气愤地把本
子推到普莱斯特的面前。普莱斯特在本子
上写道：明朗的颜色是危险的，黄色尤其
要控制使用，伦勃朗就能把灰暗画得透
明，你也应该做到。然后，不容分说地用力
把本子推到他的面前。劳特累克看了一
眼，迅速地在本子上又写道：我做不到，我
不是伦勃朗！把本子又推给了普莱斯特。
普莱斯特在本子上写道：你必须做到！你
可以成为伦勃朗！把本子又推给了他。

在这场关于黄色的争论战和拉锯战
中，普莱斯特战胜了劳特累克。劳特累克终
于成为了伦勃朗，成名后的他画的所有画
作中，鲜见黄色，他让那些本来晦暗的色彩
有了透明的光泽和力量。缺少了梵高的那
种炽热阳光照射进来的金黄色，暗淡的色
彩，如同泥鳅钻沙，如同水滴石穿，照样可
以如光穿透云层乃至厚重的阴影，让画面
中的景物和人的心灵跳跃着别一番色彩。

是的，黄色本身不具有世俗的等级
之分。唯黄色定低俗和唯黄色定高贵，都
不可取。尽情挥洒黄色的梵高和节制慎
用黄色的劳特累克，都可以成为著名的
画家，关键是要把它用对了地方。

我的孩子去年新买了一个房子，露
台原本涂的油漆是灰色的，他嫌太暗，改
涂成了黄色。这一下，露台的颜色明快倒
是明快了，问题紧跟着也出现了。夏天到
来的时候，在阳光的照射下，黄色反光强
烈，显得非常燥热，而且刺眼。尤其是中
午，露台上跟着了火一般。没过多久，蜜
蜂也跟着飞来了，不是几只，而是成群结
队，嗡嗡地叫着，像不请自入的客人一
样，整天毫不客气地在你身边转悠，还是
挺吓人的。忙向人求教怎么办，人家说，
蜜蜂喜欢黄色这样明亮的颜色，你看蜜
蜂在花丛中采蜜的时候，那些花的颜色
都是鲜艳的，蜜蜂以为你们家的露台是
花丛呢。所以，没办法，除非你再把露台
涂回原来的灰色。

普莱斯特说得对，黄色要慎用。在绘
画上是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任何事
物都不可绝对，口中糖吃多了不甜，汤里
盐不搁一点儿不鲜。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艺术看台】

黄色是

一个暧昧的词儿
□肖复兴

盼我们的文化融入“主流”【旅美感怀】

□陈中华

如此庞大的华裔移民却并没有使华夏文化融入美国文化主流，不能不说是个
遗憾和蹊跷事儿。

抵达美国后几天，孩子们带
我们去看冰球赛。这是在丹佛体
育馆，座位有一万多个，从孩童
到青年人到中年人到皓首老人，
被各年龄层的人坐满了。这是州
际联赛的丹佛队主场赛，场馆拱
顶悬吊着半个羽毛球场大小的
电视荧屏，近镜头直播。很有意
思的一件事是，中间双方队员肢
体冲突、殴斗多次，每一次，电视
屏上都刻意近距离细致地予以
直播，过后，屏上仍然反复重播
事件细节，不像我们比赛时的电
视直播，逢这类事，总是犹抱琵
琶，既想直播悦观众，又避“导向
偏离”、“唆事”之嫌，总是转移镜
头。我注意到，每逢冲突发生，观
众席上都是丹佛人，皆大声吆喝
助威丹佛队员，也并没有其他过
激行为，又都是过后快意地哄笑
算完。

这只是打个岔，其实我注
意的是，在比赛间隙，场馆里
或电视荧屏上，总噪播着摇
滚、爵士、打击乐，观众的表情
似在为这些伴奏。我们平素贬
斥的那种“美国商业娱乐文
化”确实浸透着每个人——— 甚
至中国年轻人——— 的心灵。

