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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题材是中国电影极为重要的一

个题材分支。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女性

电影对新女性形象的探索，极大提升了

女性题材在中国电影中的表现价值，如

《姊妹花》（1933）、《神女》（1934）、《马路

天使》（1937）等。女性主义也成为了电

影多元理论研究中重要的文化思考角

度，不少探讨女性生存思考的电影，如

《红高粱》（1987）、《长恨歌》（2005）、《孔

雀》（2005）、《观音山》（2011）、《金陵十三

钗》（2011）等，提高了女性叙事在中国电

影界的话语地位。如何体现女性的主体

意识，挖掘她们的心灵世界，成为中国电

影一大重要发展方向。

近期上映的现实主义电影《我的姐

姐》也是一部注重女性叙事的电影，主要

讲述了失去父母的女孩安然与陌生弟弟

之间的“送养”故事。这部电影虽然以

“姐姐”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切入点，却

并不是纯粹的女性题材。电影从女性视

角出发，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及其人

生选择，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感，表现她们

人生中的困惑与无奈、妥协与抗争。但

影片更深层的目的是通过解读女性视角

下的生命情感体验，揭示沉重的群体性

道德枷锁，激发严肃的社会思考。

一、探讨女性身份困境的现实根源

电影中，女性在新时代生活环境下

依旧面临诸多难题。女主人公安然的身

份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道德中作

为女性的自己，二是家庭伦理中作为姐姐

的自己。作为女孩，安然并不受到亲生父

母的重视，甚至因为没有装作瘸子导致父

母追求男孩的二胎计划破产而遭受毒

打。父母的相关合影照片都是弟弟身影，

女儿的“缺席”象征着她因性别身份受到

的漠视。父母无视她的个人意愿，改变她

的高考志愿，也只是因为她是“女孩”，只

需要就近就读护士专业，早日赚钱养家。

安然在家庭中遭受的情感创痛是封建性

别道德观念所造成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

统观念，使安然的家庭回忆充斥着冷淡、

紧张与不安。安然的第二重身份困境随

着弟弟安子恒的降临而到来，作为“姐

姐”，她被家族和社会赋予养育弟弟的使

命与责任，但没有人在意安然想要通过考

研前往北京，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她对

事业与梦想的坚守遭受了亲人、社会、道

德的多重打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

人类社会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自我”与

“他者”的主客体变化。父权社会常使女

性主动或被迫地丧失“自我主体”身份，成

为被要求的“他者”。当安然与弟弟同为

失去父母的子女时，养育弟弟的要求，实

际建立在她放弃个人前途理想的基础上，

她的个人意愿与人生价值又一次置于被

迫放弃的“他者”地位。“姐姐”的女性身份

与家庭身份成为女主人公陷入困窘与迷

茫的主要原因，而这一双重身份的根源，

一是在于“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它

不仅制造了冰冷的家庭关系，也破坏着女

性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二是在于父权

制社会的传统规训，它不仅损害了女性掌

控自我命运的权利，也形成了一种集体无

意识的性别压迫，影响着这一身份群体的

命运选择。

电影中，安然的姑妈就是这一身份

压迫的直接对照。与安然的主动反抗不

同，姑妈同样作为“姐姐”，经历了规训化

的一生。她同安然坦言自己从小不被重

视的经历，父母会故意躲避她，只把西瓜

给弟弟吃。她本会俄语，却被父母要求

放弃俄罗斯做生意的机会，转而照顾弟

弟的家庭。同安然一样经受家庭漠视、

被迫放弃人生事业，姑妈个人命运的悲

剧性色彩还来源于她对于规训化人生的

接受与认同。当她得知安然不愿意养育

弟弟时的反对态度，正体现了她与重男

轻女的父权制社会规训意识的融合。

电影中的“姐姐”之所以能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身

份压力与真实的人生困惑。整部电影围

绕着“姐姐”所形成的家庭社会关系可以

说是当代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无论身

处其中的男性或女性家庭成员，都经受

着封建性别观念与父权社会规训的影

响，承受着破损的家庭关系与无奈的命

运抉择。试图将深受性别与身份压迫的

