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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影视圈 ， 成熟女性的存在

感前所未有地强烈， 当我们不再盲目鼓

吹 “少女感” “冻龄”， 女性大可以坦

然面对时间， 接纳自我， 阅历增加了女

性的自信和魅力 ， 不过 “三十而已 ”，

不妨 “乘风破浪”。 有人预言， 以成熟

女性为主导的 “中女时代” 已然降临。

同样身处 “中女” 阶段的演员蒋勤

勤 ， 近期携新作剧集 《迷雾追踪 》 复

出， 饰演西南小镇上的女刑警队长林雨

虹。 暌违多年， 她以这样一个倔强、 刚

毅的角色重回大众视野， 与早年柔美婉

约的银幕形象大相径庭。

正义女警的强硬与脆弱

《迷雾追踪》 第一集， 蒋勤勤这样

登场： 镜头跟随着林雨虹穿着雨衣的背

影， 一路闯进律师办公室。 映入眼帘的

是面色不善的前夫和儿子， 久候多时的

离婚律师， 观众也看清了林雨虹淋湿的

发， 风尘仆仆的脸， 及脸上一道骇人的

血迹———她是从办案现场赶来的， 脸上

的血正是那时溅上去的。 不修边幅的外

貌， 不近人情的性情， 疏离而冷淡的家

庭关系， 危险而操劳的工作状态， 这个

信息量很大的出场， 一下与蒋勤勤以往

“轻柔似水、 灵气逼人” 的古典美人形

象拉开了距离。 随着剧情的展开， 林雨

虹的内心世界也一点点地被揭开———她

背负着父亲死亡之谜的压力和愧疚， 也

因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林雨虹不是

一个传统女性， 她的形象也非传统的电

视剧女主， 她身上的缺陷、 争议、 创伤

和她的力所不及， 这些丰富的人设使人

物具有了真实的质感， 契合该剧的现实

主义风格基调。

《迷雾追踪》 的导演余庆评价她是

“一位被严重低估的演员”。 在这部影片

中， 蒋勤勤第一次演警察， 角色和过去

的表演经历距离较远。 该剧留白、 跳跃

的叙事方式则对表演的控制力提出了比

较高的要求 。 另外 ， 大量长镜头的使

用， 保留了场面信息量的完整， 也考验

着表演的连贯性和逻辑。 蒋勤勤的表演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林雨虹这个角色

身上体现了刑警的职业特点： 敏锐、 老

练、 冷静、 果敢， 面对困难和危险， 她

嫉恶如仇、 绝不退让。 几场审问罪犯的

戏， 蒋勤勤眼神凌厉凶悍， 台词步步紧

逼， 爆发力惊人。 同时， 作为一名带领

一群男性开工的女队长， 她不苟言笑、

说一不二， 情感和情绪都很内敛， 不轻

易表露内心， 具有不羁于甚至超出男性

的霸气风范 。 但当关系到她在意的亲

人， 比如父亲和儿子时， 丝丝缕缕的牵

挂和深情则会从她冷硬的外表下不动声

色地流露出来。 特别是当她得知父亲有

可能还活着时， 眼神闪现出希望的光，

这一瞬她只是一个渴望父亲的女儿。 另

外， 林雨虹和搭档、年轻刑警赵伟（周游

饰）间介乎于战友、知己的情谊也点到即

止，似有若无，给压抑的人物和剧情做片

刻的调剂。在现实世界，蒋勤勤的父亲就

是一名警察，她坦言，自己的生活经历有

和林雨虹重叠的部分， 她本身足够了解

刑警这个职业，对父亲的观察和体会，成

了她创作角色时的“种子”。

《迷雾追踪》的故事线索基本是跟随

着警方，拼凑真相的碎片，逐渐摸清案情

全貌。这个过程不是全知全能的，现实主

义的质感 “规定” 了主人公既没 “金手

指”，也无“黑科技”，他们耗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为受害人寻求公道的过程，也

不能避免失误和无用功。同时，该剧试图

作出关于道德、伦理、人性方面的深层探

讨，由于这些议题的复杂性和广阔性，演

员的表演立场反而要尽量去保持中立，

否则很可能会流于浅薄， 从而丧失了现

