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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之《屠呦呦的礼物》里，由周迅
扮演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中医药科技创新
的优秀代表屠呦呦，这个选角让人先是意
外，继而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导演郑晓龙介绍说，《功勋》 的演员选
择有四个要求：一德艺双馨，二形神兼备，

三演技高超，四要功勋本人同意。其实这些
老同志， 对于谁是明星、 谁是演员都没概
念。 屠呦呦听说周迅来演自己，问“哪个是
周迅”，她女儿在旁边说，周迅来演太棒了。

能赢得功勋人物的家人首肯，也殊为不易，

首先说明周迅社会形象很正面， 其次也是
对她业务能力的认可。从播出效果来看，周
迅除了追求形似， 还是把更大的精力放在
神似上， 一心扑在科研上有些不谙世事的
屠呦呦身上那股纯粹， 跟多年来一心钻研
表演的周迅确有共通之处。

今年 46 岁的周迅是中国一线女演
员中的一个异类， 在很多人都忙于成为
斜杠明星， 将跨行业经营得有声有色的

时候 ， 多年来她一直专注的只有一件
事———表演。 表演之外的事情，她似乎都
不太在行也不太在意。 她恐怕是最不怕
丑照的女明星了， 街拍采访都敢素颜怼
脸，隔三差五被拍到“头秃”“脸肿”照，而
作为年少成名的名演员她似乎也并不太
爱惜羽毛，她接的新导演片子不少，看起
来莫名其妙的项目也有一些， 演过的片
子票房和口碑都砸过， 然而却从不会因
此引发人们对她演技的怀疑。 她挑选一
个项目一个角色的原因常常不是因为这
是一个看起来就会成功的项目， 而且因
为 “还没定义 ”“有很多可能性 ” “想尝
试”。 她已经实现了很多自由，比如丑照
自由、烂片自由，比如超越年龄焦虑的自
由 ，正如她的 “著名粉丝 ”郝蕾专门为她
撰文中所写：“她以周迅之名，自由地行走
在这个世界上”。

她，已经赢得了太多赞誉，即使这样，

她依然是中国被低估了的女演员。

对美有宽泛的理解，因此能够丰富地诠释美

导演王晶曾经评价过周迅，大概意思
就是外表不是极美的， 但演技弥补了不
足。 王晶不觉得周迅好看，一个可能是因
为他没见过周迅豆蔻年华到双十韶华的
模样。周迅当然是美的，而且是惊人的美，

上世纪 90 年代红遍全国的有两大挂历女
郎———北瞿南周，还在艺校念书的周迅就
与首代名模瞿颖齐名，印着她的挂历就好
卖，不知道养活了多少挂历厂。 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能以销量硬数字笑傲全国的
挂历女郎怎么可能不美呢？这么多年来周
迅不以美著称，一是因为她超强的业务能
力让人忽略她的颜值，另一个则是因为她
的美是独特的， 如果王晶认为只有妩媚冶
艳的成熟女性是美的，那在他眼中，周迅确
实不够美。 好在，王晶不代表所有导演的审
美，有很多导演认为她极美，毫不吝惜地用
一个个大特写镜头记录下了她的惊世之美。

早在周迅从影之初，还没有锤炼出真
正属于自己的表演特色之前， 她已经是中
国电影第三代导演谢铁骊、 第五代导演陈
凯歌镜头下的小宠爱，《荆轲刺秦王》 里周
迅扮演的盲女惊鸿一现， 令人过目难忘，

陈凯歌看着监视器里周迅的那张越特写

越美丽的脸，由衷地感叹她是“心灵的沟
通者”。

美有很多种样态， 有时候并不是一
样事物不美， 而是我们对美的理解太过
单调、趋同，感受美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想
象力和包容心。 《画皮》里面的小唯不美
吗？谁说狐狸精就是肉感魅惑的呢？ 自然
界里我们见到的狐狸明明就是小小的萌
萌的， 为什么化作人形就要变成一个饱
满丰盈的女性实体呢？

