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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后现代语境下，对经典的各种改写与颠覆已成为一种趋势。莎士比亚悲剧也

受此影响，被导演和编剧们改编成风格各异的银幕作品。由迈克尔 · 莱德福执导的影片《威

尼斯商人》运用场景、色彩及人物等电影元素建构了“隔都”这一特殊空间形态，将一出

传统喜剧演绎为一部后现代悲剧。隔都为影片中两个空间不平等的生命权力关系和法则秩

序添加了注解，成为影片悲剧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隔都 《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 迈克尔 · 莱德福

后现代语境下，解构、颠覆似乎已成为一种时

尚，不仅流行于文艺批评中，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

展成果之一的电影创作也被裹挟其中。编剧和导演

们高举后现代主义大纛，运用戏仿、粘贴、拼接等

手段将经典剧目改编得面目全非。这些变化虽给观

众带来视觉、听觉、或心理认知等不同层面的强烈

震撼，但与原剧已相去甚远。视觉时代下，莎士比

亚戏剧亦难免被或忠实、或改编、或现代、或当代

地在电影银幕上示向观众。例如，巴兹 · 鲁尔曼的

《罗密欧+朱丽叶》（1996），正如其副标题“后现

代激情”所示，这部影片已“颠覆”了原著。电影

《泰特斯》改编自《泰特斯 · 安德洛尼克斯》，影片

视角是通过一个12岁的孩子来展现的，他在不同

的时空中穿梭，在心智尚未成熟的状态下经历和目

睹了整个复仇过程。伦敦LWT版《奥赛罗》中的

悲剧主人公奥赛罗则变身为一名出色的黑人警官，

被任命为伦敦警察厅厅长。尽管上述影片在情节人

物时代已经与莎士比亚时期完全不同，影片的时间

背景大都被置换到了现代，影片语言也完全是当代

英语，但看完全片，人们依然会感到莎士比亚原著

所产生的悲剧震撼和强烈惊惧。

在对莎士比亚原著进行颠覆的风潮中，有一

部影片却反其道而行。它尊重原著，不仅未对莎

士比亚原剧做出大的改编，也没有在影片中使用

任何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电影元素，甚至演员们几

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原著中的大部分台词。这部

影片就是《威尼斯商人》。传统观点认为，作为莎

士比亚唯一一部涉犹作品，《威尼斯商人》讴歌

了人文主义理想友谊、爱情，反映了基督教和犹

太教的冲突，揭露了犹太人自私贪婪的本性及其

在原始积累时期的丑恶行径，表现了男女青年争

取个人幸福、反对封建婚姻的主题，总体上来说

《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喜剧。然而，以该剧为蓝本

由迈克尔 · 莱德福执导的电影《威尼斯商人》却

被认为是一部悲剧。学者们多从时代背景、宗教

矛盾、人物形象塑造、电影风格元素等不同方面

对影片的悲剧性加以论证，但大多数批评家们却

忽视了隐藏在影片中的空间因素——“隔都”，即

电影字幕中的“古老厂房”或“贫民窟”——犹

太人历史上曾经的生存空间。

1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视觉时代下经典中外影片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建构与实践》（项目编号：
1624004105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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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都”探源

列斐伏尔和福柯对现代空间概念的延伸和发

展居功至伟，前者提出了空间的生产问题１，后

者提出了权力空间的批判思想２。前者强调了空

间与时间、历史、社会文化的交错关系，后者论

证了空间与权力、知识、性欲的爱恨情仇。前者

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在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