实的多义性。 蒋勤勤在剧中有很多不回

应、不解释、不表态的表演场面，仿佛是

在沉思，也可能是无以名状，抑或是出于

人物的倔强， 这种处理方式所形成的悬

念，留给了观众足够的品味空间，与全剧

迷障重重的叙事和阴郁幽暗的氛围保持

了内在的一致性。

实力演员的超然与超越

以 《迷雾追踪》 复出的蒋勤勤在采

访中反复被问及 “中年女演员危机” 的

话题， 这个全民热议的话题在她看来，

只是人生新阶段到来的一种必然。 她认

为度过 “危机” 的关键在于自身， 中年

是演员最成熟的阶段， 要自我成全、 自

我提升， 自己创造机会。 这种实际的态

度其实和 《迷雾追踪》 的林雨虹的处境

有着内在相通的部分： 无论过去如何，

我们都该在当下发现自己、 超越自己。

蒋勤勤的从艺经历是一个不断刷新

上限的过程。 1992 年，她出演第一部电

视剧《媚态观音》后，学戏曲出身的蒋勤

勤正式改行影视表演。 1994 年，蒋勤勤

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电影学

院。 大三时被选中主演琼瑶剧 《苍天有

泪 》，她塑造的痴情女子 ，是其艺名 “水

灵”的最佳注解。 此后，蒋勤勤还主演了

《西施 》《康熙微服私访记 1》《?雄郑成

功》 等历史剧，《白发魔女》《风云》《卧虎

藏龙》等武侠剧，《四世同堂》《耳光响亮》

《姐姐词典》等现实主义力作，角色身份

性格之多变，类型之复杂，足见其理解生

活、刻画人物的功力。根据张爱玲同名小

说改编的电视剧《半生缘》，剧方原本属

意她饰演清纯大方的曼桢， 但蒋勤勤自

己提出想挑战曼璐这个可悲又可恨的底

层舞女形象。 蒋勤勤版的曼璐， 外表艳

丽，举止狠辣，传达出了人物在生活摧残

下的挣扎、不甘、认命、怨怼和恶念，尤其

是“黑化”后的表演，令人生畏。 《乔家大

院》中精明大胆、见识非凡的“陆玉菡”则

是蒋勤勤塑造的又一个经典角色， 她凭

借这个人物获得了第 23 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最具人气女演员奖和观众最喜爱电

视剧女演员。

2014 年的电影 《一个勺子 》 是她

近十年来表演跃上一个新高度的代表

作。 片中， 蒋勤勤饰演淳朴心善的西北

农村妇女金枝子。 黑黄的皮肤， 臃肿的

造型， 木讷的眼神， 把她的美貌最大限

度地掩盖， 她的表演最大限度地剥离了

外部设计感， 以人物最自然、 最本能的

反应和念头呈现， 现实质感深厚。 这种

足以令观众耳目一新的表演， 对她这样

一位从业多年， 内在素养和外部技巧都

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演员来说， 或许只是

件水到渠成的事 。 正如她在 《迷雾追

踪》 中以女刑警的面貌示人， 尽管颇为

意外， 但观众会很快被她强大的信念带

入故事情境之中， 不会跳戏。 剧中， 蒋

勤勤几乎素颜， 衣着朴素不修边幅， 但

从她保养得当的面容， 灵活敏锐的精气

神可以看出 ， 这些年她虽淡出了演艺

圈， 但她所保持的职业状态， 足以出色

地完成新的职业挑战。

（作者为戏剧影视学博士后、 上海
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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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馨儿

从《隐秘而伟大》这部作品开始，没

人可以再说李易峰不会演戏了。

继首播创下收视佳绩后， 日前，《隐

秘而伟大》相继在地方卫视二轮播出，收

视率依旧居高不下。 要知道， 在它开播

前，很多人并不看好，因为主演李易峰，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它将是又一部《麻雀》

