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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勃德魯與直接電影
▓王曉祥

2014年7月31日，《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等許多國際主流媒體，

深度報導「紀錄片先驅」羅勃‧德魯

（Robert  Drew）去世的消息。德魯享年

90高壽，一生創作寫實紀錄片逾百部，

影響20世紀紀錄片運動甚鉅，多部作品

被美國列入國家電影檔案及國會圖書館

典藏。

他的貢獻，不僅開創紀錄片新形式

與新風貌，在他的執著與努力下，透過

攝影機，紀錄了許多20世紀後半期美國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藝術的真實

面貌，成為研究美國近史極為重要的參

考資料。

他一生所追求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運動，也持續在全世界開花

結果。

戰鬥機飛行員推動改革紀錄片
德魯1924年生於俄亥俄州托利多

鎮，為家中長子。父親伍德森在經營水

上飛機場業務外，兼營影片銷售。德魯

幼年在肯塔基的湯馬斯堡度過，從小就

隨父學習開水上飛機。高中沒畢業就轉

讀空軍幼校，18歲開始接受軍官訓練，

19歲擔任轟炸機駕駛。二戰期間，他駕

駛P-51重型轟炸機在義大利上空執行31
次任務，均成功返航。1944年1月31日不

幸被擊落，他憑機智與勇氣，在戰區藏

匿三個月後，脫險返回基地。未幾，加

入第一飛行大隊，成為首批飛噴射戰鬥

機的飛行員。

喚醒國魂須讀史
檢視史式從2002年起，曾先後為

《僑協雜誌》，撰寫如下相關的論述：

75期〈海外華人的輝煌歴史〉、77期

〈重新探討中華民族的起源〉、79期

〈中華民族是個與眾不同的民族〉、84

期〈中華民族有萬姓〉、93期〈從鄭和

七下西洋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129

期〈重新認識中華民族英雄岳飛〉等多

篇。而其筆鋒之健，也足以說明此老一

生的素志：選定以做學人、讀書人、文

化人自居，明知清苦，甘之如飴。

他的愛國思想，頗受甲午之戰、日

本侵華的影響，日軍佔領東三省、繼侵

內蒙、上海，明言「三月亡華」。史式

正值九歲稚齡，已知割台灣、失琉球、

棄藩屬之痛耻。行年十五，再歴七七事

變，家破人亡，顛沛流離際遇，目睹與

南京大屠殺同一類型慘景，數十年來盤

旋腦際一直揮之不去。他之選擇以治史

為畢生志業，實凛於「欲亡人之國，必

先亡人之史」的理律，除了「時時勤拂

拭，莫使惹塵埃」之外，必須喚醒同

胞，唯勇於鑑往，才能知來！

史式上溯中華萬年農業文明，發源

於東南，發展於西北，也同時包含有海

洋文明的內容，此一見解歴經廿餘年的

長期宣傳，其手上所收集的海內外中英

文報導與評論，已逾千份，除獲參與編

撰中華民族史的兩岸名家的支持。1993
年，曾任高雄中山大學校長的李煥，還

特函認同他的觀點。

