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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大陸的電影產業生態面臨極
為巨大的轉變。首先是拍攝題材無可選擇地朝向「革命化」的方向
發展。同時，在電影主題「革命化」的背後，則是整個電影產業及
攝製機構的黨國化。不稱之「國有化」而強調其「黨國化」，在於
中共政權的特質在於以黨領政，「國有化」的概念尚不足以描述其
實質。在黨國狀態下，黨的統治機器不僅形塑、籠罩整個國家體制
，同時還滲透進私人層次的社會網絡之中，深入到個人的行為與思
想底層。只有在黨國化牢不可破的權力結構之下，革命化方成為藝
術表現的唯一形式。1960年代中期起樣板戲的出現，是中國大陸電
影在徹底黨國化的環境下，具體實踐革命化使命的終極成果。雖然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段時間，中國大陸電影曾短暫出現以地方戲
曲、歷史人物為內容的嘗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意識形態論
戰和因之而起的政治風暴中，證明革命化與黨國化，仍是文藝作品
必須服務於階級鬥爭的唯一可能選擇。

中文關鍵詞： 為工農兵服務、武訓傳、毛澤東、江青、文化大革命

英 文 摘 要 ：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ctober 1949,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met a huge
transformation. First was the subject matters had no choice
but to be revolutionized. And behind such a tendency of
revolutionized keynote, the whole movie industry abruptly
controlled by the party-state. The party-state system was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onopolize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machine. Only under such a system, the style of
artistic performs became revolutionized was possible. The
appearance of Yang Ban Xi in 1960s was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evolution of a revolutionizing process. Even though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as a period that some
film-makers tried to produce some movies based on the local
dramas or historical figures, but the ideological
controversies and the following political turmoil happened
around 1966 proved that revolutionization and party-
state’s monopoly was the only criteria of China’s cinema
production.

英文關鍵詞： revolutionize, Mao Zedong, Jiang Qing, The Life of Wu Xun,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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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大陸的電影產業生態面

臨極為巨大的轉變。首先是拍攝題材無可選擇地朝向「革命化」的方

向發展。同時，在電影主題「革命化」的背後，則是整個電影產業及

攝製機構的黨國化。不稱之「國有化」而強調其「黨國化」，在於中

共政權的特質在於以黨領政，「國有化」的概念尚不足以描述其實質。

在黨國狀態下，黨的統治機器不僅形塑、籠罩整個國家體制，同時還

滲透進私人層次的社會網絡之中，深入到個人的行為與思想底層。只

有在黨國化牢不可破的權力結構之下，革命化方成為藝術表現的唯一

形式。1960 年代中期起樣板戲的出現，是中國大陸電影在徹底黨國

化的環境下，具體實踐革命化使命的終極成果。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之

前的一段時間，中國大陸電影曾短暫出現以地方戲曲、歷史人物為內

容的嘗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意識形態論戰和因之而起的政治

風暴中，證明革命化與黨國化，仍是文藝作品必須服務於階級鬥爭的

唯一可能選擇。 

 

關鍵字：為工農兵服務、武訓傳、毛澤東、江青、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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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ctober 1949,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met a huge transformation. First was the 

subject matters had no choice but to be revolutionized. And behind such a 

tendency of revolutionized keynote, the whole movie industry abruptly 

controlled by the party-state. The party-state system was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onopolize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machine. Only 

under such a system, the style of artistic performs became revolutionized 

was possible. The appearance of Yang Ban Xi in 1960s was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evolution of a revolutionizing process. Even though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as a period that some film-makers 

tried to produce some movies based on the local dramas or historical 

figures, but the ideological controversies and the following political 

turmoil happened around 1966 proved that revolutionization and 

party-state’s monopoly was the only criteria of China’s cinema 

production. 

