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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一九三三年的《东方杂志》上，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发表了自己的“新

年梦想“，章乃器先生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

革命”。 

    为实现这个梦想，他们以电影等文艺形式为武器，通过“合法斗争”，配合“

左倾的革命”，有效地打击了那个允许他们进行“合法斗争”的“非法政府”。在这

一过程中，“民营电影”略为打点，便大展宏图，资本家施展手段“调集头寸”；艺

术家自由发挥想象力，大家如入无人之境，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传世之作

由此诞生。 

    读老一辈电影人对那一时期的回忆，若不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还真差点

儿忘了那是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敌占区”。 

    不过，问题在于，“民营电影”真的是“民营“的吗？从一开始，它的观念、资

本乃至人员构成，就有着政治党派的影子。因此，严格地讲，它是“遵命文学“

。但它不知道的是，祸根已经种下，一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为

它埋下了伏笔。 

    在大家发表“新年梦想”的十六年以后，梦想实现了，“反动统治”的丧钟敲响

了。欢庆之余，却不知丧钟为谁而鸣。对《武训传》的棒喝分明昭示着“如今竟

是谁人的天下”，“旧社会”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不过是

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将自由的艺术改造为驯服的工具的过程足以使斯文扫地



，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肉体。 

    如果说“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是“黑暗的旧世界”中的呐喊和

叹息，那么，在这个“美好的新世界”里，连叹息都不能有了：普天同庆之日，

什么人才会向隅而泣？ 

    正如作者所说，这两部影片的名称暗合了中国“民营电影”的命运。前者引

自抗金名将岳飞，堪称壮怀激烈；后者引自亡国之君李后主，却是无可奈何。 

 

 

二十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章立凡 

 

 １９７９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

看望阳翰笙先生。 

    这两老是四川老乡，又都是父亲的故交，有我同去，话题自然会转到父亲

身上。阳翰老说：“乃器先生同我是老熟人了，四十年代他投资拍进步电影，

我还是牵线人咧！” 

    那次的交谈，触发了我对父亲与电影业历史渊源的关注。记得″文革″中

有外调人员来调查父亲与电影界友人的关系，他坚持按历史事实写材料，并与

来人发生了争执。 

    事情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谈起…… 

 

再造“联华” 

三人投资两个外行 

 

    电影事业素有“梦工厂”之称，家父章乃器则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逐

梦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曾有一项壮举——一百多位知

识分子在该杂志１９３３年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父亲也是撰

稿人之一，并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

。他的文化建设理念，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影音声光的特殊魅力和大众传媒效应，使电影艺术成为二十世纪 有效的

传播手段之一。国民党政府竭力将电影事业垄断在自己手中，抗战胜利后又接

管了敌伪电影产业。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



的名义，酝酿筹组一个民营制片机构——联华影艺社。 

    成立制片机构的方案确定之后，原联华公司同人通过合法斗争，迫使国民

党当局发还了当作“敌伪财产”接收的徐家汇摄影场，联华影艺社成立后，取

得该场部分摄影棚的租赁使用权。 

    联华影艺社于１９４６年６月成立，当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父亲

被推为总召集人，议决分别由史东山、蔡楚生负责，准备拍摄故事片《八千里路

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笔制作经费十万美元，由章乃器、任宗德

和夏云瑚三人分担。 

    父亲晚年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联华的三个投资人中间，任宗德和我算是

同行，都是搞酒精的。夏云瑚是四川袍哥中辈分不低的人物，当过重庆国泰戏

院的老板，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对电影制作发行也比较内行。我那时对电影制

作是外行，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投入，这里面水有多深是不清楚的…… 

 

一人退出 

“联华”改组成立“昆仑” 

 

    战后的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两种恶劣倾向：一是官办的电影机构不惜投入

重金，为国民党政权歌功颂德；二是民营电影公司为追求利润，低成本粗制滥

造各种媚俗下流产品。联华影艺社以大资金投拍严肃题材的巨片，在当时的电

影业中可谓独树一帜。 

    《八千里路云和月》取材于随军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

、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时竟无处容身；而江的表兄周家荣战

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作品以生动的电影语

言，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上海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八年抗战