女性作为历史叙事中的个人来看待，未

免太过浅层。在复杂的多维度社会现实

中，父权社会下的封建性别观念对家庭

情感和个人价值的伤害比想象中更为深

远。李银河曾谈到，争取两性的和谐发

展和男女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是两性关系

发展的最终目标。尽管这样的追求在社

会现阶段还很难实现，但问题的发现从

来都是解决的开端。

二、解读复杂变化的真实人性

影片利用多重对照来表现人物的矛

盾和人性的真实。安然的舅舅虽然游手

好闲，早早离婚，但是他视女儿为唯一，

与安然父亲对待女儿的态度迥然相反。

尽管舅舅缺乏家庭责任感，却依旧引起

安然对舅舅父女情感的羡慕。影片利用

父亲对待女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展示

了多样化的人性选择，虽然可以制造一

种集体无意识的性别压迫，但对血缘情

感牵绊的珍视依旧可以令人跳脱其中，

以平等真切的态度对待亲情关系。在安

然父母的葬礼上，舅舅云淡风轻地在电

话里描述去世的是“我姐那俩口子”，却

被安然发现常常带着酒水在姐姐的墓地

附近自饮自酌，落寞伤感。影片以矛盾

的反差来表现舅舅对待姐姐夫妻死亡的

态度，展现出一个看似没心没肺、浪荡不

羁的弟弟隐秘而复杂的情绪反应。影片

中，很难用“好”与“坏”去形容复杂的人

性面貌。安然拒绝放弃个人理想抚育弟

弟，她与弟弟之间的关系原本是疏离淡

漠的，她甚至在地铁站以暂时的消失来

试探弟弟的反应，显露出她内心对于脱

离弟弟的渴望。但面对雷暴天气，安然

依旧放弃前往男友家，转身去陪伴独自

留在家中的弟弟。此处，安然的回身并

不是她对养育弟弟的接受，而是人性本

身趋利避害的自然愿望无法掩盖她善良

性格之中的温情。安然会因为弟弟要求

早餐吃肉包子的吵闹，蛮横撤走他的吐

司与牛奶，却还在送校路途中为他购买

肉包子。她渴望脱离弟弟的束缚，追求

理想的人生前程，却并未丢弃她内心对

小男孩的善良与温柔。她试图抗拒，却

也有温柔怀抱，这正导致了她内心的挣

扎与痛苦，也使得安然的“姐姐”形象更

为丰满与真实。

在“送养”事件的推进过程中，人物的

思想观念也不断处于变化之中。弟弟安

子恒远没有姐姐安然成熟，起初，他常常

盛气凌人，对姐姐呼来喝去，曾经的独宠

地位造就了他性格的不讨喜之处。在相

处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姐姐对于他的意

义，流露出偏向性的讨好态度。最后安子

恒为了姐姐能够获得自由，主动寻求送养

家庭，以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大度设置了

影片最后的情感爆发点。弟弟性格变化

中最为真实的情节是从专宠的主宰者身

份到讨好的依附者。父母双亡带给安然

难题，也使安子恒重新认识自己的血亲关

系，他的世界被打乱重塑，他的自我性格

与处事理念也被迫从骄纵蛮横成长为懂

事体贴。另一个思想观念发生明显变化

的是安然的姑姑。她起初严厉反对安然

送养弟弟，在咖啡馆训斥安然接触送养家

庭，造谣安子恒的暴力倾向以劝退送养家

庭。然而，当姑姑听闻安然的童年回忆，

又推心置腹地向安然回忆自己的人生过

往时，她终于理解了安然送养弟弟的意

愿。姑姑对安然意愿的驳斥来自于她自

身对姐姐身份的道德要求，而她对安然的

爱最终令她尊重安然的人生决定。姑姑

与安然之间的对抗始终充满着温情的细

节，时时刻刻流露出她对小辈的关爱与维

护，这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充满母性魅力

与规训色彩的传统女性形象，也为她最后

的观念转折提供了合理铺垫。

电影拒绝塑造平面化的刻板形象，

始终以呼应的矛盾关系、变化的转折态

度不断充填人物的性格形象，暴露人性

的真实。狄德罗曾说：“人是一种力量与

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

物。”影片并不探讨至善与至恶，也不划

分好人与坏人，它只是尽力以接近现实

生活的笔触去勾勒人性复杂多变的真实

面。同时，影片设置人物性格在剧情发

展中的变化，这种成长式的性格表现手

法正如法国剧作家威廉·阿契尔所比喻

的“用‘药品’显现底片中潜存着的图像

一样”，增强了人物性格的生动性，也令

观众跟随着人物思想的成长变化而进入

无限的思索空间。

三、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新一代女性制片人、女性导演、女性

编剧的崛起，以及新时代电影观众的审

美诉求变化都深刻影响着电影女性形象

的改变。女性角色在精神层面越加脱离

刻板印象，追求打破传统文化规束，呈现

出更为丰富的多元形象。女性主义学者

苏珊娜·平格里及其同事将媒体中的女

性形象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级别，其中第

五阶是“刻板模式之外的个体”。电影女

主人公安然就是极具现代女性精神的角

色，她的事业观、爱情观、家庭观中都含

有对抗传统的力量。安然选择与志向不

同的男友分手，在她的世界观中家庭与

爱情不是女性唯一的经营，社会舞台与

