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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雪晶

已是初夏， 散漫的阳光在一瞬间收

拢， 斜斜穿过向南的窗子， 洒落在胡桃

色的家具上， 轻轻地抹上一层柔和的颜

色。 茶几上散落着几张红色的请柬， 都

是刚刚落幕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北京

国际电影节的请柬。

靠墙的书柜里， 珍藏着她参加过的

大学生电影节的照片。 那一张张或发黄、

或鲜艳的照片， 浓缩着北京大学生电影

节1993年初创以来的19年风雨路程。

这是黄会林的家。 如此静谧。

“4月里， 爱上电影吧！” 这样的海报

显眼地张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内， 一条

长长的“人龙” 从放映厅排到了院子里，

一张张青春面庞难掩兴奋之色， 大厅里

更是人头涌动， 有学生在四处询问“有

多余的票转让吗？”

这是刚刚过去的4月里最常见的场

景， 持续了一个月的大学生电影节， 如

此激情。

静谧和激情， 恰似舞台上幕起幕落

间的转换， 都属于78岁的、 北师大资深

教授黄会林———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始人。

她为年轻人打开了一个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奇幻、 斑斓， 洋溢着青春的激

情， 而她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台耐人琢磨

的戏剧， 长度也许有限， 但幕幕厚重又

奇异， 远在你的想象之外。

搞戏剧， 冥冥注定

他们问我你的生存指标是什么？

我就说两个字“活着”，他说你再多说

两个字，我说“活着干，死了算”。

黄会林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户人家。

她高祖是颇具名望的清翰林殿阁大学士

黄赞汤， 祖母孙氏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人

孙家鼐的女儿。 因此， 黄会林经常被人

说出身名门， 但她总是纠正： “祖上是

耕读世家， 如今是戏剧之家”。

这句话是有特殊意义的， 黄会林的

确与戏剧有着不解之缘。

上世纪初， 天津是中国北方文化艺

术的先锋城市、 戏剧的福地。 黄会林五

六岁时， 父亲黄梅轩在天津明星影院做

经理， 后又担任南北剧社社长。 影院是

中旅剧社 （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职业剧

团） 的演出基地， 名重一时的唐槐秋父

女、 林默涵、 周刍等常在那演出。

黄会林的父亲与许多剧社的导演、

编剧、 演员有密切接触。 他们经常聚在

家中谈论剧本、 演出， 幼小的黄会林不

知道大人们在讲什么， 但觉得他们讲的

东西很美妙， 因此在心中埋下了一枚种

子———长大了， 我也要做这些有趣的事。

这枚种子在黄会林看来是“冥冥注

定”。

黄会林第一次对电影有深刻记忆是

1940年在上海， 她跟着家人去看电影，

“日子虽然过得很苦， 但大家看电影时还

是很快乐的”。 那时， 她认为电影是个很

神奇的东西， 人们可以在电影中获得快

乐， 忘记悲伤。

1948年， 14岁的黄会林进入苏州最

好的振华女中读书。 在振华女中， 黄会

林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她不但经常参加

一些爱国演讲会、 辩论会， 还经常进行

爱国演出。

不仅打小爱戏剧， 黄会林的一生也

像戏剧。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还在

中学读书的黄会林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那年她只有16岁。

“现在回想起来， 一个弱小的女孩儿

是怎样扛起120斤重的弹药箱送上阵地

的？ 真是不可思议。” 黄会林回忆到，

“保卫清川江” 战役打了整整七天七夜，

团里牺牲了100多位战士。 黄会林奉命掩

埋了牺牲的战友。 那些年轻的战友们，

脸庞上沾满了血迹， 甚至身首异处。 黄

会林和战友们将烈士们的血迹擦干， 就

地掩埋。 “当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

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她一生。 很多

人问黄会林， 为什么你总是精神很好？

“我想， 就一个原因， 我个人的生存指标

比较低， 他们就问我你的生存指标是什

么？ 我就说两个字‘活着’， 人活着就得

干活， 他说你再多说两个字， 我说‘活

着干， 死了算’。”