 

Keywords: revolutionize, Mao Zedong, Jiang Qing, The Life of Wu 
Xun,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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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 言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對於當時中國的電影工作者來說，是一個舊

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如何適應新國家、新社會的需要，拍攝符

合新時代要求的作品，對於選擇留下來接受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電影人來說，是一

個陌生卻又關鍵的課題。至於如何領導及指揮中國的文藝工作者，讓他們為強調

「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政府服務，也同樣是中共決策高層的重要考量。在雙方皆

必須面對新形勢作出調整或訂定決策的情況下，1949 年起至 1951 年 5 月以前，

可以說是中共官方與中國民間電影工作者的一個摸索、適應和磨合期。 

1951 年 5 月毛澤東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電影政策遽然間變得清晰起來，這是因為此前雖然有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原

則方向，但如何才能正確表現「工農兵」的階級立場，不熟悉中共政治語彙和界

限的民間電影工作者，尤其是上海電影產業界，其實仍處在嘗試錯誤的過程。《武

訓傳》遭到毛澤東帶頭批判，不僅使得其他人知所警惕，更成為中共統治下電影

產業快速走向「革命化」與「黨國化」的重要標誌點。 

本計畫所稱「革命化」，係指 1949 年之後，中國電影快速轉向以歌頌中共共

產革命過程中的「正面」人物為主，或者是符合其階級立場的歷史事件或人物。

至於「黨國化」，其實質義涵尚涉及到 1953 年之後中國電影產業被收歸國有。然

而本計畫不稱之「國有化」，而稱「黨國化」，原因在於中共政權的特質在於以黨

領政，「國有化」的概念尚不足以描述其實質。在黨國狀態下，黨的統治機器不

僅形塑、籠罩整個國家體制，同時還滲透進私人層次的社會網絡之中，深入到個

人的行為與思想底層。只有在黨國化牢不可破的權力結構之下，革命化方成為藝

術表現的唯一形式。1970 年代之後樣板戲的出現，是中國大陸電影在徹底黨國

化的環境下，具體實踐革命化使命的終極成果。 

 

（二）研究目的 

國內有關 1949 年至文革結束前中國大陸電影的研究，尤其是電影史的探討

與整理，成果並不多見。原因不難理解，研究 195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

期政治史的學者原本就麟毛鳳爪，而同一時期之電影產業變遷又與政治發展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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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更增添研究之難度。蓋不了解 1950 年代中共政治，庶幾無從研究其電影

制度及電影風格之變化。也因此，國內對 1950 年代至文革結束前之中國大陸電

影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拜近幾年中國大陸國產老電影 DVD 光碟片大量發行，

使得取得 1949 年至 1976 年間之中國大陸電影的門檻大幅降低。然而欲對之作出

學術研究及分析，仍需具備對中共黨政歷史的瞭解與掌握，這些條件都限制了此

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如果僅是對作品進行風格與表現手法解析，則又流於電影藝

術賞析，缺乏歷史學對於事件背景與因果解釋的建構。總之，國內學界對於中國

大陸 1950 年代至文革期間的電影史書寫，相當貧乏。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立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對「電

影／政治」及「藝術／意識形態」兩組不完全相同但卻關係密切的概念，作更深

入的分析研究。中國電影在 1949 年以後，不僅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而且有時

候甚至成為政治鬥爭的導火線。1951 年針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當權者（毛

澤東）對上海電影工作者（孫瑜、趙丹）的一次牛刀小試，1957 年「反右」鬥

爭更成為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大災難。直致文化大革命前夕，有關電影政策，依然

是毛澤東和「文革小組」成員（尤以江青、張春橋最顯著）展開對政敵鬥爭的重

要戰場。此處，藝術與意識形態之間牽扯不清的糾葛，一直是中共在文革結束以

前政治變化的重要課題之一。 

藉由對文革結束以前中國電影歷史的探討，本計畫期待能夠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治史的相關脈絡，作出更細膩與深入的敘述分析。 

 