程的产物，后者则认为空间是权力关系交锋的场

域。纵观隔都从产生到消失的整个历史过程，我

们可以发现，无论在哪个维度，隔都都是一个被

生产的、体现了权力运作的、投射了这两位思想

家深刻洞见的空间概念。

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596年，此时的隔都

在空间形态上被生产出来已逾时80年。它支撑

了影片的叙事过程，在影片的悲剧化中起着关键

作用。“隔都”一词源于意大利语“Ghetto”，原

指“浇铸，铸造厂”，历史上第一个隔都就是建在

威尼斯圣黑罗尼莫的铸造厂（Geto）街区中，隔

都便引申为“犹太人居住区”“贫民区”或 “隔

都或孤立”等诸多含义。隔都在威尼斯的出现并

非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

景。1492年，大批犹太人为了躲避西班牙的宗教

迫害，涌向了当时的海上强国威尼斯。威尼斯出

于商业经济发展和银行业繁荣的需要接收了这些

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数量和财富很快引起当地

人的恐慌。与此同时，因觊觎威尼斯共和国繁荣

的文化、富庶的经济以及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垄断

性地位，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国、匈牙利

等国结成坎比拉同盟，对威尼斯进行了从1509年

至1516 年长达8 年之久的战争。1509年5月14日，

威尼斯于阿格纳德罗战斗中落败，此时恰逢犹太

人来此定居后不久，有人便将这次军事失败归罪

于新到来的犹太人。1516 年3 月，由于长期鏖战，

威尼斯人失去了理智与正义，宗教分子认为上帝

给予反犹国家施以眼见的回报，只有驱逐犹太人

才能重获上帝的眷顾和青睐从而扭转军事溃败的

颓势。在宗教狂热和经济利益的两难选择中，威

尼斯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将“犹太人安置到位于威

尼斯城东北部新铸炮厂的议案，命令所有犹太人

必须在十天之内迁入这个铸炮厂”３，这便是历

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隔都。可以说，隔都作

为空间，从被生产之日起就是一个边缘的、另类

的、被遗忘和忽视的空间景观和社会关系，是历

史文化政治的产物。

电影中的故事具有视觉上的客观实在性，它

的客体尺度和时空、人物关系等与真实世界相似，

而文字叙事中的故事空间是抽象的，文本语言的

线性时序对于空间概念无法表达完全，这就导致

读者根据原著在心灵中建构起来的空间立体概念

不是很完整。因此，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迈克

尔 · 莱德福在影片中以现实存在的空间形式将隔

都前景化，并把整部影片置于隔都所铺设开来的

苦难背景中，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影片提供了基础。

二、“隔都”内外

“电影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独特的空间叙事特

点。所谓空间叙事，即将空间作为一种叙事手段，

利用空间的选择造型表现和组合推动叙事情节的

发展，展现一种认知过程”４。由于其空间呈现

特征，电影具有与空间叙事有机结合的天然性，

因此，隔都为影片《威尼斯商人》的空间叙事提

供了可能。历史上，隔都内外的空间隔离给犹太

人带来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隔都之外，犹太人在

多重领域内被排除在欧洲社会的主流之外 ,成为欧

洲文明的“他者”。在整个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

歧视和迫害延续了几个世纪，给他们带来了旷日

持久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另一方面，隔都之内，

犹太民族的民族意识 ,宗教信仰 ,文化传统 ,生活方

式得以保持和加强，千年的流散生活也没能将他

们改变，犹太人得以按照自己的生存意愿将本民

1 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第47页。
2 Foucault, Michel. “Questions on Geography.”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 63.
3 艾仁贵，《犹太“隔都”起源考》，《史林》，2011年第5期，第158页。
4 杨虹艳，《认知诗学视阈下电影〈本杰明 · 巴顿奇事〉的空间叙事探析》，《外国语文》，2013年第6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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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民族性继承和延续下来，但这也致使犹太人

