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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员晓明

近些年现实题材电影表演艺术创作分析

■文/ 左 衡

表演纯度不断提升

表演创作的任务是演员在假定的

情境中创造真实的人物，并将其真切、

鲜活地呈现于观众面前。近年来，国

产 现 实 题 材 影 片 呈 现 出 对 生 活 的 映

照、对人的关注等创作特性给演员表

演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演员在

创造这类角色时，更要对自己的表演

进行提纯，做到准确、利落、恰到好处，

传递信息准确，人物逻辑有序，情绪转

折流畅，力求使银幕影像与现实生活

共振，产生深入人心的力量。

影片《隐入尘烟》中身患隐疾的曹

贵英残缺的身体、蹒跚佝偻的体态、低

垂的眼神、无一不述说着这个人物的

苦难命运。然而看似孱弱柔顺的外表

之下隐藏着的却是坚强主见不服从的

朴素坚强之心。面对门内沉默寡言的

陌生的相亲对象马有铁，门外的贵英

畏缩无力却又坦然接受，“能对驴子好

的人，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看着丈

夫几次三番被抽血被欺负，贵英会勇

敢的替丈夫发声；她也会在寒冷的夜

晚怀揣热水，一瘸一拐地走到村口去

迎接丈夫。孱弱、木讷的表面渗透出

情感和温度，外在造型的贴合与内在

塑造的精准到位共同呈现出真实、细

腻、感人的形象。

干净利落地表现真实可信的人物，

不仅在于人物前后行为语言模式的一

致性，更在于传达出角色在不同情境

下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在影片《人

生大事》中，被小文涂鸦的骨灰盒意外

获得丧主感激时，莫三妹的态度由崩

溃到紧张再到惊诧、理解和温柔，观众

能清晰捕捉到莫三妹对小文态度的多

层 转 化 ，感 受 到 其 心 里 对 小 文 的 接

纳。当小文父亲询问小文是愿意在家

还是愿意跟他们走，莫三妹的眼神中

既有不确定的慌乱和游移，又带有不

舍和期冀，面对小文的坚定选择这种

情感又霎时转化为释然和欣慰，短短

几秒钟，一个外表不修边幅和内里温

柔倔强，带着复杂过往的人物跃然于

眼前，赋予了观众对人物更多的想象

空间。在这类创作中，演员不仅要外

在精准到位，还有具备连贯、稳定的内

在逻辑，使自己的行为动作与规定情

境和人物性格达成契合，准确流畅的

表现变化，以稳定的节奏演绎呈现出

真实可信的人物，进而使表演具有丝

丝入扣的真实感。

表演维度更加丰富

近年来，现实题材电影作品往往更

多地关注社会边缘人物，注重呈现人

物的复杂性和多层次，这也是现实题

材影片完整诠释人物、映照社会现实

的重要方式。演员需要在保持人物连

贯一致的基础上，具备多维度表达信

息的能力，让观众通过表演创作体会

到现实的力量感。在有限时时间和空

间容量下，演员在镜头前的表演需尽

可能传递更丰富的信息，呈现出表演

的质感。这非常考验演员对角色的深

度认知、对剧本全方位的理解程度，以

及对人物身份、生活经历、社会关系、

心理细节等诸多层面的综合感受，演

员对此理解得越深刻，其表演也就走

得越远。

在影片《万里归途》中，外交官宗

大伟被迫与叛军首领玩俄罗斯轮盘，

而司机的生命则是他的筹码，面对凶

险的形势，宗大伟的脸上充满了无奈