水准的谍战剧。

意外的，我们被打脸了。 剧中，李易

峰对顾耀东的塑造不仅立住了， 甚至有

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自《古剑奇谭》以来，

偶像明星出道的他正在一层层撕掉贴在

自己身上的标签， 一次次打破大众对他

的认知。

深沉而不浮躁，

在 沉 静 中 生 发 感
动， 是属于他的诗
意表达

“你可以走得很慢，可以适当妥协，

但要铭记，永不回头。 ”这句剧中夏处长

关照小警察顾耀东的金句， 几乎可以看

作这几年李易峰个人蜕变的一个缩影。

随着“李易峰演技”相关话题频上热搜，

在《隐秘而伟大》的带动下，李易峰从去

年 11 月开始跃上艺人新媒体指数榜的

榜首， 成了当下市场最具国民度的男演

员之一。有评论说，“东鹅（网友对顾耀东

一角的戏称）成长得是很慢，但最后他一

定会长成像夏处长那样优秀的人”，这对

演员来说，是带有“角色共振”的一种肯

定。

作为一个刚出校门走上社会的年轻

人， 顾耀东这个角色， 演得好是憨而不

傻，真而不作，正直而不迂腐，演不好那

就真成了二愣子， 这中间的分寸把握是

对演员的一重考验。事实上，该剧的成功

除了高质量的剧本提供的扎实基础外，

与各个演员（包括群戏演员）的出色表现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处在各种人

物关系漩涡中心的、 作为绝对男一号的

李易峰表现出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他恰

如其分地演出了男主角身上的憨、 执着

与勇敢， 他那并不开挂的人生是令人信

服的。在摸索前进中，他遇到引路人夏继

成，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并在信念引

导下，逐渐成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党员。新

中国， 正是因为无数像顾耀东这样不起

眼的小人物才得以建立———这正是全剧

题眼“隐秘而伟大”的意义。

李易峰在该剧中对眼神部分的把

握很到位 。 初期的顾耀东眼神清澈干

净，中后期眼神中开始透露出一份坚定

和自信，完全符合人物成长的基调。 有

一场戏 ，顾耀东刷着牙 ，姐姐和母亲不

停地说着弟弟和沈青禾间那些“不同寻

常 ”的表现 ，傻里傻气的他这才反应过

来原来这就是喜欢。 那一刻，镜子里的

顾耀东眼神瞬间亮了———那是一个懵

懂少年的心动与信仰同时苏醒的时刻。

李易峰的眼神和表演， 在这个点上准确

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层次及成长， 也让

观众在人物身上产生了美好的共情，我

们的眼前仿佛也跟着亮了起来。

说 《隐秘而伟大》 挣脱了谍战剧的

“类型魔咒”， 感情戏精彩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看点。 除却顾耀东与夏处长间那亦

师亦友如父如子般的感情， 顾耀东和父

母家姐间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亲情， 最绕

不过去的就是傻白甜小警官与金晨饰演

的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女联络员沈青禾之

间的感情戏。

既是信仰上的领路人， 又是并肩战

斗互相支撑的伴侣，在《潜伏》中的余则

成和左蓝之间、《悬崖》 里的周乙和顾秋

妍身上，都能看到相似的人物关系设置。

奇怪的是对这种套路式的剧情， 观众竟

久嗑不厌，到《隐秘而伟大》里的顾耀东

和沈青禾，也是一边紧张一边撒糖，让人

甜度超标还欲罢不能。

《隐秘而伟大》拍摄于 2018 年，那时

的李易峰三十出头。 娱乐圈里的三十岁

男人， 已经完成了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蜕

变。他的长相本就属于不具侵略性的帅，

有点好看但不锋利， 所以特别适合顾耀

东这个慢慢让人发现是块金子的人物设

定。令人颇为感慨的是，李易峰在表演上

找到了一种属于他的诗意表达， 表现为

塑造人物的情感深沉而不浮躁， 在沉静

中， 生发出了一种浪漫的美感和莫名的

感动。说实话，李易峰的眼睛并不是一个

天生好演员的眼睛， 虽然眼大却并不有

神，还被吐槽过白多黑少，时常显得眼神

呆滞。 然而，我们在《隐秘而伟大》中看

到，他把这双先天并不出色的眼睛，变成

了他的得分项， 也成了塑造人物时的一

个武器。

我们时常感叹， 一些日韩男明星身

上的少年感， 在国内男演员身上是很难

看到的。 那种本色的、腼腆的、如同初恋

的眼神， 让他们在演出怦然心动时特别

令人怦然心动，比如玄彬。 相反，在我们

一些才二十岁左右的男演员身上， 少年

感已消失殆尽，以至于当他们演初恋、演

心动的时候， 总让观众们觉得不真，甚

至出戏。

这其实深切说明了，一个人的少年

感，肯定不是年龄的问题，有种东西叫

赤子之心。这也许能解释李易峰饰演的

顾耀东如此讨喜的原因，通过《隐秘而

伟大》， 我们看到了赤子之心在他的身

上还留存着。从他面对夏处长和沈青禾

时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的羞涩表情可

以看出，他的少年感没丢，至于这种可

贵的东西， 是怎么在他身上保留下来

的， 除李易峰外型的一部分原因外，多

多少少还是与内心有关吧？ 我想，不把

自己放得有多高， 承认自己的力所不

及，承认自己有不懂，对未知的世界始

终抱有好奇的人，才会始终保有赤子之

心吧？ 这种极其珍贵的特质，有的人过

早地丢失了它，这就是一部分国产剧里

的霸道总裁谁演谁油腻的原因。因为他

们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一套演霸总的

方法———装作藐视全世界。

在成为优秀演
员的路上， 他或许
走得很慢， 但一直
在坚定前行

87 年出生的李易峰今年 33 岁了 ，

作为一名演员在这个岁数里被铭记其实

并不早。 2008 年 ，他通过选秀节目 《加

油！好男儿》正式出道，以颜值拿下“国民

校草”称号，在十多年前，他曾是公认的

初代流量。但“流量”这个头衔，创造出一

种“灯下黑”的效果，人们很快看到了他，

也很快消费了他，而在偶像这个焦点外，

李易峰身上的其他特质， 包括想成为演

员的梦想，是高光照不到的部分。

当年，《古剑奇谭》 让李易峰创造了

艺人新媒体指数连续 78 天第一的纪录，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打破这个纪录。随