一年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

次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史式不禁拍桌而

起，次日在北京人民網「強國論壇」，

發表長文〈安倍要走東條英機的老路—
上絞架〉，24小時內點擊率逾百萬，緊

接連續數篇，直指美、日痛處，海內外

讀者多以為作者必屬少壯，殊不知竟然

出自錚錚鐵骨，猶滿腔熱血的九秩望百

的老人之手。

敢將功罪論帝王
史著之所以能引人入勝，他月旦

人物，首重求真，拿出新觀點，言必有

據，論事追緣起，尤見精微處，行文則

跳脫學究式的傲岸，莊諧並進，一如村

前山溪流泉的自然直白，他在《皇帝是

個什麼東西》書中，說秦始皇一生受制

於人，先是受控於呂不韋，嗣又生活在

李斯的陰影之中；李斯起草焚書之令，

秦皇認為應交羣臣討論，都遭拒絕。

人家煮酒論英雄，他卻煮字論短

長，評析項羽打硬仗，劉邦摘桃子；曹

操禍延子孫；解讀劉備三顧茅廬的真

假。

他像打開天窗晒舊破，讓街坊看得

見為何西晉帝后多無恥；說李世民沽名

釣譽、武則天善用小人、認為李後主並

非失敗者，其間林林總總，追根翻土，

悉獨樹一幟，他深耕勤耘，但絕不妖言

惑眾，這是他醉在收成又具迷人之處。

其重要著作，1979年9月，由四川人

民出版社印行之《漢語成語研究》一書

40萬言，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專論成語

著作；1986年，由陝西教育出版社印行

45萬言的《漢語新成語詞典》精裝本，

第一版25萬冊，五個月即需再版；另40
萬言的《台灣先住民史》，則由大陸九

州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作者為本會

理事）

戰後，他將自己駕駛P-51的飛行經

驗，寫給《生活（Life）》雜誌，深獲好

評，被「時代出版集團」錄用為記者兼

編輯。1955年，他獲得哈佛大學尼曼獎

學金的贊助，研究紀錄電影的改革。他

不只是寫幾篇文章，而是把研究心得確

實運用在「時代集團」的影片實驗小組

上。他推翻傳統紀錄片中，以文字或旁

白為中心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影

像、畫面為中心的邏輯。

為了達成這種要求，他的團隊積

極研發輕便的可攜式16厘米攝影機及錄

音設備，可以即時捕捉正在發生的事件

的真實影像。他認為新形式的紀錄片，

只在掌握關鍵時刻的人、事、地、物瞬

間的真實感，就像是一齣沒有劇本的劇

目、沒有演員的劇場、不加旁白與評論

的報導。他一生推動的「直接電影」，

▲德魯晚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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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強調這種臨場感與親切感的製片方