中的沉浮，揭示了中国女性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对于张忠良在大后方纸醉金

迷中的堕落，实施了灵魂的拷问。 

    父亲晚年曾谈到，当时制片耗资巨大，几乎吃光了他手头所有的流动资金

，不得不四处调集头寸，以保障拍摄的正常进行。据说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

之一，是找老朋友吴蕴初帮忙，这位“味精大王”照例会给他一张产品提货单

，倒手就可变出现金来办事。 

    父亲虽号称“战时理财专家”，毕竟在电影投资上是新手；而导演为追求

艺术效果造成的制作期延宕和成本加大，也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八千里路云

和月》公映后，理论上虽可回收部分投资，但在结算周期上却缓不济急。 

    任宗德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日渐感到自

己在创作、管理尤其是在经济上都作不了主，也不及时向他通报有关情况，愈

来愈对联华影艺社的状况不满意。１９４７年２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

映，《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拍摄了一半，但所投入的十万美元资金已全部用完，

联华影艺社面临着拍摄经费的巨大缺口。此时，虽然《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炮打

响，受到好评，但是章乃器先生还是坚决地表示了退出联华影艺社的态度。阳

翰笙与我们反复研究， 后决定接受章先生退出的意见，并将联华影艺社改组

为影业公司。” 



    对民营电影制片机构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蓝图，当时存在不同见解。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父亲显然不喜欢电影界“草台班”式的习气，希

望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进行管理。他对中国战后电影业的发展颇具雄心，

据说第一步计划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完成一两部大制作后，再吸引外资扩大到

六十万美金的股本，参照好莱坞的制作运营模式，组成一个民营影业托拉斯，

与官办电影公司分庭抗礼，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为中国的民族电影在国际

上争得一席之地。虽然他认同左翼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但这套发展

蓝图，显然与中共的领导方针不大合拍，后者一向是以俄为师，更重视电影的

政治宣传效应。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

》就明确主张：“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１９５７

年“反右”时，父亲的民营电影发展方案被翻出来批判，作为他“投靠美帝”

的罪证。 

    由于在发展方向和人事上的分歧，父亲所代表的上川企业公司资金，没有

转成昆仑影业公司的股本，仅作为对《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

（上下集）的投资。根据昆仑公司在１９５０年给父亲的信件，在分红比例上为

两片三集发行收入的四分之一。 

 

巨片公映 

民族电影压倒西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于１９４７年９月完成，与原联华影

艺社摄制的上集《八年离乱》以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道，统一由昆仑公司发

行。《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昆仑推出的第一部影片，但它是以联华影艺社的名义

出品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引起了轰动，被西方影评家称为“一部以抗日战争

为背景的半纪录影片”。田汉曾评价该片说：“这戏据说以一万万八千万的预

算而用到五万万，超过一般国片的成本，曾使某些短视的投资者摇头却步，但

这钱证明没有浪费，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夏衍在致史东山等人的信中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联华再创之

夕的誓词，现在第一战的战果发表，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在票房价值上，《一江春水向东流》更胜一筹。该片于同年１０月在上海首

映，连映三个多月，场场爆满。据当时报刊统计，首轮观众人数为７１２８７

４人，占全市５００万人口的１４％以上，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此

片，创造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国产片的 高上座纪录，票房超过好莱坞进口片。

战后美国片商大量向中国倾销其战时制作的影片，排挤民族电影，上海的大光

明、美琪等头轮影院，历来专映西片，此时撤下了美国影片上映《一江春水向东

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鸿篇巨制，是毫不夸张的。记得

我幼年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此片，上、下午各看一集，觉得时间甚长；上小

学后再次观看，则是上下集连映，反而短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原片全长七个多

小时，１９５６年方剪裁为三个多小时。 

    两大史诗巨片的诞生，使昆仑公司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主角白杨、陶金成



为如日中天的“影后”和“影帝”，主要配角吴茵、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也拥

有上好的口碑，吴还获得了“东方第一老太”的美誉。两片是中国影坛批判现

实主义电影的扛鼎之作，也永远奠定了史东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

议的大师地位。 

 