和无法抑制的恐惧，他蹒跚着慢慢靠

近手枪，情绪也随之愈发强烈，直到停

下脚步他也未能伸手拿起手枪，而是

恐惧地紧闭上了双眼，微微颤抖的眼

皮和头部的细微动作传达着人物此时

此 刻 的 濒 临 崩 溃 的 情 绪 和 极 度 的 恐

惧，而稍显快速的扭过头说明着这一

时刻人物的放弃。这都是演员通过精

心设计赋予角色的丰富质感。

恰当的节奏对表演的准确性至关

重要，生活的每一瞬间、人的每一种心

境都有不同的速度节奏，人物的行动

节奏变化渗透着其内在情感的变化，

表达着情感的层次。电影表演考验的

是演员在情感情绪以及行为动作的衔

接点上的设计和转换，实现以节奏带

动表演、以节奏润滑变化。则来自于

演员对角色深度认知基础之上所演绎

出的人物心理、情感及行为的发展与

变化。

优秀的演员应在有限的时间内创

造无限的角色，并且始终让角色保持

鲜活，这也是演员表演创作能够使角

色更加丰富、有质感的重要方法。表

演从来不是单一、平面的。角色的真

实意图、潜藏心理通过演员复杂、多样

的表演的进行展现。好的演员总能做

到“四两拨千金”，在表演中绝不会用

蛮力，看似云淡风轻的演绎却能表达

出千言万语的信息。这是演员和角色

之间的合而为一，演员自身的特质与

角色交相呼应，把自己身上的特质代

入角色，为角色增添真实色彩。

情感联结更加真挚

对生活点滴的敏锐观察，对社会现

实和人物命运的深切思考和呈现，是

现实题材影片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现实题材影片逐渐摒弃了华

而不实的表达和一波三折的情绪，逐

步以“走心”的方式推进故事，演绎社

会现实。现实题材影片不仅需要故事

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更需要演员的

表演情感真挚且诚恳，去呈现人物情

感，联结观众情感，营造情感张力。

演员表演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与

观众建立起情感上的连接，将自己感

受到的、真实的情感传达给观众。观

众一旦接受了这种情感，开始下意识

地对角色展开想象，开始将自己的情

感投注进角色。这个角色便立住了，

使人印象深刻，直击灵魂。讲述 85 岁

母亲独自照顾 65 岁阿尔茨海默病女儿

故事影片《妈妈》中，通篇没有过多激

烈的桥段，但深沉、浓炼的情感始终沉

淀在表层之下，母亲为女儿喂饭、推着

女儿出门、想尽办法碎窗开锁、为被污

蔑为小偷的女儿出头……众多看起来

平淡无奇的行动质朴、真诚，展示出母

亲面对生命无常坦然接受却又坚韧优

雅的人生态度，蓬勃的生命力呼之欲

出，就像音乐中的复调那样，为整部影

片铺陈了浓浓的情感底色，展示出母

女之间无尽的爱。好的表演不一定要

有非常大的情绪起伏和情感爆发。现

实题材影片也不再倾向于将强烈的戏

剧冲突呈现于观众，而是需要演员通

过复杂的心理感受诉诸于感官表现。

那么，演员表达情绪情感必须要有足

够的心理支撑和心理过程，并以此为

基础，通过外在表情动作传递足够丰

富、足够一致的信息，才会令观众产生

情绪情感的爆点和余韵。

回顾近些年国产优秀现实题材影

片，保持开放姿态，刻画社会心理，展

现人类情感，不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在票房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此