事业发展成为了女性追求的重心。正因

如此，安然面对他人要求自己放弃前程

理想，抚养弟弟时，才会有决心与勇气发

出掷地有声的质问。面对已有两个女儿

且已不宜生育的重度子痫孕妇，甘心以

生命代价保三胎时，她才会有无奈和悲

愤的劝告。女性电影人的崛起与女性

地位的提升，反而为当代女性的社会生

存状态提供了发声的渠道。她们抓住

了当代女性深刻的社会困惑，也发掘出

女性在父权社会规训中自我觉醒的能

量。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南希·科特认为

早期女性主义有两个主导思想，即“妇

女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妇女的解放，它

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妇女作为个人获得

完全发展的一切障碍。”安然作为一名

“反抗者”，展示了女性不屈从于封建性

别道德观念，反抗父权意识与传统规训

的勇气。这种颠覆不平等传统陈规的理

念，使得电影的冲突矛盾中充满了女性

的坚韧。影片利用安然的梦境隐晦呈现

了她作为“女儿”与“姐姐”遭受的不公待

遇，安然作为被损害的觉醒个体，她独立

自强的生活态度，积极反抗的自我精神，

成为影片中最值得引发社会群体思考的

探讨性人物。

电影不仅呈现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

在社会压力与人情道德之间的挣扎与游

移，也设置了安然姑姑的“觉醒”环节。

安然姑姑是一位极具奉献精神的传统女

性，她习惯以自我牺牲成全家庭成员的

个人幸福，同时她也不自觉地将这种自

我要求投射到安然身上，制造了多重冲

突矛盾。但在故事后期，安然姑姑终于

以“套娃不一定非要装在一个套子里”，

暗示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对自我解

放的向往。遗失的俄罗斯套娃底盘仿佛

象征着传统规训约束的脱离，女性在追

求人格独立、意识自由道路上虽然会遭

受传统文化无意识的束缚和限制，但随

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传统观念的审视

与反抗精神会带领她们重新掌握命运的

船舵。

该片强调了女性精神独立的重要

性。虽然影片结尾以温情笔法描绘了安

然与弟弟踢足球的情状，但依然为安然

的去留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结局，而这个

结局就是留给观众与社会思考的课题。

对于电影来说，刻画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

在实现自我价值理想过程中的碰壁历程，

探讨女性生存状态，有必要以“疏离”父权

社会传统规训的态度，去凝视与呈现人物

的命运与情感，如此才能真正反映特定时

代女性的命运发展、情感需求与心理变化，

抒发她们的心声，解决女性的困境。

（作者简介：蒋淑香，苏州大学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

语言承载了民族的文化，是其最

为独特的记忆与标识，也是文化交流

与传承的重要手段。北京方言作为

北京地区特有的语言形式对北京文

化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近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电影以北京方言为语言

主体，对传统文化传承具有积极意

义。下面笔者将以《茶馆》、《龙须

沟》、《甲方乙方》、《私人订制》、《老炮

儿》、《顽主》等电影为例，对电影中的

北京方言特征做进一步阐释。

一、电影中的北京方言特征

（一）语音特点

我们知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

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本词汇，

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

语言。但是这里面所说的北京语音

与北方方言不尽相同，省去了其中较

难掌握，并且适用面不太广泛的部

分。而这些部分大都是北京方言与

众不同的地方。他们最主要的特点

有：轻声、儿化。这两点在王朔和老

舍作品改编的电影中尤为明显。吞

音也是北京方言一大特点，但是在电

影中相比儿化和轻声来说，并不明

显，故在本次分析中只重点讨论出现

频率较高的轻声和儿化现象。下面

将对这二者进行分别论述。

1. 轻声

北京话的调类分为阴平、阳平、

上声和去声。但在日常生活使用中，

每个音调又会因为语流音变的影响

而变成其他又轻又短的调子，这样形

成的调子统称为轻声（下文中用·表

示轻声）。轻声音节的变化与语音的

四种物理属性都有联系，主要表现在

音长变短。这一语音特点在北京方

言 为 语 言 主 体 的 电 影 中 十 分 明

显，如：

（1）李三：“改·良改·良，越改越

凉。”《茶馆》

（2）马青：“就杨重享清·福啊。”

