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的“北京版”《特殊病房》剧照 王雨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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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法国杂技艺术家菲利
普·帕特的个人自传改编的影片《云中
行走》在国内影院上映，影片由奥斯卡

“金牌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
1974年8月7日，法国杂技名人菲利普·
珀蒂在纽约世贸大厦高达110层（412
米）的两座大楼之间，完成了一次至今
仍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举——搭起了一
条横跨天穹的钢索，进行了长达45分钟
的大胆表演。影片讲述从小喜爱杂技
表演的菲利普·帕特（约瑟夫·高登-莱
维特饰），长大后成为法国杂技名人，他
来到纽约，想要完成在摩天大厦之间走
钢索的梦想，在遭遇了一系列的怀疑、
误解、受伤之后，最终坚定地站在了世
贸大楼之间的钢索之上。影片精良的
制作让观众对钢索上行走如同身临其
境，菲利普对兴趣的珍视和不懈追求、
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为实现理想艰苦
卓绝的准备、行走在云端时的自在优
雅，得到绝大多数观众的赞叹。特别是
在“9·11”之后，世贸大厦今朝已无从仰
视，更使影片寄托了人们对“9·11”前的
纽约城市的情怀。

钢索是自由，是法律触碰
不到的地段

影片并无很明显的外部冲突，支撑
全剧的除了丰富的内心独白，体现出对
自由和个人成就的向往、对死亡的恐惧
之外，较大的冲突就是自始至终对警察
的躲避和对法律的违反。乍看之下，与
观众对菲利普漫步云端的行为、勇气和
艺术表现的惊叹、欣赏、敬佩相反，警察
在剧中扮演了对自由的限制者、驱逐
者，表现得刻板、有限，甚至无能，在管
理城市高空行走者时，除了拘留和罚款
之外似乎无所作为，丝毫未体现出保护
和规范或预防和惩戒的功能。影片高
潮的段落中，菲利普面对钢索尽头的警
察，从容完成的几次转身，有多轻松多
优美，就反映出警察有多无奈多沮丧，
此刻被戏耍的警察恰恰代表着法律。

就影片来看，艺术和法律的冲突无
处不在，菲利普在街头表演见警察就
躲，在牙科诊所偷偷撕杂志装进口袋带
走，在巴黎圣母院高空行走后被拘留，
进美国接受安检时幸运过关，多次乔装
扮作不同的身份蒙混进入双子塔，警察
在拘捕他时说：“你已经触犯了不止100
条法律。”凡此种种，导致观众在享受视
觉盛宴和心灵洗礼的同时，也对高空行
走者时刻在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
戏印象深刻。在为艺术追求高唱赞歌
的同时，法律在一旁显得并不那么讨
喜。有人说，艺术和法律从来就是对立
的，一个感性、敏锐、疯狂、追求自由，一
个理性、被动、现实、注重秩序，特色鲜
明，难以平衡。事实上，电影讲述的故
事本身就蕴含着二者的平衡。

艺术的疯狂与法律的严
谨，可否平衡

除了自由，艺术同样需要秩序。高
空行走者始终追求的平衡就是秩序，菲
利普街头表演时所划的圆圈也是秩序，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拒绝表演空间的践
踏和侵入者，从此处来看，菲利普本身
就是秩序的追求者和捍卫者。

除了虚无和自我实现，艺术同样需
要现实和责任。菲利普为了个人理想
离开家人，这被世俗传统认为是个人主
义和不负责任；而当他与同伴们成功潜
入双子塔，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和意外进
行准备时，面对各种困难和未知的前
景，绝望的同伴退出了，这种不负责任
的行为，无疑使得已经进行到紧要关头
的准备工作难度骤增，时间紧迫，任务
艰巨，身边仅有的人还先天恐高，更在
菲利普的伤口上补了一刀。

除了疯狂和冒险，艺术同样需要科
学和严谨。最初迷恋高空行走的菲利
普愿意利用任何机会和场合完成他的
艺术表演，直到钢索断开他从树上跌落
下来。那时的他已经把在双子塔之间
行走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跌落的瞬间
也让他猛然意识到，要实现理想，设备
保障和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片末工作
人员拆除钢索时原计划是直接焊断，而
幸亏最终采纳了菲利普的建议进行了
更为科学的方法，避免了钢索高空坠落
对地面和对面建筑物可能造成的巨大
伤害。

除了勇气，艺术同样尊重生命和
爱。片中，菲利普与精神导师帕帕·鲁
迪争吵最激烈的一次，就是为了是否绑
安全绳的问题。帕帕·鲁迪认为负责任

的高空行走者一定要确定生命安全，而
菲利普则认为艺术就是要义无反顾
——与马戏团里靠走钢索谋生的小丑
不同，菲利普把走钢索当成艺术，愿意
用生命去表现、去追求，绑安全绳是对
艺术的亵渎。两个人的争论点并非要
不要珍惜生命，而在于艺术追求是否应
高于生命安全。