（三）文獻探討 

本計畫所涉及文獻，一類為 1949 年至 1976 年間中國大陸所拍攝製作之電

影。拜近年大批老電影光碟出版發行之賜，本計畫在可能搜集到的影片範圍內，

雖無從將所有曾經發行過的該期間所有影片皆蒐羅齊全，然一定程度上，若干具

代表性的作品還是可以順利取得並進行檢視，包括 1951 年引起政治風暴的《武

訓傳》。由於這類影音資料的取得，方能夠實質地掌握在一般文字文獻中所涉及

的具體內容。否則，光憑文字文獻史料，畢竟難以具體核實某些爭執或指控的關

鍵細節。 

本計畫所涉及文獻的第二類，主要係中共官方近三十年來所出版的大量檔

案、資料、文件、文稿、回憶錄等出版品；此外，自然還有若干中國大陸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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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刊行的出版品、史料，以及學術研究成果。這一類的文獻，卷帙浩繁，此處

無法一一列舉，或可由結案報告最後所附參考文獻中，略窺一二。中華人民共和

國史研究，最惱人的陷阱之一即為數量龐大的文獻、檔案，以及經常處於「被遮

掩」狀態中的文獻和檔案。對於相關史料、文獻的蒐集、掌握和解讀，往往決定

研究之成敗。更由於此類文獻往往內容互有牴觸，甚至相互矛盾，因此往往導致

立場不同之歷史敘述各說各話，無從獲致真相。 

本計畫執行的可能性，其實建立在計畫主持人累積多年的資料蒐集基礎上，

以及過去在中共建國後政治史的研究上。中共建國後的政治局勢發展，其中一個

關鍵因素在於毛澤東始終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主的路線，這一路線導致毛澤東

與其他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罅隙，並進而出現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傾軋與權力鬥

爭。1957 年「反右」運動和 1966 年文革暴發，皆種因於毛澤東與中共高層其他

領導人的政策思維方式不同。而這兩場政治風暴，同時極大程度影響著中國電影

和戲劇政策的變化發展。1964 年江青開始以「京劇革命」旗手的身分登上北京

政治舞台，巧妙地為兩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而所謂「京劇革命」，事後

證明是毛澤東善於操作「電影／政治」及「藝術／意識形態」這兩個領域的政策

主導權，以之作為攻擊政敵的突破口。不論是 1951 年批判電影《武訓傳》，或是

1960 年代中期創造出《沙家浜》、《紅灯記》、《海港》等樣板戲，並以之作為掀

起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文藝領域側翼支援，中國電影在 1949 年之後持續在接二連

三的政治運動中受到制約與重塑。正由於這樣的歷史脈絡，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

國電影具有著極為複雜的政治內在性格。也因此電影作品的分析框架就不能只是

將之作為被觀賞的影象而已，電影的背後永遠存在極為複雜的政治因素，研究電

影作品及電影產業就無法脫離政治。 

 

（四）研究成果與討論 

計畫主持人於 2013 年 12 月正式出版之〈1950 年代初期中國電影的風格轉

折〉一文1的基礎上，復於 2014 年 10 月 11 日在國立政治大學所舉辦之「影像與

史料──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反右」前後的中國電影

與電影人〉一文。易言之，目前有關本計畫之執行成果，於論文發表方面至少已

                                                
1 李福鐘，〈1950 年代初期中國電影的風格轉折〉，收入劉維開主編，《影像近代中國》（台北：

政大出版社），頁 15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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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 1949 年至 1957 年「反右」為止的 8 年時間。至於「反右」落幕後，尤其是