分道扬镳 

三人行终成独角戏 

 

    联华影艺社于１９４７年５月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投资人为夏云瑚、任

宗德和蔡叔厚。按股本比例计算，夏占六成，任占三成，蔡占一成。蔡叔厚这

一成，实际上是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出资。夏云瑚任董事长，负责行政、发行

；任宗德任厂长，管制片、生产；蔡叔厚任总稽核，统管财务。 

    昆仑公司继续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下集，即将完竣之际，夏云瑚提出

要撤资出国，另谋发展，同时力主将昆仑归并到文华影业公司老板吴性裁的麾

下。 

    吴在战前就是老联华公司的三巨头之一，战后在上海独资组建了文华影业

公司，经济实力雄厚，同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人员多有渊源，与蔡楚

生、夏云瑚私交甚密。吴性裁早就有意兼并昆仑，夏、吴把阳翰笙、史东山、

蔡楚生请到吴家赴宴，谈了三天三夜，后来任宗德也参加了商议。由于阳翰笙

、史东山和任宗德都反对兼并，协商未成。夏云瑚甚为不悦，坚持要撤资退股

。 

    阳翰笙认为不能丢掉这块左翼电影阵地，便找到任宗德说：“夏云瑚闹着

要走，我很不满意；吴性栽要接管昆仑，我更不愿意。夏云瑚要走就让他走吧

。昆仑的事，就由你顶起来！今后，就由你来掌管经营昆仑公司吧。”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国内上映获得成功，夏云瑚携拷贝远走香港、新加坡

、印尼，行前提走了约五百两黄金的股本，从此在资本上脱离昆仑。根据阳翰

笙的意见，保留了他的董事长名义。 

 

致命一击 

拍《武训传》血本无归 

 

    自１９４７年冬起，任宗德以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身份，成为事实上的掌

门人，昆仑公司进入了“宗记合作制片”时期。此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新闺

怨》（史东山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剧，沈浮导演）、《关不住

的春光》（欧阳予倩编剧，王为一、徐韬导演）、《丽人行》（田汉、陈鲤庭编剧

，陈鲤庭导演）、《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编剧，

赵明、严恭导演）、《乌鸦与麻雀》（沈浮、陈白尘等编剧，郑君里导演）等，

都是任先生运作资金拍摄的。  

    这些影片都是民营电影的优秀代表作，但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民



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精神消费成为奢侈，票房效果不佳。在政治、经济形势

的制约之下，昆仑公司颠峰已过，再也没有出品像《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

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大制作。 

    而拍摄《武训传》，把昆仑公司推上了绝路。该剧的电影剧本，是导演孙瑜

在陶行知先生推动下，根据清末奇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创作的。《武训传》于

１９４８年在国民党官方的″中制″开始制作，仅拍摄了三分之一，即因时局

变化中止。昆仑公司购得版权，并延请孙瑜加盟昆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夏衍等人的推动下，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在北

京通过了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的审查之后，又经上海市宣传、文化、电影

部门的再度审查，于１９５０年２月开始续拍，主要演员赵丹对武训角色的把

握十分到位。导演孙瑜对这部巨片期许甚高，希望会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

的成就。为此任宗德筹集了约相当于七、八十万银元的制作经费， 终增补为

上、下两集。 

    １９５１年初，《武训传》拷贝送到北京，请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审查

，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审映”，获得肯定；其

后毛泽东也调看过此片。 

    《武训传》 终被正式通知通过了审查，于同年２月在全国公映，一时好评

如潮，昆仑同人欢欣鼓舞。但４月２５日报刊就开始了对武训其人的批判，并

扩大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５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

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武训“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

卑膝的能事”，该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对《武训传》的全面围剿。 

    伟大领袖认为影片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

的反动宣传”；指责一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向这种反动思想

投降”，说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慑于威势，党内

赞扬过此片的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纷纷检讨，郭沫若、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