闭塞保守、与居住国格格不入。隔都成为游离于

基督世界之外的异质空间。影片通过大量的手法，

将隔都内外这两个不同的空间并置在观众面前，

展现了两个空间、两种宗教、两个群体截然不同

的生活，二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影片运用

了恰当的电影元素将这些对比表现出来，彻底瓦

解了莎士比亚原著的喜剧成分，最终影响了观众

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接受，将其变成了一部彻头彻

尾的悲剧。这些对比以空间为叙事单位，大致体

现在场景，色彩，以及人物三个方面。

场景是电影中最基本最有意义的空间叙事单

位，场景的选择为电影主题的识解提供了依据。

首个场景，威尼斯城内河道上的一座桥处。桥下，

出现在字幕镜头中的牧师在河中小船上高声布道 ,

严厉斥责犹太高利贷者，煽动人群对犹太人的憎

恶。桥上，人声鼎沸，咒骂声、交谈声及各种声

音交杂在一起，头戴红帽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拥挤

推搡在一处。近景，袒胸露乳的妓女从桥头走下，

安东尼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张望。镜头切回桥

上，在牧师的叫嚣和挑唆下，基督徒们亢奋地将

一个犹太借贷人从桥上扔到水中，生死难料，他

的物品零乱地散落在河面。人群另一处，夏洛克

和伙伴图巴尔愤怒又无奈地看着这发生的一切。

安东尼奥路过，夏洛克想和对方说话却遭到对方

唾了一口唾沫，猝不及防的夏洛克只是默默将脸

上的唾沫擦干。下一处场景，入夜时分，安东尼

奥跪拜在牧师面前接受圣礼，然而旁边河道内基

督徒正和妓女打情骂俏。一只刚朵拉翩然驶入镜

头，巴萨尼奥、罗伦佐和葛莱西安诺戴着面具，

执着酒杯，坐在船上。安东尼奥向巴萨尼奥投去

颇为暧昧的眼神，目送巴萨尼奥等离开。通过贿

赂看门人，巴萨尼奥和同伴进入了夜幕下的隔都，

影片镜头也随之转向隔都之内。犹太圣堂内，男

人们在大殿唱经祷告，女人们则在殿厅之上的二

层回廊向长老行问候礼。整个大殿内庄严肃穆，

除了晚祷声，没有其他杂音。祷告完毕，人们依

次而出，秩序井然。

两处场景 ,两个空间，两厢照映下不难发现，

隔都之外嘈杂、纷乱、失序、不公。隔都之内则

充满了虔诚，秩序，严谨，以及对经典的敬畏。

当宗教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危险的意识披上神

圣的蛊惑人心的外衣，纵使牧师如何义正辞严也

掩盖不了牧师及其身后的基督教义的伪善。

其次，在电影视觉元素中，色彩是最能唤起

人情感波动的因素。色彩极具表现力，其表达与

人类的心理联想相关。影片表现的主要叙事场景

在威尼斯和贝尔蒙特两地，贝尔蒙特是受到爱情

滋养的地方，阳光斜洒在整个镜头空间，画面显

得十分柔和妩媚。威尼斯是阴暗的，所有的一切

像笼罩在一层穿不透的昏暗之中，色彩饱和度低，

缺乏一种明亮纯粹的快感。隔都之外，巴萨尼奥

和安东尼奥的家虽然奢华，但室内光线并不清透，

是一种缺乏自然光照的暗淡。隔都之内的画面更

是运用了大量的黑色背景元素。会堂内，人们做

晚祷时，无论男女，穿的都是黑一色的长袍。夏

洛克的家影像模糊，家具轮廓颜色昏暗难辨。和

贝尔蒙特相比，威尼斯是沉闷的；和隔都之外相

比，隔都之内是黑暗的。影片运用了双重色彩对

比的手法，通过威尼斯的昏暗衬托贝尔蒙特的彩

色灿烂美好和诗意；通过贝尔蒙特广阔的水面、

宽敞明亮的建筑凸显了隔都之内逼仄的空间。对

于电影而言，色彩的运用就是一种想象，一种隐

形叙事，是导演理念的一种直观言说。导演将隔

都内犹太人压抑的情绪倾向落实到黑色昏暗的色

彩基调上来，这种色彩及空间对比给观众带来的

沉重窒息感为整部影片渲染了浓厚的悲剧氛围。

除了场景设计和色彩运用，影片中人物行为

也显现了隔都内外的巨大差异。镜头中多次出现

了妓女的身影，桥上，阳台上，宴会上，甚至法

庭上 ,她们肆无忌惮地挑逗着来往过客。无处不在

的妓女以一种反讽的姿态高调出现，全然消解了

基督教的正义感和神圣感。正如妓女们袒露的胸

乳，隔都之外的空间是放荡的敞开的。妓女们招

摇过市，卖弄风骚，基督徒们则放浪形骸，不失

时机地和妓女们厮混纠缠。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

之间的友谊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影片一开场，酒

馆内的同伴们就调侃他“你恋爱了？”对比之下，

隔都之内的生活则显得严谨、闭塞、隐忍得多。

夏洛克离家赴宴之前和女儿在家的那场戏充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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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这一点。他将钥匙留给女儿保管，看着她