1958 年起「大躍進」期間至 1966 年文革發動前後的中國電影界狀況，仍待日後

進一步撰寫。 

簡言之，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共當局已積極建立屬於自己

的官方拍片機構，包括最早成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簡稱「東影」），以及分別在

1949 年 4 月和同年 11 月組建的北平電影製片廠（簡稱「北影」，後更名「北京

電影製片廠」）和上海電影製片廠（簡稱「上影」）。2這三家電影製片廠很快的在

1949 年至 1950 年間陸續出爐一批官方攝製的電影作品，包括《橋》、《回到自己

隊伍來》、《光芒萬丈》、《中華女兒》、《白衣戰士》、《無形的戰線》、《白毛女》、《趙

一曼》、《內蒙人民的勝利》、《光榮人家》、《鋼鐵戰士》、《劉胡蘭》等。總計 1950

年中國大陸官方與民間片廠一共生產了二十七部劇情片，而官方的東影、北影、

上影三家製片廠便佔了二十一部之多，幾近八成。3 

至於在這一階段尚不屬於官方管轄的私營電影企業來說，如何編寫拍攝「為

工農兵服務」題材的電影，仍是一個有待學習的功課。1950 年，由上海文華影

片公司所出品的《我這一輩子》，可以視作是 1949 年之後，非屬於中共官方的拍

片機構為迎合新的政治情勢，所嘗試拍攝的代表作。這部電影並沒有正面歌頌無

產階級英雄人物，反倒是描寫了一位冷眼旁觀世局變化的普通小老百姓，對於「革

命」並未親身投入，頂多只是抱持同情態度。這樣的主題和角色設定，雖然還搆

不上「為工農兵服務」的標準，但至少批判了「舊社會」的黑暗，符合了 1949

年之後政治正確的標準。但從另一個面向思考，《我這一輩子》事實上透露出當

時中國民營電影工作者的尷尬處境──面對一個全然陌生而且無從抗拒的政治

要求，但對於中共的文藝路線和政治語彙又不夠熟稔，既然不知如何正面表現工

農兵，因此反過來繼續批判「負面題材」，加碼對過去的政權（北洋政府和國民

政府）進行攻擊，未嘗不是一種安全的作法。 

然而隨後上海崑崙影業公司所製作完成的《武訓傳》，卻成為一場政治災難。

1951 年毛澤東在看過《武訓傳》之後，對這部電影產生極大疑慮，認為其所歌

頌的並非無產階級的正確立場，反而是「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

                                                
2 有關北平電影製片廠和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的大略經過，參考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

（第二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403-405。 
3 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編，《中國藝術影片編目（1949-1979）》（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 年 6 月），頁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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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4為此毛澤東甚至親撰〈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於 1951

年 5 月 20 日以社論形式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 

電影《武訓傳》所引發的文藝界整風運動，所涉及到的問題除了毛澤東藉此

展開建國後在意識形態戰場的第一回合鬥爭外，另一個面向，則是中國電影私營

業者如何適應中共政權的問題。5 

在電影創作環境日漸肅殺的氣氛下，上海私營電影業者很快失去了拍片的欲

望。1951 年 8 月上旬，包括文華、崑崙等各家電影公司的代表前往北京，找文

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進行匯報，提出將所有電影公司國營化的建議。稍後電影局

將國營化方案報請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批，中宣部同意了該方案，並於 8

月下旬正式對外宣布。1952 年 1 月初，由原上海八家私營電影製片公司（包括

文華、崑崙、國泰、大同、大光明、華光、大中華等）在皇后大戲院召開「（上

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成立大會，將原有各製片廠的機器、設備、場地予以合併，

成為新的國營電影公司，簡稱「聯影」。1953 年 2 月，聯影再被正宗的國營電影

機構上海電影製片廠（上影）合併，中國大陸的私營電影產業完全走入歷史。6 

儘管電影產業自此完全「國有化」，然而中國電影與政治之間的糾葛程度，

並未有本質上的減少。1957 年「反右」鬥爭，曝露了中國文化界、電影界在政

治鬥爭中的高度風險性。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在「反右」過程中，文化部電影局

及其直屬各單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成員，一共一百三十三人，他們當中大多

數人分別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撤職、降級、開除黨籍、開除（共青團）團

籍等處分，從此被迫離開電影創作和電影工作崗位。7其中著名演員石揮的自殺，

成為「反右」中最具代表性的悲劇。8 

「反右」之後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北京政局仍是多變的。即使在

1949 年之後中國電影主題與角色的「革命化」是一個主要而明顯的趨勢，然而

並不盡然是唯一的可能性。與政治或社會現實無涉，純粹在於呈現傳統戲曲與民

                                                
4 毛澤東，〈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頁 46。 
5 佐藤忠男原著，錢杭譯，《中國電影百年》（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103。 
6 以上有關 1951 年至 1952 年間上海私營電影業國營化的過程，參考李多珏主編，《中國電影百

