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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的，幽幽的
47 

卢克丽霞·纳普著｜沈丹译 
 

“一个地方永远属于那些 苛责它， 执迷地铭记它，扭曲它，形塑它，描述它，激进地

爱着它以至于要把这地方再造成他自己形象的人。”——琼·迪迪恩：《白色专辑》，1979。 
 
游静将流离与错置的景观概念化，与之协商，质询历史、主体与后殖民的框架。她在作品中将叙

述与文本的惯例问题化，与此同时传递了一种敏锐的情绪情感、幽默狡黠，以及后殖民酷儿主体

的才智。在塑造她的地域迁徙经验、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特别而多元化的作品上，她是无畏的。

当你回溯和思考游静的全部作品，会发现在这诉说的过程中，有不少所转变。不论是叙事、纪录

（或纪录式的）或非传统的形式，挪用范围广及游客式的摄影、戏剧性重演、访谈及各种多样化

的叙述形式，都将个人、政治、错置、身份、女性和酷儿爱等议题揉合并复杂化。我接下来要讨

论的录像和电影显示了游静的视觉风范和实验性的深广度。另外，我尤其关注一个作品的创作过

程如何让作品显得更加丰富，以及一个作品在时间流逝中，在世界和政局变幻下，某些元素便随

着流动起来，让人有新鲜的阅读角度。整体的作品也见证了科技改变的时间痕迹，与独立电影人

诸种抉择之间的关系。 
 
我记得我第一部使用的摄录机是 1980 年代的索尼便携式录像机，第一次用它，站在相机前，在

黑白的取景器中我瞥见一个被照明的，带蓝色的电子身影，一个我从未在电视上见过的身影。 
快进。 
 
1993 年，作为加拿大班夫中心的驻地艺术家，游静拍摄了三部录像书简。这些早期的短片受诗

人兼电影导演寺山修司与诗人谷川俊太郎对话的“自家制作”VHS《录像书简》（1982-1983）
所启发，彼时的寺山行动不便，养病在家。作为诗人、电影工作者和社会运动份子，游静早期的

录像书简回应着本来是儿童玩具的费雪牌摄像机（Fisher Price Pixelvision）、Hi-8 视频和超 8
电影的低技术质感。那些作品是是粗砺好玩的，用高度洞察的不恭，围绕身份、性向、视觉语言、

错置的身体、以及对如影随形的后殖民浸染作出思考（试想在《录像书简#2》里游静拨梳着的

川宁茶包）。游静的录像书简与寺山修司的不同，她从家外或远离家的地方来建构家。“别处”成
了游静作品里阴魂不散之地。“家”的概念就像一种精神上的后院滑水板（Slip'n Slide48

）。游静给

观者提供了一扇摇摆不定的门，这里似乎唤起我的童年，就像有一个聪慧的、挑衅的小赖皮在作

品里。观乎《录像书简#1》和《录像书简#2》，从两部作品内，可追溯艺术家游静走过的足印，

和格尔·波多维斯之间正持续发展着的“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低科技的制式在闪光，当越来越多人

在家庭以外寻找亲人，我感受到一种对集体的、嬉闹的、积极分子的元素层叠与缅怀。 
 

在《录像书简#1》中，游静把自我变成一个滴滴答答的钟，让观者

探索出与入，前进与后退。我们看到作为录像信差的游静的脸部大

特写，很似如今已在 youtube 和其他社交网站上更为风靡的“自我

记录”。尽管在《录像书简#1》中构图倾侧（想想布鲁斯·瑙曼 1968
年的《慢角度行走》）、紧密，使得我们所观看到的部分：眼镜梁、

鼻梁都显得有点好笑，亲密但也难以靠近。这有如镜中所见或与人

	  
47
原文為 Lucretia Knapp, Something Borrowed, Something Blue.	  