我们总被孩子们带着去
做一些很美国味的事儿。

多日以后，我们被带去观

摩一次节日游行，这本是爱尔
兰人纪念历史上的一个叫圣
帕特里克传教士的活动，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被爱尔兰商人、
绅士引入美国，并成为全美国
人的一个节日。那一天，我们
看到了那个节日游行：游行人
着绿、黄底色的历史各阶段代
表性服饰，驱驾着那些时段的
车辆——— 包括人力车、驴马畜
力车和动力车，手持或车载仿
造各时段有代表性的生产、生
活及战争器具。游行高潮时
段，出现了二战时仿美国军队
的方队，那车辆、武器、装束完
全是当时模样，还出现了“巴
顿将军”。因为是民间组织，没
任何人维持秩序，游行自然、
潇洒、松散、随意，很不紧凑，
方队和方队间常隔着很远的
距离，游行者常向夹道观众抛
送小礼物，以彩带、彩绢、珠链
为多，没有任何商业广告。“巴
顿将军”尚未临近，军人出身
的我妻子就跑进去，扯住了

“巴顿将军”，非要与他合影，
对方见一个中国女人邀他合
影，非常高兴，任由我给他俩
拍摄了多张合影照。

丹佛昼夜温差很大，直到
五月上旬，在市区常着单衣，十
多公里外的山峦却依然白雪皑

皑，还可以滑雪。孩子们经常去
滑雪场，我们游览，他们滑雪。一
问，他们都买了滑雪场年票。依
我这个年龄，早已对这些时尚项
目没了兴致，对孩子们的行为也
不认同。我说，专门开车前去，花
这么多钱，好玩吗？孩子说，不是
为着玩，为着锻炼身体。

孩子们约我去打网球，到
网球场也要开车，我一点儿兴
致没有。我注意到，在丹佛的林
荫道上跑步的多是美国人，身
着短裤短衫跑步的又多是身材
姣好的年轻美国女人，两个多
月我还没见过一个在路上跑步
的华人。我说，锻炼有很多简易
有效的方式，在寂寥无人的林
荫道上，迎着早晨的太阳，呼吸
着新鲜空气，跑跑步，迎接新的
一天开始，那感觉真好，我年轻
时就曾这样跑。非要打什么网
球才是锻炼？孩子说，打网球多
好！因为都有兴趣，才聚在一
起，又更生乐趣。

哦，乐趣！
一次见儿子买了一根高

尔夫球杆，我又嘟囔，儿子怏怏
不乐地回应说：我做这样的工
作，有时与客户在一起，打高尔
夫球是一种工作需要。将我的
嘴堵住了。那一刻，我猝然意识
到，这些看冰球比赛、听爵士乐

摇滚乐、滑雪、打网球、打高尔
夫，其实是一种文化。

我心里不停念叨：完了，
完了，美国文化把中国孩子吞
噬完了。

在美国多所城市寻觅中
国文化，最兴隆的中国文化表
现 大 概 就 算 是 中 国 餐 馆
了——— 如果把它归入“文化”。
再者，就只能说华人店铺里少
许的中国字画、仿古工艺品以
及嵌有明显迷信色彩的祭物、
饰物，还有就是华人报纸和网
络上的历史、文学、宗教读品。
再找，就难找得到了。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对异域文化是没有法律封闭
的，实际上也难以封闭。前面刻
意提到绿色游行和爵士、摇滚、
打击乐，就说明了一个事实：作
为当初的异域文化——— 欧洲殖
民者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已
完全加入了美国社会的文化主
流。据说，美籍华裔人至少四百
万，加上各种身份常居美国的
华人，如此庞大的华裔移民却
并没有使华夏文化融入美国文
化主流，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和
蹊跷事儿。

（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
级记者、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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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电影笔记】

□火锅

丽莲·吉许的生日比电影
的诞生还要早一点，是美国第
一任甜心，被称为“银幕第一
女士”。她年轻的时候脸庞清
秀，身材娇小瘦弱，眼睛里总
是带着迷茫和天真，是天才导
演格里菲斯最欣赏的女性类
型。在他那部永垂史册的伟大
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丽

莲·吉许扮演女主角，她的议
员父亲和哥哥视她如掌上明
珠，她的爱人爱她爱得如痴如
狂，她尽可以无忧无虑，天真
到“可耻”的地步。所以，当爱
人一家被黑人迫害的时候，她
竟然会想到一个人去求救于
黑人的领袖——— 尽管她不是
不知道他早已对她有所企图。