同时，演员的表演也呈现出表演形态

更加成熟、表演技法更加丰富、表演效

果更加出众的突出特征。电影始终是

心智的艺术，人类的存在和人类情感

表达是电影中永恒的东西。电影演员

应当始终以最准确、最深刻、最丰满的

表现诠释角色，丝丝入扣地演绎出真

实可信、具备生活质感、充满艺术张力

的银幕形象，给观众带来艺术审美的

真实感、满足感、愉悦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

视艺术研究所）

近期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推出

了两部影片，从出品时间来看，它们来

得略迟。但从历史时间来看，这次迟

到却又造成了一个奇特的观察距离。

考虑到艺联的忠实观众大多有很充分

的阅片量和相当出色的电影感受力，

不妨大胆说说我的一种发现，供同好

参照：看这两部影片，能帮助我们考察

一下欧洲对时间和存在的某些自我

意识。

小小的乔，小小的寓言

先看未来向。

科幻题材影片《小小乔》的剧情，

简言之，是英国某植物集团的科研机

构用基因技术开发出一种可以使人快

活的花卉，已到了即将全球推出、轰动

人间的最后阶段。其核心生物工程师

爱丽丝离婚后和她青春期的儿子小乔

一起生活，她将此花命名为“小小

乔”。但她不得不注意到，小小乔可爱

得——要命……

第一次看《小小乔》还是在2019年

初夏戛纳电影节上。看完遍体森寒，

快步走出影厅，强颜欢笑着拒绝了工

作人员要送我一朵小红花（文创品）的

好意，径直走到电影宫外。阳光明媚

的地中海边，电影节人类群体熙熙攘

攘、衣饰华丽、欢声笑语——一切都应

当使人快活，一切都不那么真实。这

种感受也可以看作是这部影片里人类

的悚然体验。

从电影的角度讲，这个故事幸好

没落在好莱坞手里。好莱坞大概率会

把小小乔最后的生物形态搞成异形模

样，顺便把女主角弄成有色人种等，然

后一惊一乍、植物大战僵尸，彻底类型

化也无聊化，让观众惊声尖笑过后不

再把主题放在心上、也不会对照现实

有所联想。当然好莱坞大概率也看不

上这个故事，毕竟，恐龙逃出实验室，

要比小红花逸出培养皿更有视听刺

激。对于大众而言，隐喻哪有明说容

易理解？

所以《小小乔》是一部艺术片。它

发散着清幽、但不容忽视的寓言气

质。这里容我插一句：在“寓言”和“预

言”两个词语之间，我徘徊数次。最后

还是觉得“预言”带着几分时效性，容

易让大家以为我把这几年出行不便的

抑郁全都怪到《小小乔》头上了。而如

果把它看成一则“寓言“，则不但可以

超越时间，还可以帮助我们超然物外，

想得通，进而还可能意识到这想得通

其实也就和想不开差不太多。看似玄

学，其实到了剧情里，就是一个完美的

闭合逻辑：每一个情节、细节都明白易

懂，人物的——也是人类的——命运

偏偏走不出去了。

这就值得从电影语言角度讲了。

《小小乔》的编剧、导演、摄影、演员、剪

辑、音乐等，都是高手。他们用了相当

低的成本，在有限的几个空间、时间里，

就把人类存亡大事讲漂亮了。没大场

面，最可怕的死亡场景你也只能听到一

声钝响，然后看到一个构图考究的变焦

手法。但小的细节没一处不精致，随便

罗列几个：女主角手套、家中壁纸暗红，

实验室大褂冷绿；一批工具人制服极

简，心理医生套装甚至座椅纹饰则极繁

复。音乐不多，但选的乐器很对味，是

日本的尺八箫、太鼓等几件，东洋之体，

西洋用之，东方古典的空寂幽玄，一变

而为西方现代的末世虚无。仔细看，母

子吃的几餐饭里，赫然有寿司在。于是

不免假设主创对日本文化及恐怖文艺

或有暗通款曲之事。

那年，本片女主获得了戛纳最佳

女主角。我总觉得，可能东方人更能

看出此片妙处。时隔数年，这个故事

恐怕又获得了当下话题性，也就更能

证明它的“寓言“意味。

“兔兔辣么可爱”