48 Slip 'n Slide 是 1961 年由罗伯特·卡里尔发明，美国 Wham-O（公司）生产的玩具。构造是由花园的软水管与黄

色塑料薄片连结起来，薄片上有穿孔，可将水沥干，让材料更顺滑。玩家可在上面奔跑、跳跃、从一边滑

到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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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接触才会看见的日常姿态。这个“自我”成为一幅电子编织或一首呢喃的话语（想想琼·乔
纳斯 1972 年的《有机蜜糖直卷轴》）。细瘦的手扫过鼻子、嘴唇、脸，眼睛对着镜框瞄来瞄去，

头低着，观众可从狭窄的视线中观察到额头、短短的乱发、眼镜、眼睛，一只触碰脸颊的手指：

酷儿式的羞怯。 
 
在《录像书简#2，或，叫我作本质主义者》的 头，钟摆继续以一个微笑着的歪歪的男人脸孔

出现，这是导演格尔·波多维斯。他晃动的身体为“滴答声”提供了一个温馨的隐喻，一个从时间装

置到人的假设性转换，从此物到非此物。波多维斯的影像上附着了一些文字，首先是“我非你”，

然后“你非钟”。这个男人的影像变得与“非我”进一步关联，当他的影像透过剪接或“播放”与
一个壁钟的特写重合时，声频正从甜美的滴答声转向刺耳的闹铃声。对照来看，《录像书简#1》
和《录像书简#2》撞个正着，就像两个好朋友一样。空间、语境、物品、历史、性别和姿势提

供了线索、张力，改变了观感。在这两部黑白短片里，人与物都被给予孤立的大特写，背景空白。

角色都不说话，尽管影片偶有字幕及歌曲。游静给观众提供关联同时又否定、消解、扰乱它们
49
。 

 
我想着重讲讲制作过程。这是一个作品历程的重要部分，同时有关作者的资料会帮助我们生产新

鲜的知识。在班夫旅居的时候，游静和格尔·波多维斯都各自忙着自己的电影，同时二人都以某

种方式出现在对方的作品里。如上所述，波多维斯的形象出现在游静的《录像书简# 2》里，游

静也担任波多维斯《快闪，长坠》的副剪接师。二人在班夫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相互渗透，明示与

暗示的闹钟，具节奏感的欲语还休以及一个突显的蓝色背景视频片段等元素在彼此的作品中萦绕。

这个被共享的蓝色背景画面是在电视演播室（公共频道风格）里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人物的头肩

部（波多维斯制作的），嵌在一个蓝色的背景里。这种“电视布道者式的片段”出现在波多维斯的

电影《快闪，长坠》的 头，同时在游静的《录像书简#2》的结尾，犹如书架上的书挡。在当

时酷儿活动家与宗教团体之间的种种争斗的脉络下，一部酷儿作品对这种角色的挪用一点也不出

奇。尽管两个艺术家在各自的作品里都引用了既有的影像，在这两个同期制作的作品中共享一个

特定的片段，与其说这是游静的“挪用”，不如说是两个艺术家之间刻意的交流，酷儿同志间把

素材反私有化和循环再利用，并作出一种持久的回音。尽管游静的《录像书简#2》是黑白电影，

但 后的“共享”片段是唯一彩色的也是唯一不出自游静本人的。 

 
《录像书简#1》中的游静  《录像书简#2》中的格尔·波多维斯 
 
我想回溯游静更早期的“录像书简”，拍摄于 1991 年的 16 毫米电影：《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我告

诉你？》，这或许是我所知道过 长的片名。该片揉和了丰富的色彩、特效化的画面和既成历史

	  
49格尔·波多维斯的《快闪，长坠》（1993），是一部半自传式影片，该片突显中将身份及其在媒体中再现的

复杂性，尤其是有关一个年轻的、酷儿的、作为社会运动份子的，患有艾滋病的电影制作者。他讽刺将八

九十年代艾滋病患者妖魔化的主流媒体。片中一个角色谐拟了一个电视主播所散布的恐慌：“我代表未感

染者做报道，我们清楚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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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使它在风格上是如此的不同。这部电影是一封两个女人之间的情书，一边写自香港，另一

位在纽约，一个电影工作者，一边写信一边为一部电影采集影像素材。电影以两张叠放在黑色背

景上的 Polaroid SX-70 照片（现在已经绝种的那些即影即有的白边照片） 始，左侧照片中，

一个黑色短发女人坐在镜框右边的位置，向下凝视着。画面传达出一种疲惫或是深思。右边的照

片更抽象，一个黄色的物体上铺满红玫瑰
50
。观者可能不确定照片要传达或翻译的意思，但是会

希望照片中的女人再次出现在电影里。但实际上她只能被听见。观众兴许会期待这两张照片是肖

像，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也算是，尽管其中一个展示的是女人，另一个却是抽象物。回过头来看，