此外，影片在情节铺陈中也着意体
现了二者的融合。比如，警察拘捕菲利
普后，却坦言对菲利普的敬佩——“你
的勇气让我佩服”“以前，以及从今以
后，我都不会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这
种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拘捕他出自警
察的职责，敬佩他则出自警察的个人感
情，执法者的行为表明艺术和法律可以
融合在一起。此外，菲利普挑战双子塔
是通过擅自闯入得以完成的，他是第一
个完成此项行为的人，其过人的勇气和
高超的技能得到双子塔规划者的认可，
作为荣誉的回报，菲利普获得了一张永
久有效的天台门票，这一处细节无疑也
是艺术与法律的相融。

当菲利普超脱了人类社会的各种
束缚，躺在云端钢索上尽享充分的自由
时，此刻警察和法律对他而言已经不复
存在。突然一只飞鸟打破了他的安宁，
好在鸟儿很快飞去，但不速之客已然促
使他不敢继续停留，因为一只飞鸟的体
重对于他苦苦追求的平衡有致命的威
胁。一想到自由自在的菲利普，克服万
难得享的片刻自由却被一只飞鸟轻易
威胁，何尝不是对法律中所谓的“无限
的自由就是不自由，自由要通过限制自
由才能实现”这个道理的生动阐释？

在法治社会里，即使行走在云端，
警察有短暂的鞭长莫及，每个人也都无
从摆脱法律的制约和保护，观众仅能欣
赏到高超技能的美妙，而艺术者的知识
产权、肖像权等权利，都要法律予以确
认和保护。

2015年10月17日是阿瑟·米勒
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为纪念这位
伟大的剧作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从
2015年春天便开始了将米勒晚年名
作《特殊病房》搬上中国舞台的工作。
日前，由王晓鹰担纲艺术指导，赵以执
导的“北京版”《特殊病房》首演于国话
先锋剧场。

《特殊病房》原名为《车下莫根
山》，这部探索人性、批判现实的婚姻
家庭剧，是笔者计划译编《阿瑟·米勒
晚年名作选》中的一部，该译作曾发表
于2012年《剧本》月刊第8期。1991
年10月，《特殊病房》由布莱克默执导
首演于伦敦，2000年4月该剧又在纽
约百老汇大使剧院演出，引起评论界
和观众的强烈反响。

对于阿瑟·米勒，中国观众并不
陌生，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曾邀请
他来执导自己的经典作品《推销员之
死》，为此米勒还写了《阿瑟·米勒手
记：“推销员”在北京》一书。2012年
6月10日，《推销员之死》再度风靡了
纽约百老汇，并获得托尼奖最佳复排
话剧奖和最佳导演奖；而几乎就在同
时，北京人艺“遥相呼应”推出的《推
销员之死》在中国舞台场景上也颇有
新意。回顾这位美国严肃戏剧代表
作家的创作生涯，其在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作品最为辉煌，例如《都是我
的 儿 子》（1947）、《推 销 员 之 死》
（1949）、《人民公敌》（1950）、《萨勒姆
女巫》（1953）、《桥头眺望》（1955）等；
美国著名剧评家格特弗里德称米勒
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女巫》和《桥
头眺望》为“三部气势宏伟的剧本，深
入广泛地揭示现代社会人性，却又高
于现实生活，因为它们诗意盎然并具
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毫无疑问，阿
瑟·米勒是美国戏剧的良心”；他还认

为人类世界只要有舞台存在，这三部
剧作就会不断上演，传之不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米勒写了
《特殊病房》《末代洋基佬》和《砸抢之
夜》。《特殊病房》中，主人公莱曼关于
情爱与婚姻的困境无疑与米勒自己的
爱情和婚姻经历有关，尤其是同玛丽
莲·梦露5年婚姻的失败有着某种心
理连接。1987年底米勒出版了他的
自传《转折时代》，在该书出版前的访
谈中，他拒绝谈及自己与梦露的往事；
但在书中却详尽地回忆了他俩的昔
日。毫无疑问，对于梦露，米勒始终有
一种难解的情结与痛苦，一种往事不
堪回首的心境。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剧
作《拍完影片》也是源于这种不思量自
难忘的情怀——剧中角色大都来自梦
露和米勒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舞台上
也不时出现女主角在家中全裸的场
景。此剧在芝加哥首演后曾轰动风靡
一时；但上演一个多月后便销声匿迹，
既未出现于伦敦和纽约，也从未有过
复排；十多年来，因维护父亲的隐私权
或其他缘由，米勒的女儿一直阻止该
剧的上演与出版，唯不久前东欧某剧
院获得过此剧演出权。中国国家话剧
院曾邀笔者译介此剧以搬上中国舞
台，相信米勒这部晚年最后的杰作终
将能与中国观众见面。

2005年 2月 10日晚，89岁的阿
瑟·米勒因心肌梗塞而死于家中，那日
恰是他的《推销员之死》首演56周年
的日子。经过70年的创作生涯，米勒
同品特、奥尼尔、皮兰德娄、贝克特、萨
特、布莱希特和田纳西·威廉斯一样，
成为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剧作家之
一。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2月11
日晚8点，纽约百老汇所有剧院的灯
光同时熄灭，为美国戏剧巨人的逝去
而致哀。2007 年 3月，米勒的母校