周迅还演过一个艳名远播的大美
人———电影 《孔子 》中的南子 ，最近网上
很火的那组周迅山野奔跑图就取自这部
电影。 南子是春秋时代一个闻名的性感
妖妇红颜祸水， 那么周迅是如何演绎这
个角色的呢？ 她把南子演成了一匹林间
小鹿 ，美而不自知 ，在人世间肆意腾跃 ，

当猎人射杀一只梅花鹿时， 不是因为她
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她太美了，美就是
令她最终送命的原罪。 周迅多次在采访
中说她最爱看动物纪录片， 她觉得动物
很美，真实又动人。 对于美，周迅有着宽
泛的理解与认知，也正源于此，她对于美
的诠释与呈现也是丰富的。

天才在镜头前闪光，是因为每天的准备

说起周迅， 看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
“精灵”和“天才”。

天赋当然是有的， 不可否认周迅具
有超强的领悟力与共情力， 同时又具有
超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 陆川说她是一
个情感沸点很低的演员，一点就能着，而
且表现又可以控制得很准确，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

周迅的童年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 ，

最初接触表演， 周迅就是模仿着电影院
里自己看过的影片去诠释角色的。 一个
人以什么作为第一媒体来接触世界 、介
入世界非常重要， 她此后的艺术生涯都
会鲜明地带着这种媒质的特点———以文
学介入世界者始终带有鲜明的文学性 ，

而以摄影或绘画接触世界者也会始终带
有强烈的画面感， 而周迅的童年决定了
她是以电影这种媒质来认知世界、 介入
世界的， 这也决定了她的表演从一开始
就具有高度的电影性和电影化质感。

但以天赋之名， 抹杀一个人成功背
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显然是一种误导。

周迅曾在采访中多次表示过， 其实她也
很用功很勤奋的， 只是大家总是更多地
把她的成绩归于天赋。

周迅一直是非常用功而认真的演
员， 从她第一部电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
谢铁骊导演的 《古墓荒斋》 剧组便是如
此。 谢铁骊导演作为与谢晋齐名的中国
电影史上著名的 “二谢 ”之一 ，代表作品
有《早春二月 》《智取威虎山 》等 ，其对艺
术的要求之高， 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之
严肃严谨，在圈内是有口皆碑的，由谢铁
骊导演带入影视圈这一高起点， 让周迅
一踏上影视表演之路就始终运行在一条
正确的轨道上。 之后，她又得到了第五代
导演陈凯歌的青睐，即使在没有最终确定
能否出演主角如意的情况下，陈凯歌依然
把周迅留在了《风月》剧组，告诉她即使她
演不了这个角色，她在剧组多看多学也能
受益良多。虽然周迅最终由于年纪太小而
失去了片中后来由巩俐出演的角色，但她
没有气馁，反而把这个挫折当作一种鞭策
与激励，更加认真而用功地磨练自己的演

技， 她在片场常常看巩俐和张国荣演戏，

向优秀的演员偷师。

当她进入李少红的剧组， 亦师亦长
辈的李少红导演对她只有一个要求 ：你
就什么不要想，一心把戏演好。 而她此后
也一直坚持践行着这一要求， 一心扑在
角色的塑造上 ，为了演好 《橘子红了 》中
的秀禾，她整天穿着小脚鞋在剧组里走，

脚磨破了流血了也不肯脱下来， 去感受
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心束缚。 跟
黄磊演到最后分别戏时， 周迅投入到在
片场看到黄磊就会掉眼泪， 感觉自己跟
秀禾一样“快要死掉了”。 她的心思完全
放在戏上 ，甚至戏拍完了 ，她还在琢磨 。

戏里写秀禾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哭了 ，

那时的周迅怎么听李少红导演讲戏都不
太明白秀禾为什么哭。 直到好几年后，李
少红导演突然接到周迅的电话， 周迅说
她终于知道秀禾为什么哭了， 因为她肚
子里孕育了一个生命，“是生命啊”，周迅
由衷地感慨。 好的表演，好的演员，是无
止境的修行、修为、体认和体悟。