复兴校园戏剧

演出后，积水太深，三个人只好

扛着自行车回家，大家热烈谈论学生

的表演，高呼“中国话剧不会灭亡”。

活着干， 死了算， 这句话充满了黄

会林才有的味道： 大胆、 洒脱、 投入，

甚至带有那么点悲壮。 这个“梳着两条

辫子， 文文弱弱， 实在看不出是打完仗

回来的” 黄会林， 在今后的岁月里， 创

造了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戏剧人生。

1982年， 一部反映“文革” 中被批

判对象陈毅将军的电影 《梅岭星火》 成

功上映， 给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转过神来

的老百姓带来了一阵清风。 黄会林和爱

人绍武正是这部具有轰动影响电影的编

剧。

也正是 《梅岭星火》 让黄会林结识

了戏剧界的泰斗夏衍。 当时， 夏衍从另

一位文学史大师唐弢手中得到了电影

《梅岭星火》 的剧本。 看完剧本后， 夏衍

立即给黄会林写了一封信 ， 信中说 ，

“这个剧作是我最近看到的十几个本子中

较好的一个， 写陈毅同志的形象、 气质、

风采都很精彩”。

这封信如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黄会

林家中。 对于黄会林而言， 夏衍的肯定

让她充满了创作的力量。 此后， 黄会林

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80年代， 《故

都春晓》、 《彭德怀在西线》、 《爱的牺牲》

等一批话剧、 电影剧本先后问世。

作为一个创作者， 她的收成越来越多，

但同时作为一个教育者， 她不甘于墨守陈

规， 她的创新， 不是细枝末节地改， 而是大

胆向新的空间尝试。 在这点上， 她更像个拓

荒者。

1985年， 黄会林在北师大中文系主讲

一门课———“现代戏剧研究”， “戏剧不能停

留在舞台上”， 老伴绍武偶然的一句话开启

了这门课的教学改革。 到戏剧课后半期， 黄

会林布置了考试题： 考试时可以答题， 也可

以交一个原创剧作。 不到100人的课堂， 创

作热情很快被点燃了。

学生最终交上了70个剧本。 这个时候，

黄会林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为什么不能

自己排、 自己导， 把同学们的作品搬上舞

台？”

当时经济困难， 学校更没有钱。 黄会林

只好用8分钱一张的白纸， 糊起来就变成了

一面墙， 画出小院、 家庭， 最后选择考试周

中间的周六开演。 正式演出了四部戏， 同学

们问： “有人看吗？” 黄会林说： “一个人

看也算演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大环境都说中国戏剧

要灭亡。 没想到500座的演出教室爆满。 走

道里都是人， 还有人和我们吵架说， 为什

么不给我票！” 黄会林谈起那场演出记忆犹

新。

“演出开始前， 天公不作美， 空气异常

闷热， 室内温度眼看逼近40度。” 黄会林担

心很多邀请的戏剧专家可能来不了。 出乎意

料， 专家们齐刷刷地到了。 演出结束后， 下

了场大雨， 校园里积水太深， 三位冒雨前来

观看表演的戏剧专家只好扛着自行车回家。

他们与黄会林热烈地谈论着大学生们的表

演， 大家激动不已， 其中一位甚至高呼出

“中国话剧不会灭亡” 的口号， 他们连夜赶

写了 《中国话剧不会灭亡》 的文章。 第二

天， 这篇文章刊登在了报纸上。

碰巧当时中国将在1986年举办“国际

莎士比亚戏剧节”， 全国的专业院团纷纷排

演莎剧。 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向黄会

林提议： “是不是能让学生们排个片段？”

黄会林则说： “要演就演全剧！” 最终剧协

同意让他们试试。

很快学校决定要成立剧社。 在命名时，

黄会林说： “田汉是校园戏剧的创始人， 创

立了南国社， 中国自有戏剧当自南国始。 仰

慕田老、 追随南国社， 我们又在北京， 就定

名为‘北国剧社’。”

北国剧社成立大会是在1986年1月10日

晚上， 当时北京人艺、 青年艺术剧院、 中国

戏剧家协会的专家都来了。 著名艺术家黄宗

江迟到了， 一进门就问“剧协改在这开主席

团会呢？” 大家哄笑了。

当时的戏剧泰斗曹禺为北国剧社亲笔题

写了社训“大道本无我， 青春长与君”。 著

名剧作家吴祖光也送了“点燃世界， 美化生

活” 八个字鼓励北国剧社。

就这样， 北国剧社， 第一个写进中国话

剧百年史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诞生了。

成立之初， 黄会林从物色演员、 组织创

作和演出， 到跑经费、 忙剧务、 请导演， 事

无巨细， 什么都干。 连她的研究生都说：

“跟着黄老师， 忙得团团转。”