再看历史向。

在小标题里玩了个又老又冷的

梗，其目的在于对欧洲当下电影创作

中的傲娇气质表达一种善意的警觉。

具体到《谁偷了我的粉兔子》一片的观

影体验，我会建议观众，既要充分享受

电影语言的精致圆熟，要品尝战争带

给欧洲人民的苦难，感受个体在历史

洪流中的处境，但同时，又要能注意到

另一层面的情况，即：这种味道的叙

事，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欧洲拒绝包

括战争在内的人为灾难？

影片改编自英国犹太作家朱迪

斯·克尔的自传体文学原著。二战尚

未开启的1933年，德国犹太人精英阶

层已经感到危险即将来临。小女孩安

娜的父母非常明智地做出决定，尽快

离开柏林，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一切

都发生得太突然，安娜不得不在两个

玩具好朋友之间做出人生中第一次重

大选择。当她最终带上小狗上路时，

还心存不久回来、再见到粉兔子的幻

想。不料，这一去就再难回头。安娜

很快意识到，甚至她的家人，都很可能

随时会失去。那个安全的地方，总是

在远方、更远方。

时隔多年，朱迪斯成为一位儿童

书插画家，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小

说。那只早就不知所终的粉兔子，在

故事里将再次遗落。朱迪斯故事的轻

盈，带着亲历者特有的心有余悸，孩子

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件小小玩具

上，转移开对庞大危险灾难的恐惧。

她很清楚，这种转移随时可能被战争

斩断，能保持转移，其实意味着细弱游

丝的安全毕竟还在。

改编影片的紧张，则来自承平日

久人们对不堪过往的好奇与惊异——

原来在战火的边缘，还曾有过这样惊

险、却又终于温暖的故事呵……这里

发生了焦点和重心的另一次转移。不

得不说，这次转移做得很巧妙，从而成

功地让观众沉浸到安娜一家逃亡生活

的各种细节中去，沉浸到家人的亲情

温暖中去。这也是导演卡罗莉内·林

克最擅长的事情。而这次的偏移又导

致战争的恶变得抽象，且是已成定

论。这就消解了历史对现实的警示

价值。

藉由安娜一家的逃亡路线，我们

也大致得到一张欧洲安全系数地图。

德国身处风暴中心，瑞士虽号称中立

但其实靠不住，法国很想靠得住，但最

后也挺不住了。英国伦敦远离欧陆，

成了他们最终的归宿。这个“别有用

心”的解读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欧洲当

下社会境况、文化心理的前因后果有

另一角度的了解。

影片的视听语言可谓赏心悦目，

大量流畅的移动运镜结合场面调度、

服化道细节，在在呈现出一种电影修

为的自信，以至于文化富足的自得自

豪。或许恰恰是主创过于自信了，又

总让我生出一丝疑虑和不安：叙事口

吻中是否有一份小布尔乔亚艺术家身

份的傲娇、炫耀？战争造就故事，但大

多数普通人不会为了追求故事的传奇

性而在劫后余灰中搜检趣味呵。

一只粉兔子的存在可以是重要

的。但这种重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存

在主义悲情，还是萨特式的人道主义

情怀？差别就大了。

一不小心，又把影片看成欧洲思

想史了。不过，文艺作为社会思潮的

表征，原本就具备这种功能，这并不特

别奇怪。假如这两则观影笔记激起了

观众考察的兴趣或驳斥的激情，那正

好符合了艺联的气质。

欧洲的时间观与存在感

近年来，中国电影精品迭出，涌现出一大批口碑与票房

双丰收的精品佳作。《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

球》、《红海行动》、《八佰》等影片，丰富了重大题材电影的艺

术表达，展现了健全的电影工业能力，获得观众的高度评

价。以小切口关注现实题材的《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

《我是路人甲》、《我的姐姐》到《奇迹·笨小孩》、《人生大事》

等，凭借精良的制作，真情实感的叙事，在创作上有所突破，

赢得了广泛赞誉。这类电影把焦点对准生活中的众生百

态，聚焦平凡人的真情实感，在银幕上呈现出了一部部真

实、浓烈具有情感张力的故事。

相对于高概念、大制作电影，现实题材影片关注叙事和

情感的真实性，更加倚重演员表演带来的戏剧张力、传递的

真挚情感。某种意义上，演员的表演是现实题材电影成功

的关键，是营造现实氛围、呈现情感浓度、展现人生故事的

不可或缺的部分。观察近年来现实题材影片演员表演创

作，对演员表演真实性、连贯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表演的层

次、维度越来越丰富，更加注重人物心理情感与观众的连接

与共鸣。这也反映出当下观众对电影情感体验要求的提

升，对电影艺术审美要求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