《私人订制》

（3）丁四：“不是人的世·道，好人

受欺负，坏人高兴的世界呗！”《龙

须沟》

（4）女顾客：“换·上鞋。”《私人

订制》

（5）女老板：“大白·天的，驴啊。”

《老炮儿》

笔者标注的这些轻声字在听感

上有较为明显的模糊与短促，音强也

比其他字更弱一些。声调也会因为

前一字的声调而发生改变。如（2）中

“清·福”福字音高变低。除此之外，

在形容词、动词后表示趋向，如：来、

去等也读轻声。如：

（6）老师:“谁让你离开座位的？

回·去！”《阳光灿烂的日子》

（7）地主：“去，把马凳拿·来。”

《甲方乙方》

轻声可以区别词性和词义，也是

北京方言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经济

策略，是北京方言很重要的特点

之一。

2. 儿化

儿化是后缀“儿”和前一个音节

的韵母结合在一起。让这个韵母带

上卷舌色彩，是一种特殊音变现象。

儿化现象在北京方言中非常常见，但

并不是说北京方言中所有的词语后

都要加上儿化韵。儿化韵的使用也

是有一定规律的，如专有名词“前门”

就不进行儿化，而“前门儿”往往是指

家里的前门后门。这样的例子还有

很多，如：

（8）女顾客：“外面跟八哥似的，

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儿了？”《私人

订制》

（9）独白：月牙儿，月牙儿！又看

见你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

（10）赵老师：“找些书看看吧，书

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药

方儿啊。”《私人订制》

（11）那孩儿他娘呢？《甲方乙方》

（12）杨重：“可你还得玩儿命踢，

因为观众在玩儿命地喝彩打气。”

《顽主》

（13）女顾客：“今儿，太阔了。”

《私人订制》

（14）女顾客：“还挺会疼人儿。”

《私人订制》

值得注意的是，儿化现象是整个

音节的变化，也是韵母的变化。这些

变化因儿化前音节韵母的不同而不

同。如（8），“词儿”的音节末尾是-i

[-ɿ]，儿化后韵母变为[ər]，（11）中“孩

儿”（13）“今儿”和（14）“人儿”也是如

此。而（12）中“玩儿”是以[n]结尾韵

母，此时儿化丢掉原韵尾，主要元音

卷舌,从[an]变为[ar]。而（9）中“月牙

儿”等以a、o、e、u结尾的音节都是以

直接在原韵母上卷舌即可。（10）中

“药方儿”以[ŋ]结尾，儿化丢掉韵尾，

主要元音鼻化，成为鼻化音。

（二）词汇特点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一种

语言里所有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

和。北京方言的词汇有其独特特

点。如糟蹋（浪费）、颠儿了（逃跑）等

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15）女老板：“您这一天到晚瞎

溜达（没有目的的行走）啥呀？”《老

炮儿》

（16）县长：“你要是想拍我马屁

（奉承），就要先过夫人这关。”《让子

弹飞》

（17）女老板：“您那两把刷子（技

能）不灵了？”《老炮儿》

（18）六爷：“从小就招人待见（让

人喜欢）。”《老炮儿》

其中最突出的还是称谓词的使

用。这一特点在电影中展现得淋漓

尽致。如：

（19）程疯子：“我怕明白啊，为了

我自己个儿，我情愿糊涂下去……眼

下是不得水泊梁山了，有水泊梁山，

我就入伙（加入这个组织）。”《龙

须沟》

（20）男青年：“哎，哥们儿今儿有

舞会吗？”《私人订制》

上述例句中对北京方言称谓特

色的多样性有所展示。如（19）中，

“我自己个儿”是“我”的反身代词，

（20）中“哥们儿”是更为亲切的称呼

对方的方式。

对游手好闲的人称为“二流子”，

称呼亲爱的人为“心肝”等等。这样

带有感情色彩的称谓词还有很多。

另外我们发现，北京方言中对人物相

关的称谓词多带有贬义色彩，如“软

蛋、傻样儿”。除了人称代词，还有对

事物的称呼，如将“鹦鹉”称为“八哥”