向。

他在時代公司旗下的電影製作部

門，成立「羅勃‧德魯小組」，網羅了

志同道合的紀錄片高手如李考克、梅索

斯兄弟、潘尼貝克、修克萊頓、李普斯

孔姆等，一起大展身手，以實際行動來

驗證新紀錄電影的理念，令60年代的影

視觀眾，一新耳目。

初試啼聲一鳴驚人
德魯一夥人之所以能成功實踐理

想，60年代的時代背景與有利的環境，

是重要的推手。

60年代的美國，正在進行一場重要

的社會革命。新的自由主義、新經濟學

及新理想主義正瀰漫整個國家與社會。

甘迺迪總統上任後，銳意推動的改革與

新政就說明了一切。

在藝術創作上也反映了這種自由精

神。新一代的年輕人比他們的前輩更了

解電影的語言與情感。因此，劇情片與

非劇情片（紀錄片）在60年代都獲得了

創作上的新聲。適時誕生的新紀錄片運

動，對這個時期動盪不安的社會，做出

了應有的回應，更以多方變通的能力，

為國家的生存與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無比

的精神力量。

德魯小組初試啼聲之作叫「黨內初

選（Primary）」，主題是追蹤報導1960
年美國民主黨在威斯康辛州舉辦的關鍵

黨內初選大會。

德魯透過候選人參議員韓福瑞與參

議員甘迺迪兩人之視角，來觀察與透視

提名大會的幕前與幕後的真實景象，以

平衡報導交叉鋪述兩位候選人的耐力與

意志力。

德魯的操作原則是紀錄與挖掘，但

不作旁白與詮釋，觀眾憑畫面語言，自

己來下判斷。

德魯小組透過肩上攝影機，以貼身

且客觀的鏡頭，緊隨候選人的每一個關

鍵時刻的每一個動作。改良後的輕便攝

影機與輕便的現場實況收音，製造了扣

人心弦的臨場感。攝影機取代了觀眾的

眼睛，將觀眾的身與心介入了現場。

這部紀錄片亦打破傳統，儘量不切

割畫面，減少不必要的剪輯，採自然光

及現場收音，加上不作旁白和評論，每

一個片段，完整流暢的表達紀錄片的戲

劇張力，而不必像傳統紀錄片那樣，假

手後製來修飾或補強。

「初選」一片奠定了德魯小組的信

譽與口碑。並成為直接電影運動的代表

作與學校的重要教學教材。

新時代、新環境催生新紀錄片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也適

時制定政策，規定傳播機構必須透過公

共事務節目，向一般社會大眾陳述與他

們利害相關的議題。

這種由政府政策來保障收視的有

利環境，助長德魯小組製作的紀錄片之

流通。過去紀錄片只是小眾傳播，FCC
的政策，讓情勢大為改觀。當時美國三

大電視網中的兩個：哥倫比亞電視網

（CBS）和國家廣播公司（NBC），都

積極製播公共事務節目。而第三個電視

網美國廣播公司（ABC）則聘請德魯小

組加入。

這類深度報導的新聞紀錄片，頗

獲好評，也符合FCC「公平條款」下平

衡報導的傳播政策。在此潮流下，人才

輩出，塑造了美國電視新聞的「黃金年

代」。

德魯小組負責製作ABC開闢的「特

寫（Close Up）」節目，定期製播大眾關

注的議題，並由製造電影攝影機的大公

司Bell ＆ Howell獨家贊助廣告，引起熱

烈的回響與討論。

德魯小組還推出「活的攝影機

（Living Camera）」系列報導，題材更

加多元，並增加了不少涉外議題。例如

「美國佬，不」（Yanki，No）一片，即

追蹤報導了拉丁美洲共產主義的興起與

反美情緒的升高。「孩子們正在看」則

報導了1960年紐奧良公立學校實施黑白

平權政策的衝突。

此外，追蹤甘迺迪總統就任後如何

處理危機事件的報導「危機：在總統承

諾的背後」，白宮破例允許德魯小組進

入總統辦公室實況拍攝，後因碰觸國安

紅線而遭批評。

引起觀眾最多關注的是「椅子」，

一部討論死刑犯刑期的法庭報導。

德魯門下人才輩出
1963年開始，德魯小組門下大將：

李考克、潘尼貝克與梅索斯兄弟等，陸

續離開團隊成立獨立製片公司，理由是

他們拒絕電視公司節目規格上的嚴格限

制。為了發展直接電影運動的潛力，他

們不願意成為電視公司框架下的集體努

力成果，而削減個人創意。加上因電視

公司商業因素的考量，並未安排適當的

時段播出德魯小組的節目，降低了他們

訴求的影響力。

這些因素造成有雄心壯志者單飛闖

天下。雖然德魯公司分裂，但所訓練的

人才都成為電影界的支柱，如好萊塢一

線大導演雷德利史考特回憶自身的成就

與基礎，皆來自於德魯小組的訓練。

1964年，德魯與時代公司合約到

期後，成為真正的獨立製片公司。1969
年，他以「跳舞的男人」獲艾美獎，並

▲德魯掌鏡，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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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拍片之緣，結識了第二任妻子安妮。