这些看似脱节却又重叠的影像为这部电影和这些角色预示了一把声音和一名影像收集人。尽管我

们从来没见过这两个角色，连局部也没有，它们却萦绕整部电影的观赏过程。我们 始明白这两

个女人之间的距离，以及游客与景观之间、家与地、象征性的符号与实物之间的鸿沟。画外音变

成了某种韵律，台词尽管让人迷惑，但却粘合了如过客一样的视象、片段及半抽象的人形。“告

诉我多一点你那边的生活好吗？”一些话语引导着观众去猜想哪一个角色在说话以及“那里”究

竟是哪里。有一种不断寻索的气氛萦绕不散，并透过既成（found images）及当下影像的揉合，

在历史、人和地方之间来回冲洗。此混杂的形式创造了一种诱人的说明性的语言。 
 
旁白是诗性的、充满哲理的，从直接称呼（“亲爱的舒”）到挪用一个作家的批判性文章。这部作

品主叙述人的声音中，我们有两次能听到电影制作人的声音作为一种标点符号，他强烈陈述道：

“你患了妄想症了。” 
 
在观影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视觉和听觉的多重任务中不断转移注意力、不断转变想法。或许因

为我是电影制作者，或许因为在献身给数码之前我深爱着模拟/非数码（analog）。或许因为我大

半生都不断写信给某方的女子。影像的电子符号，被操控改动，在发着光的衰退过程中，静坐在

一格一格移动的影像外围。声音在蔓延。距离占据着缝隙。有人认为孤独并非因为荷尔蒙不平衡

而是来自文化、社会、政治的不公义。 
 
有两组特别犀利的片段我想谈谈。第一个紧随照片标题页而来: 循着一艘船甲板上一个游客的视

野，摄影机记录下随着船渐渐逼近的纽约海岸线。地标性的形象如在微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和纽

约世贸双子大楼渐入视野。（拍摄作品时我们常常会沉浸在过程中，也不会预期当它在那历史的

一瞬倒塌后又会被如何解读。直到我们去回望，再次看到双子大楼耸立的时候还是感到很震惊。

对这些景观的感受与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是相当不一样的。我想到罗兰·巴特的《明室》，他讨论

1865 年刘易斯·佩恩的肖像画：他带着手铐，面容俊朗，即将被判死刑。“他死了或他将死”。面

对失去的感受可能不会很快与建筑物或城市硬件联系起来。那时候我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听到世

贸南楼被撞，然后在游静的短片里再次看到世贸大厦，惊讶得下巴要往下掉。我看过多少次这栋

建筑被撞击然后垮塌的连续镜头，我有种想去倒带只为了看它立起来的奇怪感觉，我猜就像人们

会倒带去看电影《赞普德》中的杰克·肯尼迪再次微笑。某一刻，某个镜头变成一部独立的作品，

让我在脑中不断节录它，一遍又一遍回带。在那些瞬间我的视觉记忆铺洒在这部电影的视象中。

人们在世贸大楼中丧生，也因此很多人的性命今天依然被牺牲。有人死了，还有人继续死亡。） 
 

 
 
 
 
 

	  
50照片由香港摄影师李家昇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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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书简#2》 
其后的随着纽约海岸线的画面来自更旧的既有影像：背着镜头，一些亚洲男女穿着 50 年代的浴