等。这些丰富多样的称谓词体现出

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复杂特性，

并且口语色彩重，在这些词的使用过

程中没有固定的规范，称谓所指范围

也很广泛，这从某些方面也体现出北

京人对语言使用的随意性和悠闲的

语体风格。

（三）语法特点

语法是一种语言构成规则，没有

语法，语言没办法形成。语法作为规

则限制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同时也为

话语的生成提供依据。

1. 语序使用及搭配

北京方言对语法相对随意，使用

时各个句子成分位置相对灵活，可以

主语后置如“吃了吗您呐。”这样的例

子还有：

（21）马青：“我要求换工种，跟他

换。”《私人订制》

（22）青年：“说你肥吧，还喘了

你。”《阳光灿烂的日子》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北京方言对

于语序的随意性，（21）应为“我要求

跟他换工种。”将介词短语“跟他”后

置，有强调意味。（22）中将主语后置，

是北京方言中最为常见的语法形式，

正常语序应为“你还喘了”。笔者认

为，北京方言对量词使用不敏感，量

词“个”的使用范围被扩大。如“一个

（只）狗”，“一个（瓶）水”等。

2.叠词使用

在北京方言中，经常使用词语的

重叠形式。如：

（23）马青：“我们什么也不干，看

看武打录像、玩玩牌、要不就是睡

觉。”《私人订制》

（24）地主：“急急急急。”《甲方

乙方》

（25）地主老婆：“对不起啊，消消

气，消消气。”《甲方乙方》

词语的重叠对语言情感表达有

很明显的作用。增强语言表达的丰

富性。

二、北京方言及文化传承的

意义与方法

语言传承对文化十分重要，应该

重视语言的传承工作。但是，随着文

化多元性的不断深入，夹杂着外语的

网络流行语，港台腔等等已经成为年

青一代的语言标示；北京城市化进展

也让曾经的“老北京土著”被分散到

各地，丧失了之前熟悉的语言环境。

诸如此类的原因让北京方言正逐渐

失去其在北京原有的强势方言地位，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类永久失

去一种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就永久

失去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可

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各方的努力，越

来越多带有北京方言特征的电影登

上舞台，让曾经一度被淡忘的“京片

子”重回到人们的视野。因此，对这

些电影中的北京方言研究对方言保

护与文化传承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笔者也就语言传承给出以下几

点建议：

（一）重视北京方言口语的保护

和传承

文化传承历来重视文献文化和

实物文化，对口语文化缺乏重视。保

护和传承北京传统文化，需要对北京

方言口语文化进行系统搜集，如儿

歌、俏皮话、故事和传说等。如儿歌

“关门儿闭门儿，里边坐着个小人儿，

吃面包喝汽水儿，掰着指头数小鱼

儿”就将北京方言中儿化现象活灵活

现的展示出来。建议从多方角度入

手，如和电影学、民俗学、文化学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学科进行衔接，从

纸质保存方式向多媒体、网络博物馆

等模式发展，给予学术支持和现实

支撑。

（二）构建方言和文化传播多维

渠道

方言传播和文化传承要想取得

良好的效果，需要政府、媒体、学者和

社会大众，合力为之。政府是掌舵

者，媒体和学者是领航者，大众是划

桨者。政府需要从宏观方面把握方

向，媒体和学者需要对传承意义进行

多角度传播，而大众作为语言的使用

者，会成为方言传播的落地主体。因

此要打造构建从方言传播新观念、新

内容和新机制。具体而言，要给予方

言，适度的媒介空间，搭建轻松的生

活空间，营造和谐的舆论空间。运用

新媒体打造方言传播新内容和新机

制。随着首都功能核心区改造，社会

各个主体已经意识到语言传承及文

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北京方言将通过

多维渠道进行传播和传承，保护我国

和人类的文明多样性。

（作者简介：王泉月，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

方向:实验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韩

梦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2017级本科生在读，研究方

向:文化与传播）【基金项目】：北京市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方言语调实

验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编号：

20YYC022）

《我的姐姐》：

女性意识与人性解读
视听狂欢下的语言和文化传承
——电影中的北京方言特征及文化传承

■文/蒋淑香 ■文/王泉月 韩梦娇

投稿邮箱：filmreview@163.com
邮发代号：66-9（半月刊）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02-6916; 国内统一刊号：CN52-1014/J
定价：20元/期 ；480元/年
编辑出版：电影评介杂志社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372号贵州日报社大楼

《电影评介》杂志征订信息
办刊宗旨：研究影视 服务影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