锁上钱箱，嘱咐她关上门窗，告诫她不要看窗外

的基督徒，完成这些事情他才能放心离开。无疑，

夏洛克的这一系列关门上锁、远离窗户的命令将

犹太人的保守表现得入木三分，但这种闭关自守

的文化心态使犹太人对基督徒的认知同样发生了

偏差，充满着蔑视和敌意。

从以上三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隔都内外

的两个空间实际是差异、断裂、充满矛盾和对抗

的，隔都在理论意义上就是福柯所指的异质空间。

巴萨尼奥、葛莱西安诺等青年基督徒乘着刚朵拉

进入隔都的行为和夏洛克及女儿的关门落锁的行

为形成了一进一退，一侵略一防守的态势对比，

两个空间的话语权力在对比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犹太人被异化，被隔离，被驱赶入隔都，被剥夺

了与基督社会的关系。他们没有公民身份，沦为

赤裸裸的生命或纯粹的身体１，已不具备生存权

力。在此种生存逻辑下，基督徒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可以迫害、杀死犹太人，并不必接受任何惩罚。

在两种权力的对决中，犹太人无疑全面落败。自

此，犹太人的身体脱离了权力和社会语境，隐入

了异质空间。

三、走出“隔都”

杰西卡出走前对佣人说到“我们这个家是一

座地狱”，这让人联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

对圆形监狱的考察。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力操

控是通过空间来发挥作用和实施完成的，这对于

基督社会和隔都同样适用。正如电影片头字幕所

示：“依据法律犹太人被迫住在围墙隔离的古老

厂房，或者贫民区中。”“日落之后，大门就会锁

上，并由基督徒看守。”“白天 , 任何离开聚居区

的犹太人必须带上一顶红帽子以表明他犹太人的

身份。”隔都事实上已经具有了监狱的空间属性。

通过这些规训，基督社会实现了对犹太人的隔离

和监视。“隔都建立以后，犹太人逐渐被局限于一

个集中的区域，周围林立的高墙将他们与整个城

市隔开，使得他们比以前忍受了更多的苦难、贫

穷以及羞辱”。２杰西卡身处隔都中之隔都，她受

到的监控不仅来自基督社会还来自隔都甚至来自

自己的父亲。逃离隔都对她来说是追寻自我空间、

实现自我身份重建的一种手段。

莎士比亚和莱德福都详细交代了杰西卡是如

何在父亲赴宴之夜与罗伦佐私奔的。夏洛克和杜

伯尔的对白原本在剧情上只是起到一个交待情节

的作用，但在影片中，当夏洛克听到图巴尔 (杜

伯尔 )说杰西卡用家传的绿松石戒指换了一只猴

子时，怒道：“她怎么敢！她怎么敢！”戒指是杰

西卡母亲在婚前送与他作礼物的，夏洛克此时的

反应凸显了戒指在他心里的分量，也表明了亡妻

在他心里的位置，更是对女儿的愤怒和失望。与

朱生豪的译本上夏洛克只说道“该死该死！杜伯

尔，你提起这件事，真叫我心里难过！”３相比，

影片中他的那两声“她怎么敢！” 更像是野兽受

伤的嗥叫，将沉痛感重重压在了观众的心上。在

此，戒指已不仅仅是一枚戒指，而是犹太母族文

明的象征了。杰西卡逃离隔都，也即意味着对母

族的捐弃和背叛，放弃了犹太民族的身份和核心

价值，这是夏洛克所无法容忍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夏洛克也走出了隔都。在

影片的多数场景中，夏洛克是以孤独、形只影单

的个人形态出现的。从夏洛克去和基督教徒吃饭

的那一场起，导演就把他从周围的场景中分离了

出来。基督徒奢华糜烂的宴会中，夏洛克端着酒

杯冷眼旁观。雨夜滂沱的街道上，夏洛克孤苦徘

徊，呼号女儿和金币。法庭上，夏洛克孤立无援，

独自面对基督徒的包围和攻击。官司以基督教徒

对犹太人的胜利结束，夏洛克被剥夺了财产和女

儿，连信仰都被夺去，他手握圣物，蜷缩倒地，

无声悲泣。影片结尾部分，夏洛克被犹太圣堂拒

之门外，圣堂大门重重关上，画面定格在他那双