衣，潜入海中，加入一大群游泳者。这两个片段叠合在一起是荒诞的，几十年的差距，却奇怪的

合拍，也产生了新的意义。串联在一起看，纽约港观光影片似的片段和貌似不相关的来自过去的

人们跳水的镜头放在一起，产生一种古怪的余象。其中当然有幽默，但也唤起了梦想以及对“应

许之地”的不幸的幻象。历史片段 初可能是要表达游泳作为奢华的消遣，但很快就褪色了。关

于乘风破浪为了抵达海岸的欢欣与绝望,有着一段长长的绵延至今的历史。我想象着海岸线，以

及它如何深具感染力。在并非数码的录像带上看这影片，我倒带好几次，看着慢慢移动的画面，

想象着要到达某处的震颤与绝望，但去某地可能迅速变成无处可去。一个人会有多激动才会朝着

大海纵情一跳，就为了触碰海岸线的希望；一个人会有多绝望才会奋不顾身一跃，就为了到达海

岸线的希望。我们想起无数双望着海岸线的眼睛和大量的移民，那并不是像游客所期待的那样一

个受欢迎的海岸线。“亲爱的舒，若不是要拍这部电影，我猜我应该不会到那里。我 后还是扔

掉了所有拍好的镜头。”下一个从船上看到的画面是自由女神像。电影突然切到华盛顿广场公园，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自由女神像，但却是一个模型且正被出售，被一个亚裔人举在空中。“你问我

他是中国人吗？我不知道。事实上我无法分辨谁是中国人谁不是，你看不见吗？”观众什么都看

不见，只有一刻的黑片。这类的文字/影像游戏常常在游静的作品中出现。（回想《录像书简#2》
中的“你非钟。”），当我们听见“你看不见吗”然后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这种直白叫人尴尬但也

感到幽默。我想象游静紧紧挤靠着玛格丽特
51
。通过文字与影像的玩耍，提示我们观看的是一个

不能以表象价值判断的系统，再现是由特权与地位所构筑的。 
 
旁白带着某种忧郁。我从视觉影象联想到了电影制作人这个角色。影像美丽，并充满着妄想或实

验性的力量。纽约如游客般的影像，连同香港和大陆“找来的”宣传风格电影，都一起寄给“她”。

影像和旁白是一种揉合，是两个女人之间沟通与交合的途径。“亲爱的舒，我尽力让它充满异国

情调，他们会说“我知道这是关于禅的。”观众看到一个女人的大特写。我相信她正在做针线活，

但是这个近景以及半模糊的画质使影像变得模糊且难以归类。识别并情境化这个身体的“渴望”，

将观众带回到早期摄影年代——媒介是用来刻制肖像以及规训社会人的科学工具。电影制作人这

角色所指向的荒谬，与关于种族的修辞巧妙相遇。“我想你会说，你被骗了，根本没有这回事。

正如福饼一样。”游静作品中的福饼出自哪里？诡异地，一块福饼包着一个诗性的断句。游静将

荒谬性以及仿文化象征主义打破。使观众凝视历史和荒谬，让幽默淡化了怨恨。 
 
回到电影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短小“既成”片段。第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中景，她戴着太阳镜，

穿着泳衣，拿着沙滩球，后面跟着一个女军官和女士兵。所有历史片段都是中国女人又都是男摄

像师拍摄的。大部分影像似乎都是从官方电影档案库中来的，但从每部电影筛选出来的片段的紧

凑剪接，放在一起看充满诱惑性，编排了一阙对穿制服女人幽默而性感的颂歌。这些浓缩的女性

纪录片段以一个全身的女子镜头结束，这戴着帽子、穿着礼服的女人背着摄像机朝远处走去。“舒，

你作为投射物而非投射主体,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很快，一个男人在摄影机前经过，阻挡了我们

视线。突然一名白人男性穿着佛教朝圣者式的衣服、草帽以及长袍，在纽约唐人街的人潮中出现，

让人措手不及。电影叙事叫我相信，这个男人并不是电影角色，而是记录一个时常出现在唐人街

的男人。电影对“作为中国人”和“中国女人”影像的反思，以及出现在纽约唐人街而不是中国，

穿着亚洲服饰的非亚洲男人的深思，带出了关于身份、再现和空间的问题。这个男人如何想象他

自己和周围景观？他再现了什么？ 
 
叙述者的声音在继续，“……如果你不记得外在于男性凝视的另一种欲望，你怎么能说一直在和

	  
51 玛格丽特(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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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作斗争……”作为女性感情经历的象征，画面中两个女人在一条船上，剪接方式让人感觉船

在前前后后地来回移动，犹如在静止的爱中。被线性时间放逐，她们逃到了这里。就在这一刻，

几格画面中，她们会永远在一起，永远在海上。但我感觉到，对于“回家”，电影制作人这一角

色也充满矛盾。旁白中提到“民权法”，欲语还休，正是要提醒我们个人和政治的局限。我发现

自己在怀疑电影角色是否有“真实性”可言，如果纽约的镜头是年轻的电影制作人所拍摄，当我

看见女人们在唐人街的血汗工厂工作时，照片中的女人是她们扮演的还是她们自己？游客电影总

是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们为什么会挥手？多数传统的纪录片镜头是刻意安排、说教式并精心策划