士都被迫在报刊和座谈会上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 

    早在１９４８年，中宣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就已正式提出要建立

电影审查制度，并对审查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获得政权之后，这一指示走

向制度化。１９５１年文化部公布了有关领发新片上演执照、影片进出口、电

影旧片清理的管理办法，建立起比前政权更为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艺术

首当其冲，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也紧随其后，开始了由缪司向婢女演

变的进程。 

    苦力支撑中的昆仑公司，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五十年代初任

宗德及昆仑公司写给父亲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无力偿付欠款。那时投资大片

与今天的“电影洗钱”不同，投资人是要自己承担经济风险的。《武训传》禁演

后，任宗德欠下巨额债务，陷于破产境地，昆仑公司就此一蹶不振。 

 

雨暴风狂 

影坛精英凋零殆尽 

 

    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是以民营电影为载体的。经历了《八千里路



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辉煌之后，民营电影在政治大变局中走向没落

。 

    国民党时代留下七家民营电影公司，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间陆续拍

摄了五十八部电影，除《武训传》外，昆仑公司的《我们夫妇之间》、文华公司

的《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及长江公司的《两家春》等，皆影响甚大。 

    民营电影以《武训传》遭批判为开端，迅速走向灭亡。连年的思想改造和政

治运动，使电影艺术日益工具化，国家话语占据了影坛。江青则成为电影事业

幕后 大的权势人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史东山首当其冲。三十年代江青为进入电影界，曾托魏鹤龄向他引荐，但

东老认为此人顶多是个二流演员，未予重视；于是她又通过司徒慧敏结识蔡楚

生，才获得了电影《王老五》中的角色，后来又拍过《狼山喋血记》。 

    １９４９年东老推掉了海外片商十二万美元的片约，毅然北上参加新政协

。五十年代初，他和江青同列为″电影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江曾两次挟嫌报

复未成。１９５５年批判胡风时，江青两次带卫士深夜登门，逼迫他就胡风案

件做检讨（江无端怀疑他是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电影部分的执笔者）。一周后

，重病中的史东山自杀身亡。他在陷入昏迷前曾自行用灰锰氧洗胃，如及时抢

救，尚有生还希望，但被某电影界负责人以须“请示中央领导”为由阻止。 

    东老在遗书中说：“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份遗书被

上交中央领导。当时周恩来正在接见班禅，临时中断接见听取紧急汇报，当场

落泪。而周所能做的事，是调动专列将一具玻璃棺材从上海运到北京，为这位

老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发了一纸《革命干部死亡证明

书》。一桩文化名人自杀的公案，就在这刻意的哀荣中沉入海底，直到“文革”

中才被江青重新翻出，扬言“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同人也连遭厄运。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吴茵及其夫君孟君谋双双被打成 “右派”

。到了“文革”这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扯起“虎皮”的“旗手”更是丧心

病狂，欲将知其底细的电影界同事们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蔡楚生是早年识拔

她的“伯乐”，１９４９年后改走政治路线，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还把《一江

春水向东流》中女主人公素芬的投江自尽的结局，改为到解放区投奔革命。“文

革”中蔡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其他电影人中，郑君里、孙师毅、徐韬、孟

君谋、上官云珠、舒绣文等也未能幸免。阳翰笙、孙瑜、白杨、陶金、赵丹、

吴茵等虽劫后余生，但艺术生命早已被提前扼杀。 

    夏云瑚１９５７年从海外归来后，翌年被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聘为顾问，曾

以“椅子质量”、“椅子成本”为题，发表关于影院经营管理的文章，为计划

经济下的电影发行献计献策；“文革”初期他身陷囹圄，１９６８年含冤辞世

。 

    蔡叔厚五十年代受“潘汉年、杨帆案”的牵连，一直不被信任；“文革”

中被捕，１９７１年也成为秦城监狱中的冤魂。 

    倾家荡产支撑左翼电影的任宗德，１９５４年被安排到电影局基建处当一

名副处长，后调至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工作，“文革”中又备受磨难；晚年定居

香港，写下《我与昆仑——一个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自述》存世。 

    十年浩劫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物质生活，也

加速了社会分化，体制性的腐败重新成为社会顽症。而对于那段文化专制主义

历史的反思，至今仍被层层设障。 



 

曲终人散 

云月水流皆成绝响 

 

