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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马修·波利

1973 年 7月 20日，李小龙猝死，令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位顶级的功

夫大师和华裔功夫片明星。

40 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时代还会出现一个像李小龙这样，在功夫

和影视方面并列巅峰，且能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吗？

时代的风采
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通过

历史时代背景和个人奋斗两个层

面去探讨。

我们所理解的李小龙，是享

誉中外的功夫片明星，也是武术

流派截拳道的创始人。这一形象

大多是由影视影像和传奇故事串

联起来的，唯独缺少对那个特定

时空背景的了解，也因此很多人

难以切身体会到李小龙的艰辛与

不凡。

李小龙童年时期，功夫在香

港并不是特别流行。在这个国际

性的大都市里，稳定的社会结构

没有给武术太大的发展空间。老

于世故的人会把功夫与农村、中

国的封建传统以及三合会的犯罪

联系起来。

直到 1954 年，一场比武重新

点燃了人们对功夫的兴趣，这场

比武也成为当时的热门事件。比

武双方代表了传统与西方之间的

冲突，撕裂了社会的既定结构。

几乎一夜之间，功夫在香港

流行起来。受太极老师傅和年轻

应战者比武事件的影响，很多年

轻人涌入小型武馆，在天台上自

行组织徒手比赛，在粤语中，这叫

作“比武”。

年轻的李小龙此前已经是一

名经验丰富的街头斗士了，见到

这些天台比武，立刻被吸引了。这

使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

定———他准备开始正式学习功

夫。

尽管李小龙向父母承诺要改

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他和他的

小帮派成员们仍然会在九龙的后

巷里闲逛，寻找各种打架的机会。

虽然他赢的时候比较多，可还是

有不少时候输掉了，他讨厌这种

感受，于是决心提高自己的打架

技术。

李小龙在 1967 年 10 月为《黑

带》杂志撰文时回忆道：“小时候

在香港，我是个小混混。”

与很多年轻的习武者一样，

李小龙学习功夫并不是为了成为

一个更好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

更厉害的街头斗士———不是为了

自卫，更主要是为了主动进攻。李

小龙坦承道：“我是在觉得安全感

降低时才开始学习功夫的。”

后来，李小龙留学美国，其间

以教授武术为生，并着力创建属

于自己风格的武术。

闯荡好莱坞

1964 年夏天，埃德·帕克试图

将他所涉及的两个行业通过举办

长堤国际空手道冠军赛的形式整

合到一起，目的是让美国当时顶

尖的搏击高手在狂热的格斗爱好

者和好莱坞圈内人士面前进行表

演和比赛。

那时，李小龙尚未成名，被作

为非主要嘉宾，安排在下午观众

兴致不高的时候出场……李小龙

身穿一套白色袖口的黑色功夫装

上场了。他先是以寸拳将一位志

愿者打了出去，然后以两根手指

做俯卧撑，最后在木村武之的配

合下，进行了咏春拳自卫术以及

黐手演示。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取悦观

众，他表演的核心是他所做的讲

演。他再次对传统形式进行了抨

击，并提出了一种更为现代、高效

的方法。

“他站在那儿，先是完美地模

仿了其他拳术的招式，然后一一

进行剖析，指明这些动作不能实

用的关键所在。他的话很有道理。

他还对马步大肆嘲讽。”一位参赛

者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观众面前挤满了传统空手道

的习练者，他们曾花费数千个小

时去进行马步训练，然而，李小龙

毫无畏惧地提出了要从中解放出

来的主张：“老师永远不应该把自

己最喜欢的模式强加于学生。他

们应该找出什么对学生有用，什

么对学生没用。个人比风格更重

要。”

正如李小龙所预期的那样，

他充满挑衅的讲演在观众群产生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相当大

一部分人对他心存敬畏，而另一

部分人则非常沮丧。”丹·伊鲁山

度回忆道。

旧金山空手道师范克拉伦斯·

李曾提到：“李小龙在长堤讲演结

束后，大家都排着队想要揍他。”

习练武术之余，李小龙还试图

在好莱坞闯出自己的名声，但因华

裔身份而遭受歧视和偏见，导致接

连失败，令他感到十分压抑。

当《凯尔西》《功夫》以及最令

人伤心的《无音笛》连遭失败之

后，李小龙对好莱坞的幻想破灭

了，完全失去信心。他感到无

助，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开始相信我们此前一直

跟他讲的话，‘你是中国人，这

是在白人的世界，你永远无法

成为一位超级巨星’。”斯特林·

西利芬特说。

有一天，李小龙抓着他 6岁

的儿子李国豪，警告他永远不

要去做演员：“等你长大了，你

要成为好莱坞最大的制片人，

你要去掌握足够的话语权，你

去决定谁可以成为明星，谁不

能成为明星。没有人再来警告

你，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不

能做男主角。”

面对好莱坞的歧视与偏见，

李小龙选择与香港的邹文怀合

作，先在香港打出名声，再重返

好莱坞。他的第一部作品，是

《唐山大兄》。

李小龙的明星梦从那晚开

始实现了。“我没想过《唐山大

兄》能打破任何票房纪录，”他

坦承，“但我确实希望它能够多

卖钱。”观众的反应让他有些不

知所措。琳达说：“首映当晚，现

场观众欢呼雀跃，报以雷鸣般

的掌声，小龙的梦想实现了。不

到两个小时的放映过后，小龙

成了耀眼的明星。”