付出总有回报。 剧社成立当年， 因莎翁

之作 《第十二夜》、 《雅典的泰门》 的出色

演出， 成为当年戏剧节上的一匹“黑马”，

轰动了京城。 “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

呢!” 曹禺看完演出后对学生们说。 北国剧

社的4张莎剧演出照还被作为政府礼物送给

了英国女王。

北国剧社因为“成立早、 起点高”、

“戏剧实践趋于多种样式的表现形式” 等特

点， 逐渐成为了业界公认的高校戏剧的“第

一举旗手”。

在黄会林的指导下， 北国剧社的“标

兵” 地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2006年排演的

话剧 《枣树》 再获“五个一工程” 奖， 就连

专业话剧导演孟京辉也惊讶于北国剧社的表

演。 2011年排演的 《最后的小丑》 获北京

市第三届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奖。

“不了解黄会林的人， 起初可能对她有

些误解， 但真正了解了她， 就懂得她心中注

满了一股‘傻劲’， 一种热忱。 她给人的印

象总是忙。 但是， 她万‘忙’ 不离其宗， 大

都同戏剧有关。 我还没看到过哪位大学教授

像她一样， 如此全身心地投入戏剧的。” 中

国话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曾这么

评价黄会林。

黄会林总是认为， 话剧艺术这朵奇葩有

过含苞， 有过绽放， 有过凋零， 却从未枯

萎。 她说， 校园对于话剧乃至整个中国戏剧

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甚至可以说， 校

园是中国戏剧复兴的地方， “校园戏剧的存

在意义和价值无可替代， 它是承载学子青春

活力和创造梦想的最佳载体”。

19岁的大学生电影节

很多崭露头角的中国新锐电影人，

都曾说对自己作品的第一次肯定来自

大学生电影节。

正当北国剧社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

黄会林又面临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 1992

年， 学校任命黄会林担任艺术系系主任。 而

此时的黄会林已经58岁， 还有3年就退休

了。 是安适终老， 还是迎接新的挑战？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嘀咕， 真没有底。”