后，由他出演的 IP 改编网剧《盗墓笔记》

在爱奇艺上线， 会员的激增一度让爱奇

艺服务器瘫痪。在 2014—2016 年的三年

时间里，李易峰共参与了七部电视剧、三

部电影、一部网络剧，创造了初代流量风

头最盛的时期。 也许他比外界更早明白

到流量的短暂价值，李易峰是那一代“流

量”中第一个寻求转型的人。 在电影《老

炮儿》和《动物世界》里，他转型的努力并

不算太出色，电视剧《隐秘而伟大》才是

他从流量阵营中杀出的一部为演技正名

的爆款。

在与《隐秘而伟大》导演王伟的对话

中，他对流量的反思显露无疑。他说：“我

觉得流量也好，偶像也罢，这些称呼都是

暂时的，实际上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

每天的生活，每件事，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一个明星有两次成名的机会， 一是

让自己的名字为大众所知， 二是让自己

的业务能力得到大众的认可。有些人可能

在一个作品中就完成了这两个成名的机

会，而有些人，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李

易峰显然属于后者。 对于《隐秘而伟大》，

我们基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一，李易峰

是下了功夫、 非常努力地钻研了表演这

件事；二，李易峰作为演员的部分有很大

的进步， 尤其是表演的质感上了一个台

阶，虽然在表演技巧上，跟一些成熟演员

比仍存在差距；三，这部剧充分展现了李

易峰作为演员的潜力；四，在如今这代以

流量为核心的男演员群体中， 李易峰或

将在实力与偶像之间找到一个交集。

当然， 不能否认李易峰的成功与该

剧导演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演员只有

遇到适配的角色，才会格外出彩，这就像

是当年的舒淇遇见侯孝贤， 才从一个艳

星成为了一个演员； 梁朝伟遇见了王家

卫，才确立了其忧郁脆弱的银幕形象。李

易峰在演了这么多年戏之后， 遇到了顾

耀东这个角色， 也绝对是件小概率的幸

事。 不得不说，导演王伟年纪不大，但看

人的眼光实在是老辣。当年，他能选择当

时几乎没有流量的潘粤明主演 《白夜追

凶》， 仔细咂摸一下， 这个选角简直绝

妙———潘粤明有过年少成名、 烈火烹油

的高光期， 又经历了从高峰跌落的落寞

期，演员和角色天然匹配，产生了奇妙的

化学反应。 最后呈现出的效果大家都看

到了：潘粤明一夜翻红，从此跻身中年男

演员一线队伍。 而三年后拍 《隐秘而伟

大》，王伟最早定下的演员就是曾经的爱

豆、正在寻求转型的李易峰。他的思路与

当年一样， 看中的是李易峰干净阳光的

形象和顾耀东身上天然贴合的部分，所

以后来角色和演员互相成就， 也就在情

理之中。

这几年，李易峰处事风格异常低调。

在没戏的时候， 你很难看到和他有关的

花边新闻。 如今，《隐秘而伟大》完结，李

易峰又继续“潜水”去了，为下部作品做

准备，这也是一位演员的自我修养。通过

自身的努力， 李易峰用作品改变了很多

人对他的看法，甚至对“鲜肉”的看法，在

成为优秀演员这条路上， 他或许走得很

慢，但他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向前走，比起

明星李易峰， 演员李易峰的前路更值得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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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初代流量的二次成名

他曾是公认的初代流量。 但“流量”这个头衔，创
造出一种“灯下黑”的效果，人们很快看到他 ，也很快
消费了他，而在偶像这个焦点外 ，李易峰身上的其他
特质，包括想成为演员的梦想，是高光照不到的部分。

在新作《迷雾追踪》中，蒋勤勤扮演了一位女刑警队长

琼瑶剧美人走出舒适区

◆

◆

处在各种人物关系漩涡中
心的李易峰在剧中表现出了
肉眼可见的进步。他恰如其分
地演出了男主角身上的憨、执
着与勇敢，在信念引导下逐渐
成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党员。新
中国，正是因为无数像顾耀东
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才得以
建立———这正是全剧题眼“隐
秘而伟大”的意义

李易峰在实力与偶像之间找到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