此後，兩人合作無間，夫唱婦隨。安妮

也製作了許多以藝文界人物為主題的紀

錄片，如「艾靈頓公爵故事」等，頗受

好評，2012年罹癌辭世。

德魯一生作品獲獎無數，並受獨

立紀錄影片協會（IDA）頒發終身成就

獎。他育有三個子女及三個孫子，謝世

後，德魯公司繼續由媳婦吉爾主持，並

負責發行公司所有的紀錄影片。

德魯勤於工作，直到83歲高齡仍親

身製片，完成他的遺作「永懷甘迺迪總

統」。今年九月，德魯逝世兩個月後，

紐約為他舉辦大型的追思紀念，會。

直接電影與真實電影
德魯一生的歷史定位就是大膽革新

了紀錄片中的理念與形式。他倡導以畫

面取代文字邏輯，主張以寫實取代干預

與評論的手段。讓畫面說話，把評論與

感受留給觀眾。

他常形容自己的作法猶如牆壁上的

蒼蠅，是冷靜的旁觀者。這種獨特的風

格被稱之為「直接電影」，而在電影史

上，尊稱他為「直接電影之父」。

七月底，在各界報導德魯去世消息

時，許多媒體的標題卻將「直接電影」

與「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混用，

令人懷疑兩者是否相同或相通。

事實上，兩者都是電影新思潮下的

產物。「真實電影」出現於50年代的法

國，「直接電影」則發展於60年代初期

的美國。兩種紀錄片的理念，都是電影

作者對世界的觀察與理解的方法。

法國真實電影代表人物尚胡許，就

曾坦白表明兩者在風格上的迥異。他認

為，真實電影的作者經常是自我聲明的

參與者，創作者經常自身入鏡並介入事

件與情境。例如胡許的經典作品「夏日

編年」就是範例。

直接電影的作者扮演的是不介入的

旁觀者，以客觀與自然發生的情境做為

作品的基調。

德魯在哈佛研習時，為了實踐直接

電影的理念與方法，於是做了詳細的論

述，並且會同專家研發足以實踐直接電

影的可攜帶式輕便器材，使創作者擺脫

傳統拍片的限制，賦予它自由靈活的運

鏡空間，去捕捉那現實境況下稍縱即逝

的真實瞬間。

1960年，德魯小組的開山之作「黨

內初選」，就讓觀眾驚艷於它流暢的視

覺語言與不俗的結構風格。原本只是一

場頗為平常的選舉活動，在直接電影方

法的組構與詮釋下，顯得驚心動魄，張

力十足，這是劇情片難與匹敵的。「黨

內初選」一片，等於正式宣佈直接電影

運動時代的來臨。

直接電影有別於傳統紀錄或紀實影

片之處，在於它試圖去打破電影工作者

與拍攝對象之間的界線，如此作法就是

對現實做最直接的觀察。對觀眾而言，

其結果就是對現實有了直接的理解。

直接電影與真實電影在手段與方法

上也許有所不同，但兩者都信守真實，

努力投身於社會寫實觀察，其影響所及

不但改造了紀錄片的形式與內涵，同時

也影響了新世代電影人的思維與精神。

「直接電影」充實了人類的精神食

糧，也豐富了電影文化的底蘊。（作者

為專業影評人）

蒙特婁分會龍騰馬躍慶雙十

本會蒙特婁分會聯合滿地可中華會

館、中華語文學校、博爾沙中文學校、

國際佛光會滿地可分會等當地僑學界20
餘個僑團，10月4日在華埠中山公園以及

紅寶石大酒樓，舉辦一系列愛國護旗慶

典活動，慶祝中華民國103年國慶。中華

民國駐加拿大代表令狐榮達率代表處官

員自渥太華前來參加盛典。

蒙特婁華埠自10月3日起，懸掛蒙特

婁僑學界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橫幅，並沿

主要街道掛滿中華民國國旗串旗，展現

普天同慶、薄海歡騰的熱烈氛圍。

10月4日中午在中山公園舉行升旗典

禮。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國旗歌聲中

冉冉升起，場面莊嚴隆重。

令狐表示，感謝蒙特婁僑社100多年

來對於中華民國的支持，希望僑胞一秉

支持創建民國的精神，繼續支持中華民

國。

10月4日晚全僑慶祝國慶餐會，有20
餘個僑團、近400人參加，包括傳統僑社

及台灣社團。加拿大魁北克省魁人黨省

議員博雅倫（Carole Poirien）也應邀出

席。

晚會節目非常精彩，氣氛熱烈。書

法家譚超鴻繪製駿馬、騰龍圖各一幅，

並落款「馬到成功」、「祥龍獻瑞」，

龍騰馬躍慶雙十 。（編輯室）

▲本會蒙特婁分會聯合當地僑學界，10月4日在紅寶石大酒樓舉辦國慶晚會，座無虛席。

▲本會蒙特婁分會會長廖元元（左二）、
書畫家譚超鴻（右一）。

▼國畫「祥龍獻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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