的。这种类型本身似乎漏洞百出。这样看来，游静这作品又有多少是虚构？ 
 
一些游静设计的影像是精心处理过及合成的。当两个或以上不同的影像重叠，运用改变影像透明

度及蓝幕，制作合成影像。在这部作品中，有个带蓝色调的片段，映着一个电视机及利用特效处

理，可见一群毛泽东支持者在欢呼着，锣鼓喧天地庆祝着似的。剪接让一个被复制的影像叠在上

面，然后两者悄悄脱序。由此形成的图像和制造出来的模糊性邀请但又拒绝观众清晰地读到任何

个人。关于群体的感官大过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合成影像把人交叠成一个系统，反照着观众。

十九世纪，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了合成人像摄影，把相同种族和经济地位的不同人的脸重复曝

光并重叠，为了生产一种“类型”来帮助辨认罪犯，异常的人以及“下流人”。高尔顿寻求科学方

法来生产一个用来辨认或归档的系统，游静却利用一个电影档案去拆解或重新创造。 
 
在《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我告诉你？》中，制作者凭借其对材料的精心选择，对影像与书写的重塑

与再情境化，以及一些新锐的探索，将实验形式和叙事有机结合。作者揉合了许多女性的影像，

这些女性主要来自以前的爱国电影，而非关于女性之间。两个女人的故事几乎被掩埋在风景、文

本，以及各种样板之下。在作品中，游静把女性影像从档案的高度中拯救出来，将她们重新并置

起来，构造出古怪而又美丽的社群，建立了一个移动不定的视觉空间。世界、空间以及留置总是

贯穿着游静的作品。 
 
尽管观众在电影中可以感觉到角色内在与外在的世界的关系和一个逐步推进的故事，但我们从未

见过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真身。然而，一段段的场景，构图的切换，以及时空的来回跳接，这些因

素的整合都提供给观众一种可参与的但又非单一的故事。 
 
发行于 1999 年的《我饿》，有着 直接的叙事发展。其魅力源于对早期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风

格的继承。尽管电影中有一只鬼，但它并没有明显的恐怖元素。电影有着既风格化而又当代的色

调，运用了人工光影效果及戏剧性的摄影角度。角色的动作、摄影的构图、音乐、音效以及对话

在作品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 早期的电影特效、慢动作、倒放及简单推轨等让电影具备

一种简朴的深度与魔幻的力量。这部奇幻想式的作品与爱情故事将游静电影的鉴赏者带回纽约。

故事发生于 90 年代末的纽约市，中城移民区(地狱厨房)一间小公寓内，住着一个勤劳的非裔美

国女性和一个“有时”会隐形的香港女鬼。关于经典恐怖片中隐形及怪胎的酷儿解读，前人之述

备矣。公寓以某种方式庇护了她们互相结合与混揉的世界。她们关系的故事张力来自它多少是与

世隔绝的，既存在于邻舍关系之内，又超离其外。这是一种基本不可能的结合，越乎生死之界，

但正如许多过去的与现有的酷儿关系所证明的那样，它战胜了障碍并幸存下来。 
 
影片的 场是时代广场上一幅广告的特写，一个巨大的 3D“杯面”，蒸汽正从中升腾出来，那巨

大的尺寸让人觉得它会跑进一个类似经典科幻片《神奇缩小人》（1957）之类的电影中去。这昙

花一现的方便面意味着一种均质化的亚洲性，且由于它显示的是一个杯子而非一个碗，这也是一

个从亚洲到美国的文化吸纳隐喻。紧随这个镜头，游静将观者带到了纽约唐人街。我们听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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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带着粤语口音的英语画外音。那语言充满视觉性，在人们眼前展示出一幅画面。“我在燃