年（1905～1976）》（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265-266。 
7 中國電影圖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電影圖史（1905-2005）》（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315。 
8 有關石揮在「反右」中的遭遇，見李福鐘，〈「反右」前後的中國電影與電影人〉一文。發表於

2014 年 10 月 11 日在國立政治大學所舉辦之「影像與史料──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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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的題材，在 1950 年代中期的特定時間裡，亦曾點綴性地出現，而且曾引

起廣泛注目，例如分別在 1954 年和 1955 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梁山伯與

祝英台》與《天仙配》，91956 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的《花木蘭》，10以及同

年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的《十五貫》等。11這些作品基本上與「革命化」大方向

無涉，其所以出現的背景，顯然與 1953 年 1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通過〈關

於加強電影製片工作的決定〉以及〈關於建立電影放映網與電影工業的決定〉兩

項文件，鼓勵擴展電影拍片主題與強化農村基層放映有關；12而這樣的政策，則

又似乎源出於 1956 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前後北京較為寬鬆的政

治情勢。 

然而 1966 年之前中國電影拍片環境的一個弔詭之處，在於一旦政治議題被

掀起，電影作品往往成為意識形態批判的標靶。1966 年 11 月 28 日江青在「首

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講話，特別提到她之所以動念發起「京劇

革命」的緣由： 

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我要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

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份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

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驚訝，京劇反映現實

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

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

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

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種惡毒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

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

基礎。13 

江青所謂的「鬼戲」、「帝王將相」、「厚古薄今」等的文藝創作，其實也包括

了 1950 年代以來若干以傳統戲曲或民間故事為腳本的電影作品。1965 年 11 月

                                                
9 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編，《中國藝術影片編目（1949-1979）》，頁

145-146、182。 
10 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編，《中國藝術影片編目（1949-1979）》，頁

207-208。 
11 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編，《中國藝術影片編目（1949-1979）》，頁 230。 
12 有關 1953 年 12 月政務院通過〈關於加強電影製片工作的決定〉以及〈關於建立電影放映網

與電影工業的決定〉兩項文件的背景介紹，參考中國電影圖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電影圖史

（1905-2005）》，頁 270-271。 
13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部編，《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1973 年 4 月），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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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的序曲雖然是以新編京劇《海瑞罷官》的批判為導火線，然而其背景係

由於江青自詡為毛澤東的「文化哨兵」，自 1960 年代初起即對大量戲曲和電影進

行個人審查，最終在毛澤東和黨內政敵較勁的關鍵時刻，成為政治鬥爭的引爆

點。就在批判《海瑞罷官》發動前不久，國務院文化部主管文藝和電影政策的兩

名副部長夏衍和陳荒煤遭到批判，而批判矛頭指向兩部 1950 年代後期的電影作

品《不夜城》（1957）和《林家鋪子》（1959）。就是在這樣一種假借對電影和戲

劇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審查和政治批判的氛圍下，最終發動 1965 年年底對《海瑞

罷官》的大批判，文革導火線也因此正式點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電影迅速的「革命化」與「黨國化」，其後

果是電影作品不由自主地捲入到政治鬥爭與意識形態辯論的漩渦之中，無法自

拔。這樣的困境，造成 1976 年文革結束以前，中國電影被迫必須在階級立場的

表述上戰戰兢兢，無法單純面對藝術，更無法單純面對觀眾，不論娛樂或是藝術

創作，兩頭皆空。而更加悲慘的，是電影工作者持續被捲入政治風暴中，許多人

遭到身體與精神雙重迫害，造成一代中國電影人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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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史之研究，在台灣向來屬於麟毛鳳爪。相關研究過去
自然集中在中國大陸內部，而由於中共當局對此有一套官方論述的標準模式
，加上六十多年來對於中國電影史的敘述與評價，多多少少已存在著一種因循
的框架，因此固然中國大陸學術界近二十餘年來在史料編輯與學術研究上確實
已累積有相當數量，但著眼於「電影／政治」、「藝術／意識形態」等議題上
的研究，不管是質或量，還是明顯不足。本研究的相關成果，不管是在台灣
，甚至相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應該是具有相當開創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