    昆仑公司于１９５１年９月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

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１９５２年１月又并入准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

厂（简称“联影”），１９５３年民营电影业全部转为国营垄断体制。国营体制

没有生存压力，却有《武训传》的前车之鉴，电影从业人员的企业心和事业心日

益消沉。 

    至此，自１９０５年发轫的中国民营电影业，经历了四十八年的凄风苦雨

， 终在中国大陆成为历史。 

    父亲的民营电影之梦早在国民党时代就已彻底结束，他作为企业家对两片

投资的利润，也没有了下文。任宗德在抗战胜利时，是一位拥有巨资的民族企

业家，转变角色成为电影事业家后， 终在五十年代初以破产告终。返观父亲

在到达巅峰前的急流勇退，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夏云瑚在海外活动十几年后回国，任宗德说：“他见到我时倒是很客气，

但只字不提昆仑公司财务资金之事。我当时也不便追究，彼此间维持着一般的

关系。” 不久，夏独自与电影局、中影公司就 后处置昆仑公司影片版权及财

务等事，签署了协议，将昆仑公司应该保留和享有的权益一概交出。事后任宗

德得知此情，很有意见，曾向电影局有关领导反映过。父亲当时已钦定为“右

派头子”，更完全被排除在外。 

    中国电影界历来是史、蔡并重，１９４９年以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备

受褒扬，《八千里路云和月》则被长期冷落。翻开１９６３年成书的《中国电影

发展史》，明显感到一种“抑史扬蔡”的意味，对已经逝世的史东山早年的“唯

美倾向”乃至《八千里路云和月》、《新闺怨》皆有苛评，而对当时仍在当权的

蔡楚生等人物，评论的尺度则有所不同。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三个“第一”：“七．七事变”后第一部反

映全面抗战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胜利后第一部揭露社会现实的影片

《八千里路云和月》，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片《新儿女

英雄传》。 

    在五十年代初完成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我们已找不到史东山电影所特有

的个人印记，但这种印记在其电影学术观点中仍然凸显。１９４９年７－９月

间，他曾发表过三篇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电影方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中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而也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

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  

    终究是形势比人强，他因此挨过江青的整，被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唱反调。后来电影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长影厂的出品《荣誉属于谁》时，

他又当场对江青的专横提出异议，成为这个女霸王的眼中钉。到１９５５年批

判他的老朋友胡风时，江青再度登门施压。他在便笺上写过“对胡风是人身攻

击”的字句，又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苦闷中东老曾对夫人透露：“她说主席要

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数日后即辞别

人世。 



    东老的女儿史大里曾谈及，虽然父亲的遗书被收走，她却从现场收存了三

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

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还有一张为“患

得患失是 下等的品格”。她透露：“父亲辞世之前，曾与母亲有长谈，但母

亲对谈话内容守口如瓶。”如今老夫人已重病在床，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

秘密。 

    不久前，我与东老的长孙史晨原，对坐于北京郊外的茶室中，谈起他祖父

的悲剧。他不认同某电影史学者关于史东山作品反映出自杀倾向的观点：“我

祖父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艺术家，他是个温和、细腻、有良知的的人，

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处境和爱情；以浪漫的、理想化的视角来看待现实，期

盼并热爱新中国；但在新中国里，他做不了违背艺术良心的事情，被逼到墙角

之后，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弃世……白杨认为，他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告辞出来时暮色已深，月光下浮云流动，银汉依稀。我恍觉有无数之目光

，透过云层注视着万家灯火中的尘世；那些电影人的亡灵，或许正在时空中游

荡；他们曾用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呼唤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却又被这时代所

吞噬；这诡异莫测的夜空，便是他们永远的银幕…… 

    人生无不散之筵席，时代留旷世之悲怆。文化专制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

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思想一旦被屠杀，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史东山

在五十年代“玉碎”，蔡楚生活到六十年代也未能“瓦全”，两部巨片是他们

艺术生涯的 后辉煌。两位大师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章乃器、任宗德、夏云

瑚三人的民营电影之梦，也正如两片的片名一样，历经了“八千里路云和月”

之后， 终“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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