烧中的房子头痛多年，不晓得它在烧，直至妳搬来。”茶几上放着两个装满橙的红色袋子。一个

画面上只有肩部以下的男人正在卖水果。袋子是火焰的颜色。一条女人的胳膊进入画面，提走了

一个装满水果的袋子，然后消失在画面之外。另一个同样只有肩部以下画面的女人，提着个红色

袋子过马路，然后又一个如此，再一个如此。镜头全集中于手、袋子、腿以及脚上。每一个提着

袋子的都是女人。她们是将东西提去分享给别人的吗？旁白又一次响起：“妳的外卖菜单叫我记

得，前生 美好的时光直至我，被认为死去，给那些无法看见的人。”这暗示了旁白者和某个身

处唐人街的女人之间的可能关系。那旁白是一种甜美的耳语，通过她的话，影片的关系结构被建

立起来。“妳可口的存在让我，成为妳房中永恒的设施。”观者看到一个倾斜的广角画面，一条长

长的楼梯通向一间公寓的大门。画面的色调有限，楼梯、扶手和过道都浸浴在两片蓝色之中，而

楼梯的顶端被装点成一抹温暖的亮黄。“妳郁动我回到遥远的地方”观者听到脚步声，看到楼梯

上的一片阴影，然后在一个近景中，一个提着一些杂物袋，穿着套装的女人缓缓上楼。“幸好透

过妳，我继续吃东西这悠久的传统，在此我想象一个远离剥削的人世，让我依附妳成我真正的生”