黄会林当时还跟校长开玩笑说， 你要是10

年前发现我， 48岁的我二话不说， 马上就

去！ 现在我都58了， 该退了。 最后校长说，

不商量了， 这就是指令！ 就这样， 黄会林只

有赴任了， “我觉得自己有一个特点， 就是

干什么事情， 我都会拼命的”。

初创时期， 整个艺术系加上她这个系主

任， 也只有5名教师， 就连基本的办学条件

都十分简陋。 师大北校辅仁大学旧址后院的

一个化学药品小仓库是建系时的“大本营”。

“那个地方下雨天上课是要拿脸盆接水

的”， 1994年， 艺术系开始招收本科生。 但

是黄会林认为， 艺术系仅仅有教学， 没有实

践是远远不够的。

就在这个时候， 创办一个大学生自己的

电影节———这个创意在黄会林和艺术系的教

师们心中萌发了。 但是对于刚刚成立的北师

大艺术系来说， 举办电影节似乎有些异想天

开。 为了寻找赞助单位， 59岁的老太太到处

碰壁。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帮

了她一个大忙。 她帮忙找到了第一笔赞助款

项15万元。 正是这15万元， 催生了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

有了钱还不行， 还要有电影和观众。

于是， 一帮年轻人在黄会林的带领下，

开始奔波于北京各大高校和电影公司。 他们

费尽心力邀请那些遥不可及的导演和明星；

他们说服导演， 借他们的威望去拉免费的拷

贝。

最初的艰难不得而知， 但让黄会林始料

不及的是， 凭着自己的“傻劲” 和“执拗”，

她成功了。 这一心血来潮迅速得到了全国大

学生们的热烈响应。 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们开

始重新涌进学校的大礼堂， 甚至在露天操场

上重温儿时看电影的幸福时光。

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响力还让黄会林收获

了意外之喜。 1995年， 北师大艺术系建立

了新中国第一个影视学博士点， 她也成为全

国影视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到目前为止， 大学生电影节已经举办了

19届， 影片的来源也从国内逐渐走向国际。

第19届电影节为期一个多月的华语电影展映

吸引了千万名大学生参与， 电影制作商、 发

行商们竞相送来他们最新的影片拷贝， 参赛

影片近200部， 几乎涵盖了上年度所有影

片， 拷贝投放量也超过1500个。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又恢复了进电影

院的热情， 他们中的很多人说， 自己对电影

的喜爱是源于学生时代的大学生电影节。 与

此同时， 更多崭露头角的中国新锐电影人，

如张建亚、 霍建起、 李少红、 张扬、 宁浩等

一批导演， 都曾说对自己作品的第一次肯定

来自大学生电影节， 大学生电影节对于中国

电影来说是一块试金石。

黄会林说， 曾经有一次颁奖仪式， 导演

冯小刚委婉地告诫那些因故不能出席的获奖

者： “只要大学生邀请， 就应该无条件地

来。” 这是电影业界对大学生电影节的莫大

嘉许， 他们意识到了大学生电影节授予的并

非只是一座专业奖杯， 而是代表了一个年轻

的、 活跃的文化知识群体对中国电影和电影

人的关注与评价。

“世界上有百个电影节， 每个电影节几

乎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的特点， 如戛纳

阳春白雪， 奥斯卡通俗精美， 百花大众关

注。 那么， 大学生电影节的风格是什么?�

青春激情、 学术品位、 文化意识这就是它的

风格。” 一说起大学生电影节， 黄会林就会

显得异常兴奋。

谈起已过“成人礼” 的电影节， 黄会林

坦言： “电影节可以说如我的孩子一般， 如

今她已经成人了。 在成长过程中， 她曾经很

窘迫， 举步维艰， 也曾经被电影圈的光怪陆

离迷离了双眼， 如今她更是面临着中国电影

亟需走出国门的期盼。 成人了， 更需要成熟

的思考， 思考自己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梦想

她有很多中式服装， 其中以旗袍

为她最爱。 她自己就是一个中国 “符

号”， 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细心的人会发现， 只要黄会林出席公开

场合， 必定会穿着中式服装。

她有很多中式服装， 其中以旗袍为她最

爱。 她的旗袍有色彩绚丽的绿底红花丝绸长

旗袍， 也有如意开襟、 高领长袖的手绘中国

水墨画花卉图案旗袍， 还有许多款式别致，

配以传统中国纹饰牡丹花、 梅花等图案的旗

袍式上衣。

在她看来， 她自己就是一个中国“符

号”， 这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黄会林的眼界不局限于国内， 她心中有

个更大的梦想， 就是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

可以成为、 更应该成为世界文化的一极。

中国电影是她熟悉的领域， 她看准了电

影能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最好“放大

镜”。

然而， 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今年年初，

黄会林针对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

本、 韩国等国家所作的“2011中国电影国

际影响力全球调研” 显示， “有超过1/3的

外国观众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电影， 一半的人

多少有一点了解， 只有1/5的被调查者较为

关注， 而较为关注的多是日语、 韩语和德语

观众”， “最受欢迎的中国电影类型是功夫

片和动作冒险” ……

尽管之前有心理准备， 当看到全部统计

结果时， 黄会林还是觉得很惊讶， 没想到中

国电影在国外的“能见度” 如此之低。

“中国电影基本还是在家门口徘徊， 海

外市场式微。” 在国人沉迷于中国电影频频

现身海外各电影节喜不自胜时， 黄会林， 这

位将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却始终冷静地观察着

戏剧、 电影这两朵艺术之花。

“不要被几个奖项迷昏了头。 有中国电

影获奖， 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影开始同世界接

轨和接近， 但说明不了中国影片真正走向了

世界。” 黄会林如此告诫电影人， 同时她也

意识到， 电影作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最生动

的媒介都如此“黯淡”， 其他传播途径更让

人不容乐观。

实际上， 黄会林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

思考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了。 早在1999年，

黄会林就在业界呼吁“中国文化进入了复兴

时代， 希望能早日汇成一股澎湃的春潮， 引

发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从那以后， 黄会林每逢公开场合都会不

遗余力地宣扬“保护文化传统， 让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 的主张。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对