李小龙全新的打斗场面是

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与大多

数为一部电影接受短期训练的

动作明星不同的是，李小龙是

一位真正的武术家兼艺术大

师。

《唐山大兄》中其他人的打

斗像是孩童在打闹，而李小龙

则如同一阵超级旋风。香港观

众从小看功夫片长大，当他们

看到这部电影时，一眼就分辨

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为了证

明他动作的真实性，李小龙和

罗维使用了长镜头拍摄———有

些镜头持续了 20 秒，甚至更长。

另一位嘉禾导演米高基说：

“李小龙会设计一场打斗，然后

让摄影机自由跟拍，这样你就

知道那不是假的了。别忘了，李

小龙当时面对的可是一群懂功

夫的本地观众，他们知道什么

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骗不了

他们。”

功夫巨星

但仅仅有真本事是远远不

够的。许多杰出的武术家在闯

荡演艺圈时都铩羽而归。在擂

台上有效的东西在电影中未必

行得通，能让观众兴奋起来才

是最重要的。李小龙之前在好

莱坞当过动作指导，他知道如

何在电影中去表现自己的技

能，使之看上去与众不同。这就

是夸张的艺术。

在电影中，他可以旋转起来

连踢三脚放倒三个坏蛋———然

而换作在现实中，他可能未必

做得到，不过在电影中，观众相

信他没问题。

眼见《唐山大兄》如此成功，

李小龙准备借此机会重返好莱

坞。首映后第二天，他给泰德·

阿什利去了一封信，就此前签

署的《武士》协议提出了更多的

要求。他在信中写道：“除了我

们之前协议的内容，我每年至

少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回港拍

戏，我还要参与这部电视剧本

身及周边产品的销售。”

凭借《唐山大兄》《精武门》

《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李小

龙奠定了他全球首位华裔功夫

片明星的声誉。

《龙争虎斗》的预热让李小

龙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米高

梅希望李小龙能与他儿时的偶

像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合

作，后者是空手道黑带；意大利

制片人卡罗·庞帝邀请李小龙

和自己的妻子索菲亚·罗兰联

合主演一部电影；就连邵逸夫

也出价 50 万美元想拿下他下

一部电影的制作发行权，但李

小龙认为这还不够。

“如果马龙·白兰度一部电

影能拿到 200 万美元的片酬，我

也可以。”制片人听到李小龙这

么说，惊呆了。华纳总裁泰德·

阿什利迫切希望与李小龙签订

一份多部电影的合同，把《龙争

虎斗》打造成系列电影，并拿下

独家制作发行权。

李小龙的葬礼过后不到一

个月，《龙争虎斗》正式上映，票

房口碑双丰收。它让已经去世

的李小龙成功地实现了他生前

所说的“明确目标”———成为全

美片酬最高的东方超级巨星。

这也让他一举超过史蒂夫·麦

奎因。

李小龙凭借他在《龙争虎

斗》中的精湛表演一脚将门踢

飞———为西方引入了一种全新

的电影类型。自此，这种曾被认

为粗制滥造的香港功夫电影风

格，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李小龙以传教士般的热

情，通过电影这一媒介来推广

自己的武术理念，所取得的成

绩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在李

小龙去世之前，世界上只有不

到 500 家武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于他的影响，仅

在美国就有 2000 多万名武术

习练者。

在英国，习武需求大，但武

馆少，所以会有成群的学生在

少数几家武馆门口排队，上赶

着向老师交学费，以确保下堂

课能有一席之位。一位来自美

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男孩给《黑

带》杂志写信：“李小龙一直是

我习武之路上的榜样，并且永

远都是，他将激励我达到自己

的巅峰。”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

势。李小龙所在的那个时代，既

存在着因循守旧的风气，又仿

佛被压抑太久而迫切希望有所

突破；那个时代的人，既有对自

我认同的迷失，也有寻求归属

与认可的渴望。

李小龙应运而生。他接受咏

春拳的传承，但又打破武术传

统，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截拳道；

他成长于香港，留学于美国，知

名于世界，但对自我的认同十

分清醒，“我是中国人的身份是

毋庸置疑的”“无论功夫还是电

影，都是在找寻真实的自我”；

他借鉴香港武打片的经验，但

又独树一帜地将真正的功夫融

入影视创作中。

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李小

龙带来的是一次武术的革新，

一次功夫片的创新，一次精神

的觉醒，更是一次功夫文化的

宣讲。

在李小龙去世之后的 40 多

年里，有成龙、李连杰等在好莱

坞再次以功夫闯出名声，蜚声

海外，有张伟丽以功夫成为首

位 UFC 世界冠军，同时，也有

像马保国这样的“功夫大师”，

促成了整个网络的狂欢。

这个纷乱的时代一直在创

造各种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

像李小龙这样既有顶尖的功夫

实力，甚至独创一派，又有影视

创新，获得国际认可，还有清晰

的哲理认识，更能引领时代风

潮的，不会再有了。（选编自《李

小龙：神话和真实》）

年夏天，叶问和李小龙

《唐山大兄》剧照

年，李小龙《精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