观者看到公寓白色的内墙，和一盏正在转动的吊扇，长长的透明窗帘被风吹入房间，公寓看起来

空荡荡的。之后，在一个特写镜头中，庞大的字母翻滚着，将电影标题打在两面毗邻的墙壁上。

当这些字母从一个平面移动到另一个平面，它们变得歪歪的。在一个无规则的低角度中，“游静

出品”的字样出现在一片扇翼上，然后又随着扇翼的转动而消失不见。字幕的可见与隐去，阴影

字样的存在与消失，或许意味着某种移动变幻的状态，或许跟居置有关。这是一种聪明而简洁的

创造标题的办法，比用字幕机更人性化。参与制作影片的人员有很多，这点我将稍后回过头来再

作阐述。随着女人 始 门，电影跳剪到公寓内部，聚焦于一扇窗边的纸风车上，我们还能听到

风吹过风车的声音。 
 

一天的劳累过后，这个女人提着两大袋外卖进入房间。她立刻关切地看了看周

围。音乐和画面一起传达了情绪的起伏。女人走向一扇窗。在镜头的一角，一

架风车卡在窗帘上，很静。绕过那风车，女人望向窗外。每当这女人看向一间

屋子时，都紧随着一个带点蓝色的，扭曲的远景镜头，这暗示了两个平行的世

界，一个是人的世界，另一个是“不见的”鬼的视角。继续搜寻，女人跑出房子

冲上天台。背景音乐变得越来越慌张。从这个女人的视角，或者更确切的说，

那个鬼的视角，观者从一个孔中凝视那天台泛蓝的黯哑图像。通风管和排烟喉

看起来像是一幅不详的吸血鬼图像。这样，通过灯光、阴影、颜色、摄像机角度、构图以及动作

建构起来的场面调度，在有关鬼的场景中都淋漓尽致展现了表现主义的处理方式。回到公寓之后，

女人继续搜寻，显得不知所措。然后，从她身后出现了一些什么，那女人的外套 始辐射出亮丽

的蓝光。是那个鬼。她从隐匿的游戏中显现，对那女人耳语，声音像是从深邃的喉咙中被释放出

来。“你去哪了？”女人温柔地向身后责备道。在对应镜头中，我们看到了那个鬼，她的脸和脖

子是明亮的蓝绿色。在她身后，公寓大门被映上黄色。尽管这些颜色的搭配使人不安，但鬼身上

散发出一种温暖而平和的魅力。“真香，你带了什么？”二者的身高差异很大，“女人“又高又结

实，而“鬼”又亮又轻盈。女人浸浴在温暖的色调中，而鬼沉浸在一片淡蓝色的忧伤里。鬼走向

前并 始嗅着什么。她的身高只到那女人胸部，她能徘徊于纯真与挑逗之间,叫人莞尔。 
 
女人 始冲茶，鬼撕下一条条菜单吃了起来。她是一

只怎么也吃不够的“饿死鬼”。她贪婪地读着另一个女

人的日记，从不安的灵魂中诉说出幽幽的秘密。鬼背

诵唐餐菜单中一系列菜色，她对女人怀着一种甜蜜而

动人的热爱。她们具有一种奇妙的重叠，各自古老的



	   69	  /	  86	  
	  

移民历史和祖先，在这里变得更加复杂。鬼咀嚼菜单的声音听起来又香又脆，如电影的音质一样。

鬼优雅而轻盈地落在女人的肩头，充满爱意地环抱着她，打 一块福饼，喂给女人吃，而把包福

饼的纸送进自己口中。女人微笑着，把包装纸从鬼嘴里拽出来，好在她吃掉之前读读上面的字：

“否极否来。”女人挑了挑眉，福签上写着一种幽默的不幸，这是一种可伪装成智慧谶语的混杂

文体。头顶的风扇在转。如果你曾在夏日住在纽约，便能感觉到甚至几乎闻到这小房间中的闷热。

这间位于地狱厨房的公寓，即使有架正在转动的风扇，依旧有些缺氧。房间的内景切换到时代广

场大屏幕上的股票信息滚动条。它从屏幕上慢慢滚过，展示着世间的不幸，以及一个被贪婪，而

非那女人和鬼所能换取的东西喂饱的世界。“……内阁在周五对拯救银行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

日本银行……”这是某种崩溃前的先兆吗？ 
 

随着电影的推进，女人和鬼变得绝望起来。是他们彼此的世界无

法调解，抑或是他们的生活与外面隔绝？我们看到不同的静止镜

头，像活人画一样，两个人独自坐在自己的私密空间里沉思。一

幅幅“活画像”变得越来越虚空，直到摄影机停在了某个仪式化

的时刻：鬼 始坐在床边，咬噬冥币。难道吃冥币是鬼在祭祀祖

先，为他们的来世做准备？摇镜移动到了床的左边，画面 始出

现睡着的女人。画面拉的很近，但仍然呈现一种距离感。溶镜从

睡着的女人到鬼的特写，再到透过柔软透明的白色床单看见女人

及鬼。她们仍然站着并面对着对方。在这个朦胧被阻隔的画面内，

鬼似乎在 始用嘴唇揉擦女人的胸脯。撩动的布纱和亲吻折射出

一种类似婚礼的仪式。当布纱的背后揭示在观众眼前，瞬间的亲

密立即消失，鬼不再吻，这段关系又回到确认与否认的张弛之间。 
 
接着鬼出现在床头，在女人睡觉的时候沿着她的身体的线条摆放蜡烛。鬼吹着气，一支又一支点

燃它们。这意味着鬼是不被俗世的时空所控制的。当所有的蜡烛都被点燃，鬼躺在女人的旁边，

头靠着头，鬼似乎不能进入女人的熟睡状态。然后她们对着坐下，桌面上摆满了打 没有吃但碎

掉了的福饼。鬼打 了一个递给女人，女人读到，“一定有生存的理由在幽秘处”，然后女人吃了

下去。我们明白，女人渴望把自我转化到另一个空间。影片的结尾是房东急速上楼的声音，要求

可能“消失”了的房客缴租金。房东在狠狠的拍门之后打 了房间。屋子里都是大片大片的纸，大

概有一百个福饼被打 了。我们看不到女人和鬼，但在角落，就在窗子的外面，纸风车不断旋转。 
 
游静质疑文字和图像，并挑战支撑着再现的“真理”，试图展现语言和标签的局限性。在她的作

品中，她挪用不同源头的素材，包括个人叙事、纪录影像、评论和诗，试验电影和录像的边界，

有效地游走在类型的边缘。正是这种编织式的创作风格加深了我们每个人的观看所得。在《我饿》

中，文化指涉和预言式的私语提供了 放的解读可能。 
 
在制作《我饿》不久之后，游静离 了她在纽约的公寓，也就是拍摄电影的地方。创作团队主要

是在纽约的女同志，我也参与其中。和游静的合作非常有张力，团队也充满活力。我认为这是一

封给我们所有人的情书。 
 
 
卢克丽霞 ·纳普 (Lucretia Knapp)是作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实验纪录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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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酷儿声音”（“The Queer Voice in Marnie”）收于《文化出框：普及文化中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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