渴望的眼睛上。此时的夏洛克被迫改宗，不再头

戴红帽，被驱离了犹太精神家园，失去了犹太性。

1 汪民安，《权力，权利和身体》，《读书》，2005年第12期，第137页。
2 卢镇，《对犹太隔都的再思考——以威尼斯隔都为例》，《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第51页。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6》，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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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后，杰西卡站在水边，轻抚戒指，注

视着水面射鱼之人。她满面愁容，心有戚然，完

全没有离开隔都的兴奋感。作为新空间的闯入者，

她一心想要融入新世界，却又陷入因此对自我身

份产生的矛盾和痛苦中。岸边的杰西卡似乎心生

悔意，或许她正在思索，把父亲用尊严辛劳换来

的血汗钱转手送给眼前这个男人是否值得？孤注

一掷之下是否可以换取自己的人生和未来从此无

虞？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又是否必须以牺牲亲情和

信仰为代价？自我空间的实现是否必须建立在对

原有社会价值放弃的基础之上？夏洛克徘徊在犹

太圣堂之外，无处安放自己的灵魂，无法真正走

出隔都，他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

即物质的（自然、宇宙）、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

与形式抽象）以及社会的”１。物质空间存在于

空间实践之中，是可以直接感知的；精神空间是

对物质空间的再现，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构想

的空间，是关于空间的知识建构；社会空间则是

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空间。在这对父女身上，

隔都不仅是一种空间现象，更是一种精神和社会

现象，是父女两人个体文化的体验空间。事实上，

这对父女虽然离开了物质形态的隔都，但他们并

没有走出精神和社会的隔都。在基督社会中，他

们依旧是犹太民族的文化符号，是隔都生存的生

命象征。由于承载了这对父女的信仰和情感，隔

都成为他们个人宇宙中的圣地，是他们的神圣空

间。隔都使二者的生命成为可能，使他们的生活

意义得以产生和体现。

从莎士比亚到莱德福，隔都是《威尼斯商人》

一剧由喜变悲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由于对犹太

人的隔都生活了解得不甚清楚，莎士比亚在剧中

自始至终未曾提及隔都。从爱德华一世在1290年

开始驱逐犹太人到莎士比亚时期，犹太人离开英

国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及至英国政府重新开始

接纳犹太人已是1656年——莎士比亚逝世40年之

后的事情了。从莎士比亚的生卒年可以推断，这

是犹太人在英国的空档期。这说明他本人并没有

实际经历过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他对于犹太

人的认知或许仅仅来自有关犹太人的传说 ,也有

学者认为他是借鉴了马楼的《马耳他的犹太人》。

虽然对夏洛克报以悲悯的态度，但作为剧作者的

莎士比亚还是要考虑当时的观众群体基督徒的感

受，因此，莎士比亚不得不以隔都之外的叙事视

角来塑造夏洛克，夏洛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嘲讽对象。事实上，无论戏剧还是电影，莎士比