黄会林的这个“毛病” 深有体会， “只要和

老太太一起开会， 她准提这事儿”。

直到2009年， 黄会林和老伴绍武在家

中谈论时局， 谈到如何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纵

观中国文化， 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多

元化是世界文化格局的总特征， 其主流大体

有三种———欧洲文化、 美国文化和中国文

化”。

黄会林目睹了中国当代文化缺乏足够的

定力， 模仿、 照搬之风盛行所带来的一系列

乱象。 那时， 她深刻意识到中国文化找不着

北了。 随着讨论的深入， 一个大胆的想法冒

了出来， 何不正视各种文化乱象， 唤醒人们

的文化自觉呢？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

中国文化重新定一个坐标！ 这是黄会林头脑

风暴的产物。 很快， 一个崭新的概念被提了

出来———第三极文化。

何谓第三极文化？ “我们提出的‘第三

极’， 取其‘端’、 ‘顶’ 之含义。 如果认为

欧洲文化、 美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之两极， 则

中国文化可称为世界文化之‘第三极’。” 黄

会林如此解释。

而彼时， 与中央发布 《关于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相隔一年多。 黄会林再一

次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找到了今后人生的

“发力点”。

“中国文化不能随大流， 不能东施效颦，

东施再努力也只能是东施。” 黄会林鲜明的

观点和犀利的语言再一次让业界人士见识了

这位优雅老人背后的深刻和执著。

她的想法也得到了许多国外文化界的回

应。 美国前总统卡特、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泰

瑞、 法国电影学院院长亚丁先后来到北京，

都与黄会林交流过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

问题， 他们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黄会林总说， 她要走的路还很远， 需要

做的事还很多。 中国文化的复兴亦是如此。

“

语录

面孔

1934

年，生于天津。

1948

年，入上海振华女中读中学。

1950

年，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参军入伍。

1952

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5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58

年，留校任教。

1978

年，创作完成《梅岭星火》剧本（合著）。 同名电影于

1982

年上映。

1985

年，创作完成《彭德怀在西线》剧本（合著）。

1986

年，创立北国剧社。

1992

年，创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

1993

年，创办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至今已成功举办

19

届。

1995

年，因北师大艺术系设立中国一个影视学博士点，成为全国影视学专业的第一位

博士生导师。

1996

年，长篇小说《骄子传》（合著）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1999

年，《夏衍传》获中国首届优秀话剧文学理论专著奖。

2000

年以来，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荣誉奖、北

京第二届电影十佳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教师等多项奖励。

2010

年，获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同年担任北师大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小传

持续一个月的大学生电影节落幕，幕起幕落间，闪转出人生的多种可能，恰似它的创始人

黄会林：如戏人生

家

大

●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倔、死心眼，还是个乐天派。我认准了的事情，就会一股脑儿钻进去，

管他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阻碍。不过现在看来，这毛病倒是成就了我。我得感谢自己的性格。

●

文化共性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敲门砖”，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引路石”。 通过寻

求文化共性，把个体层面的情感转化到集体层面，才能真正被世界所认可和接受。

●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思路有问题， 这简直是舍本逐末。

●

回想这些年来， 一方面， 中国的影视作品以一种近乎焦灼的心态渴望着世界的目光， 虽则有过

几次被西方吹捧的热潮，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另一方面， 我们在影视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富有价值的

探索， 大多时候并没有引起自身足够的重视。 这也是提出 “民族文化自觉” 的关键。

●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 最大的遗产就是书。 本来一个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走的那一天，

有这样两个 “最大”， 我就非常满足了。

●

我对学生有三条要求： 第一， 受不了严格要求的可以另投名师； 第二， 做学生的一定

要超过老师； 第三条， 要比尊重我还要尊重我老伴儿。

●

今天的文化艺术创造者如果不能深入中国的土壤， 开出的花朵就不会是本土的颜色；

倘若不能把握中国的灵魂， 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主流。

●

文化缺失和精神缺钙是当今社会发展将面临的危险之一。

从教

50

年庆典， 与爱人

绍武合影。

1954

年， 黄会林从朝鲜

战争前线凯旋归国。

黄会林 （后排左三 ）与

《梅岭星火》剧组在夏衍家。

1986

年，创立北国剧社，

曹禺手书北国剧社社训。

黄会林参加第

13

届大学

生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