每一个所谓的天才其实都必须付出
巨大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喜剧
天才葛优演喜剧自然到信手拈来， 其实
是源于他的每句台词都要在家里尝试出
上百种不同说法， 反复揣摩究竟哪一个
是最佳效果。 郝蕾说，一个好的演员一定
是天真的， 而且是赤诚地对生活敞开自
己， 去展开触角捕捉那些生命中细微的
感觉，会很累，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
演员又是必须的。 好的演员每天都在观
察生活，并贮备表演素材，拍《画皮》的时
候， 周迅就想到自家小狗每天迎接她的
时候喜欢歪着脑袋， 于是也歪着头去看
王生，那是属于小唯表达喜欢的方式；她
热爱观察， 有时她会找个地方坐一下午，

去看人看物。 准备拍《龙门飞甲》的时候，

她去了一趟非洲，看着广袤大草原，看着
天上云卷云舒，去体味去揣摩凌雁秋的孤
独。 生活里的一切都会给她灵感，一个声
音、一种味道、一张照片、一束阳光，灵感
充斥在生活的每个缝隙里。 如果没有每
天的准备，又哪来的镜头前天才的闪光？

周迅：别用“天才”之名抹杀她的努力
周舟

找到和角色的通感，拓展自己的表演维度

没有人怀疑周迅的演技， 但同时也
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她还在艰难地一点点
地努力进步。 从 60 分变成 90 分，很容易
被看到 ，而以 90 分为起点 ，哪怕将成绩
提高 1 分，都殊为不易。 周迅这几年常说
的话是：“我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要再吸
收，这是一个更艰难的过程，因为你对好
多东西都已经不再有新鲜感了， 它不能
够再轻易地打动你了。 ”令人欣喜的是，

她还在进步。

她原本就是自由的，如今更自由了。

她从一开始就是不设限的演员， 一些明
星还在讨论大银幕和小荧屏之别， 在周
迅这里从来不存在这种分别， 她在大银
幕和小荧屏之间自由游走。 她也没有太
多的地域特征，无论是在内地第四代、第
五代、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还是在港台
导演的作品里，她都是自由的，很少有人
觉得她很难融入。

近几年，她又逾越了中年危机、年龄
焦虑， 一度她因为发现自己不再年轻貌
美了之后整天整天地哭，但哭完之后，我
们再看到的周迅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演
员了。 在《你好，之华》中她坦然接受去演
少女张子枫的妈妈，在陈建斌导演的《第
十一回》中她扮演的是窦靖童的妈妈，当
一个女演员真正度过了女性中年危机 ，

抛开外形焦虑，她就无往而不利。 《第十
一回》里周迅肿着一只眼睛 ，整部

戏脸都油光光的， 演绎一个
完全放弃打扮的市井中
年妇女，虽然片中好演
员云集，但没有人能
遮蔽她的光芒。 片
中她有一个吃饭
时骂女儿的场
景， 周迅的处
理堪称“神来
之笔 ”，她骂
着 骂 着 就
把 手 里 的
筷子给甩
出 去 了 ，

但最后还
得自己从
地上把筷
子又捡起
来 ， 在衣
服上擦了
擦，继续吃
饭。 这处理
来自对生活
的观察，也出
自 演 员 的 机
趣，寥寥几笔这
个人物浓重的生
活质感便跃然银
幕之上，如网友评价

“真是我妈本妈”。

她从来诚实，如今更
加真实。从一开始，周迅就承

认自己的表演不会有什么高超的
技巧，都是实打实的从心底里来。 从《红
处方》跟奚美娟演对手戏开始，一些非常
强烈的情绪冲突戏，她都要求真打真给，

所以一些演员强调的片场真挨打， 在周

迅那里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周迅的个人条件非常独特， 这是她
出彩的地方， 也是她必将受到限制的地
方，她没有回避，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要
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 诚实了之后，你才
会没有障碍，如果不能诚实面对自己，又
怎么去面对你要饰演的角色呢？ ”没有的
她不会硬演， 比如从始至终她身上就没
有过成熟的冶艳、世故的性感，她不能骗
自己，也不能骗观众，演员必须依靠自己
的天然材料来创作，这材料就是她自己的
身体条件和整个人的基本气质，很难有演
员能超越天生条件的局限，所谓变色龙千
面人也不过是相对阈值较宽而已。