自然，她像一只娇弱的羊那样
落入了虎口，黑人领袖关起门
来，宣布马上要和她结婚。

她震惊了，那纯洁的眼睛
仿佛生下来第一次看到了世
界的罪恶，她在狭小的屋子里
徒劳地奔跑躲藏，直到无助地
晕了过去。她那惊人的美以及
更加惊人的脆弱，让观众忧心
如焚，他们几乎要站起来大声
祈祷，祈祷正在奔驰着赶来拯
救她的爱人快点来到。于是，
正是凭借着她那因为脆弱而
更加尖锐的美，世界电影史上
的第一次震撼人心的交叉蒙
太奇出现了。

丽莲·吉许另一次出色的
表演是在格里菲斯的《残花
泪》中，这次她仍然是一个娇
弱而美丽的少女，她的拳击手
父亲虐待她，一个变态而又瘦
小的中国男人迷恋她，在两个
男人的拉锯战中，她被父亲打
死，而中国男人杀死了拳击
手，把她的尸体带回到家中，
在她的身边自杀。在那个无可
救药的肮脏世界里，她的纯洁
和美丽是无辜而高尚的祭品。

前几天看了一部老片子
《猎人之夜》，讲一个穷困的父
亲，抢劫银行得到了一万块，
在警察逮捕他之前，他把钱塞
到小女儿从不离手的布娃娃
里，然后让十岁的儿子发誓，
照顾好妹妹，并且不要告诉任
何人这笔钱的下落，连妈妈也
不要告诉，“因为她没有判断
力”。果然，孩子们的妈妈是一
个笨女人，她嫁给了窥伺这笔
钱的男人，又因为被发现对这
笔钱一无所知而被无情杀死。
哥哥带着妹妹和布娃娃坐着
父亲生前的小船沿着河流仓
皇出逃，被命运带到一个庄
园。庄园主是一个奇怪的老太
太，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养
育着好几个弃婴，她说自己是
一棵茂盛的树，树上有好几窝
小鸟。当那个恐怖的男人找到
这个庄园的时候，尽管他涕泗
交流地自称是孩子们的父亲，
她还是马上认出了他的魔鬼
本性，拿着枪驱逐了他。

这是一部典型的黑色片，
却又有一点先锋的气味，构图
讲究，对白简单而又荒诞，有
一种古怪而又诡秘的美。当危
险的夜晚到来，白天没有得手

的魔鬼男人又来到他们的楼
下，坐在草地上唱起歌谣的时
候，拿着枪端坐在屋内的老太
太忽然和他合唱起来，那一瞬
间影片的气氛膨胀到饱和的
地步，让人久久难忘。唱毕，老
太太站起来，毫不犹豫地一枪
击倒了男人。

当我忽然发现这个老太
太是丽莲·吉许扮演的时候，
实在吃了一惊。尽管其五官仍
然精致美丽，但整个人已经完
全不同。那曾经矫揉造作的脆
弱早已经了无痕迹，她那完全
褪尽了荷尔蒙的身体如今看
起来朴素而刚强。

据说贾宝玉是中国传统
叙事文本里唯一的女性主义
者，估计是和让王宝钏寒窑苦
等十八年的薛平贵以及始乱
终弃的张生相比吧。我怀疑
他其实是“年轻漂亮女性主
义者”，只有年轻漂亮的女性
才值得赞美和宠爱，而老年
女人除了娘和亲人统统一边
去。这简单而粗糙的思维，多
少年来一直都没有变。而时间
带给女人的东西，绝不仅仅是
可以肆无忌惮地跳难看的广
场舞。

丽莲·吉许终身未婚，私
生活严谨，她和米高梅公司签
了影片合同之后，公司曾经想
让她爆点绯闻出来以吸引大
众的注意力，被她一口拒绝。
因此，即使美丽，即使演技出
色，她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已经
过气的明星。她由此转向戏剧
发展，直到老年才重返电影。
她和格里菲斯是一生好友，格
里菲斯拍摄《党同伐异》破产
之后，这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
势利的社会里很快成为人人
嫌弃、避之唯恐不及的“公
敌”，只有她不离不弃，在格里
菲斯的晚年照顾他直到离世，
并在自己99岁高龄去世时捐
了一大笔钱给美国电影研究
院，用来保护和研究格里菲斯
的电影。

格里菲斯的电影中，女主
角几乎全部是脆弱而美丽、需
要人无穷呵护的女人。不知道
他是否从丽莲·吉许的身上，
真正发现了女性的美丽？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
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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