亚和莱德福都任由夏洛克的愤恨发泄，“他（安东

尼奥）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

讥笑我亏了本，挖苦我赚了钱，侮蔑我的民族，

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

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

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

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气血吗？”２他们将

夏洛克看成一个具有正常灵魂、普遍情感、让人

无法不同情的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的共谋下，夏

洛克从一部爱情主题戏剧中小丑式的人物嬗变为

一个对千百年来犹太人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控诉

者。他只是一名饱受种族歧视、痛失爱女和财产、

企图向整个基督世界报复的老人。作为旧有空间

秩序的挑战者，夏洛克试图在异质化的空间秩序

中寻求平等、同质的努力失败了，失败的复仇使

他命运崩塌，他成为一名希腊悲剧英雄式的人物，

他的行为充满了悲剧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性。这段

经典台词在阿尔 · 帕西诺的演绎下是如此地触动

观者的灵魂，让他成为整部影片中最光彩夺目的

角色。

另一方面，导演的身份因素不可忽视。莱德

福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奥地利犹太人３。根

据犹太教义，凡母亲是犹太人的即是犹太人。因

此，迈克尔 · 莱德福具有犹太血统和身份。这种

与原剧作家笔下人物不经意的身份互文使他背负

了更多的历史记忆和责任，或许取代莎士比亚，

让夏洛克在自己的镜头下重生是他拍摄这部影片

的潜在初衷。作为犹太人的儿子，他的身体虽然

1 郑佰青，《西方文论关键词：空间》，《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第89页。
2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6》，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Rad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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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受隔都圈禁，但犹太人的苦难对他来说或许

早已成为血液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对夏洛克的诠

释更多是以隔都之内的视角展开的。影片空间场

所的变换直接推动了叙事进程，叙事视角的转换

最终带动了观众情感认同的转变。此外，帕西诺

和艾恩斯炉火纯青的演技成功诠释了夏洛克身上

所背负的犹太身份之悲剧性和安东尼奥身上不可

言说的寂寥感，尤其是安东尼奥那句“我的角色

是个悲剧”，留给人们的是唏嘘无限，影片藉此由

舞台喜剧向银幕悲剧的转变也就成为了必然。

隔都作为一个异质空间，由两种宗教参与建

构，为了将两种文化、生活隔离开来而产生，因

此，与其说隔都是一件事物，不如说它是一个过

程，是社会生产、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是冲突

矛盾的动态进程，存在于空间之间及空间的关系

之中。正如福柯对异质空间的阐释，电影中的隔

都更多地体现了两个空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法

则秩序，是基督教和犹太人生命权力运演的历史，

使二者不同的生命权力空间充满了差异和断裂，

是一个由异质性构成的灾难世界。

四、“隔都”的启示

从16世纪第一座正式命名为“隔都”的隔离

区开始，到拿破仑摧毁“隔都”高墙，直至最后

一座“隔都”于1945年在上海虹口被废除为止，

这项政策反反复复前后跨越将近450年。今天，

犹太隔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且作为犹太文化

象征的“隔都”一词已经封存于历史学家的文献

著作之中了，但“隔都”牢笼、“犹太栅栏”的幽

灵一直没有真正消失。今日以色列像是个更大的

隔都，虽已复国多时，犹太人和周边地区尤其是

与巴勒斯坦的关系仍是前途堪忧，然而以色列政

府实施的隔离墙政策亦使巴勒斯坦人步了犹太人

四百年前的后尘，沦为隔都之民，遭受着犹太人

曾遭受过的侮辱和刁难。在时空逆转的反讽中，

莱德福借助于影片的空间叙事，为“隔都”的死

灰复燃、“隔都”现象的卷土重来敲响了警钟，这

也是影片要表达的对当下社会现状深刻反思之意

义所在。

视觉影像时代，经典络绎不绝地走向银幕。

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为莎士比亚研

究开辟了新的视角。电影《威尼斯商人》正是在

这一理论支撑下成为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今天，

隔都已泛化为普遍意义上的隔离区，成为一种社

会景观，如贫民窟，少数民族聚集区，黑人隔都

等。它们可能是新的美学秩序和社会空间的诞生

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现实困境和社会冲突的温床，

如何消除今日隔都内外的疏离和隔阂仍然是我们

要思索和面对的问题。

（作者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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