她做不到，她不能硬演，那么她会聪
明地去找另一条路盘旋迂回或者另辟蹊
径最终达到目的地。 这既是诚实，也是一
种善于思考的智慧。

她爱看纪录片中动物呈现出来那种
真实、自然的情感，因为它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天性，那么表演可不可这样呢？

从人物真实的天性里来。 于是你就在《听
风者》《风声》 的表演中看到她有意识地
在做减法 ， 将可见的表演技巧减到最
少 ，实践一种类似纪录片式的零度表演
风格 ，这是一种非常大胆也非常先锋的
实践 。

与角色建立联系， 她渐渐逾越了从
外部特征去靠近， 而是试图找到自己和
角色之间的通感， 那条相同或相通的通
道。 “我在拍《听风者》的时候，觉得一个
间谍干了这么多年，她肯定累，而且那个
阶段我的生活也很累， 我是从自己的生
活中找到的感觉，我拍了这么多年的戏，

真的很累啊。 ”《听风者》中她扮演的地下
革命者张学宁最后被杀的那段戏份 ，周
迅的演绎大胆而新颖， 那是一个非常残
忍的场景， 身份暴露后的张学宁被敌方
特务用一把尖刀慢慢推入胸膛， 周迅非
常细致而富有层次地展现了这个革命者
最后的谢幕， 从震惊到挣扎到无力到最
后接受死亡的命运，她闭上眼的一瞬，正
如周迅所设计的，有一种浓重的疲累感，

她输了，也累了，就此长眠吧。

在给外部表演技巧日益做减法的同
时，她也在开拓新的表演语言，比如身体
语言。 王家卫说过，跟欧美演员比起来，

中国演员的身体语言不够丰富也不够生
动， 而关锦鹏导演则比较过有声片时代
和默片时代明星， 认为默片时代的明星
由于不能用对白表演， 还由于特写镜头
远少于现代演员， 促使她们的身体语言
大大优于有声片时代明星。 在关锦鹏的
导演作品 《阮玲玉 》中 ，他故意将有声片
时代身体语言表演最佳的张曼玉与默片
时代身体语言表演最佳的阮玲玉做了并
置对比 ，让她们同样呈现 《神女 》中的一
个场景， 显然阮玲玉的身体语言表演技
高一筹。 这两年，周迅在身体语言表演方
面的拓展非常明显，无论是《你好，之华》

里中年妈妈遛狗时那松懈的步伐， 还是
《如懿传》里著名的 “跨门槛 ”桥段 ，包括
《第十一回》里挺着假肚子模拟孕妇的那
种亦真亦假的蹒跚步态， 她都在尝试以
身体语言来拓展自己的表演维度。

在她主导的节目《表演者言》中周迅
给予自己的定位不是明星， 甚至不是演
员，只是一个表演者 ，如此纯粹而简单 。

她从 17 岁入行到 46 岁， 三十年钻研的
都是表演的事，而现在她乐于跟同业者、

后来者交流的也是表演的事，在《表演者
言》 同名书籍中周迅写道：“我们选择了
用‘专业交流’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个时代
里的演员们 ，把他们的观点 、经验 、理念
都记录下来， 希望给年轻的后辈和观众
一些表演上的分享。 ” 她在节目中、书中
诚实坦率地和圈内的演员朋友们聊角
色、聊演技 、聊拍摄方式 ，聊自己第一次
出演角色时的懵懂， 也聊积累了一定表
演经验后无法突破自己的烦恼。 “业精于
勤，行成于思”，在一个纷至沓来繁花过眼
的时代里，周迅为我们示范了一种简单而
纯粹的方式， 就是找到一件心爱的事，将
它一直做下去，努力做到更好，并与人分
享，共同进步，是一件多幸福的事。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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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亚文在

《 红 高 粱 》

（2014）中

茛 周迅

在 《第十一

回》（2021）中

▲ 周迅

在 《听风者》

（2012）中

▲ 周迅在《如果爱》（2005）中

荨 周迅在《画皮》（2008）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