——密西根大学的阿瑟·米勒剧院落
成。依照他的愿望，这是全世界唯一
一座以他姓名命名的剧院。

说回《特殊病房》，这部作品是对
现代社会婚姻与性爱在道德与哲理层
面的反思。作者本想把此剧写成一部
道德喜剧，可它却成了一部幽默反思
现代社会人性伦理和风趣批判当代社
会现实的正剧。剧中人莱曼是一个作
家出身的金融保险业大亨，他嗜色成
性，奸骗女孩无数，还偷养着一老一少
两房娇妻。但大风雪中他车坠莫根山
被送入医院后，两位妻子出现在他的
特殊病房。重婚之事败露，莱曼身败
名裂成为孤家寡人。而作者暗示车祸
的发生，正是莱曼无法忍受重婚中双
重人格的社会与心理压力而选择自
杀。米勒在剧中既批判了社会权贵精
英阶层的淫乱、堕落和虚伪，也对一夫
一妻制社会的人性伦理提出某种
反思。

此剧伦敦版和纽约版的导演均为
英国著名严肃戏剧导演布莱克默；他
的舞台二度创作忠实而传神地呈现了
剧中的人物与主题。《特殊病房》启幕
时，保险业大亨莱曼满身石膏绷带，躺
在纽约北部一家医院的特殊病房内。
前一夜的大风雪中，他从莫根山顶搬
开禁止通行的安全栅栏，驾着法拉利
跑车硬行下山，途中车祸坠入山谷。
醒来时，他惊恐地发现，病床前出现了
首次相遇的两位妻子。主要的舞台场
景就是病房的一张病床，而剧中人在
病房现实与昏迷回忆的场景中时空跳
跃、往返闪回。此剧原名为《车下莫根
山》，意在莱曼的贪欲招致身心无尽的
坠落，而“北京版”改为《特殊病房》则
强调莱曼的贪欲已成为一种社会
疾病。

《特殊病房》的批判性在于莱曼当

年曾是位充满理想的作家，商场“下
海”后在尔虞我诈、贪婪无耻、背叛欺
骗、弱肉强食的金钱社会中功成名就
而成为社会权贵精英。他沉溺在金钱
美女的漩涡中，出卖同行、背叛妻子。
金钱的贪婪与色欲的疯狂成为他的人
格本能。而此剧深刻的现代性更体现
在剧中所展示的现代社会婚姻与爱情
及伦理与性爱之间的悖论。米勒在剧
中深入探索现代社会性爱与婚姻的人
性困境，刻画了现代社会道德法则与
人性法则间的冲突。贪婪色欲的莱曼
在昏迷中反思自己的一生，他拒绝承
认自己所犯的重婚罪的可耻和背叛妻
子儿女的卑劣。他始终如一地认为他
给了两位妻子灵与肉上的双重幸福，
给了他的儿女们幸福快乐的一切，莱
曼声称：“我是个自私的杂种。但我热
爱真理。”“一个男人要么忠于自己，要
么忠于别人——无法两者兼顾。不然
不会幸福。我们都明白，只是碍于道
德而不愿承认。”无疑，法国文豪雨果
早已指出“真理之上还有道德”，但是
人性的真理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的伦
理规范，恰如已为人夫的阿瑟·米勒
1951年曾与美貌的玛丽莲·梦露短暂
相恋，终究无法割舍而在1956年6月
抛却一对儿女和妻子斯莱特丽与梦露
结合；而米勒晚年对一夫一妻制的反
思与当年的情感困境无疑有着难以释
怀的心结。

《特殊病房》中的莱曼认为一夫多
妻制会有利于社会与婚姻的“和谐稳
定”，这使得被他的双重性惊呆了的妻
子们不得不面对她们的抉择。剧终
时，莱曼的妻子和儿女们都离他而
去。在病房死一般的静默中，他睁大
双眼，迷茫地凝视前方。他痛苦地拉
着护士的手，喃喃地：“别扔下我一个
人，好吗？”

□ 胡开奇

电影《云中行走》剧照

《特殊病房》与米勒的“九十年代”

春节前不久，美国洛杉矶市民在位于格伦代尔的美利坚品牌
购物中心以舞龙舞狮、传统武术和民间舞蹈表演迎来了洛杉矶猴
年春节欢庆活动。一位派发红包的中国“财神爷”特别受来宾欢
迎。此外，书法展示、面部彩绘和特色美食等活动也为庆典添光增
彩，而洛杉矶知名糕点大师制作的一尊“猴子献桃”巧克力蛋糕更
让人们垂涎欲滴。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庆祝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无论是主办方
还是参与者都与主流社会更加“挂钩”了。如今，春节在美国早已
不仅仅是属于亚裔民众的传统节日，活动的来宾和表演者都来自
各个族裔。当然，这里的年味与国内还是有所不同的——切蛋糕
便是传统春节在洛杉矶被“西化”的明证。

□ 文/图 陈 豪

洛杉矶，
“洋范儿”迎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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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献桃”巧克力蛋糕

舞狮表演 美利坚品牌购物中心前的迎春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