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心大剧院》开场，背负家仇国恨

的女明星于瑾，回到影片中繁华混乱的

孤岛上海， 晃动的手持摄影转向她，便

忽然安静下来，久久凝视这张面无表情

心事重重的脸，似乎想要读出不动声色

下的暗流涌动。

我们不禁想起， 三十年前第五代的

经典之作《红高粱》中，镜头也是凝视同

一张面无表情心事重重的脸———花轿中

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的新娘九儿。 这张

脸，似乎有种让镜头定格的莫名力量。

从第五代崭露头角之作，到第六代

转型求变之作，中间隔着三十年的漫长

岁月与代际美学的巨大差异，却如此契

合地被同一张脸所征服，仿佛这张脸代

表了一种永恒的美。 第六代导演娄烨阴

郁迷离的黑白调影像，第五代导演张艺

谋鲜艳饱和的红色调影像，此时终于交

汇在一处。 巩俐的面孔、表情、身姿、步

态 ，变幻莫测却又坚实清晰 ，成为贯穿

三十年中国电影的一条叙事主线。

作为一种东方
视觉形象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人说起

中国， 脱口而出的就是功夫、 长城与巩

俐。 这个经常被提及但也许是虚构的说

法，带有某种不无夸张的传奇性。但不夸

张地说，1980 年代末，正是《红高粱 》中

巩俐的形象， 定义了彼时西方观众对于

中国女性的视觉印象。

在讨论中国女演员时，有一种被普

遍认可的划分：1980 年代是刘晓庆的时

代，1990 年代是巩俐的时代， 新世纪则

是章子怡的时代。 这一划分看似有些简

单粗暴，其实却颇为准确。

也许某些人对刘晓庆的代表性持

有异议 ，会举出作品分量相当的潘虹 、

斯琴高娃 ， 或作品分量不够但国民认

可度颇高的陈冲 、张瑜 。 但对于巩俐 ，

没人能够举出一个与其同时期的 、可

与之抗衡的大陆女演员 。 无论从作品

分量 、知名度或影响力来看 ，巩俐都当

之无愧是 1990 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

的电影演员。

1988 年 ， 大学二年级的巩俐在第

五代导演张艺谋的处女作 《红高粱》中

出演女主角九儿。 该片获得柏林电影节

金熊奖，开中国电影获得欧洲三大电影

节最高奖项之先河。 由此开始，第五代

将中国电影强势带入西方的主流视野

中。 之后，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

高挂》 也相继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巩

俐继续在银幕上出演带有某种东方视

觉奇观性质的女性形象，多少与彼时西

方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的文化想象有所

吻合，巩俐成为中国女性的国际标签。

穿着传统中式旗袍在西方电影节

红毯上惊艳亮相的巩俐 ， 让世界看到

一种属于东方的美。 而巩俐在 1980 年

代末建构出的这种视觉形象 ， 更是成

为一种稳固的审美模式 ， 在很长一段

时间 ， 主宰了中国女明星在西方电影

节红毯的造型———旗袍 、龙袍图案 、民

俗碎花成为中国的视觉符码 。 这些经

典造型被不少亮相国际电影节的女演

员所模仿，却从没被超越。

虽然早期几个银幕形象的视觉呈

现相对单一 ， 但巩俐所塑造的这些女

性角色的性格深度 ， 则远远超越了视

觉层面的局限 ， 呈现了中国电影的复

杂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

作为第五代视
觉标签的脸

巩俐的脸 ， 成为我们定义第五代

电影时一个无法替代的关键词 ， 是第

五代的视觉表征与美学理念 。 第五代

在 1990 年代最重要的作品 ，几乎都由

巩俐出演。

她最重要的电影角色，都有一种倔

强与执拗的性格。 这一性格特质同样存

在于刘晓庆与章子怡饰演的角色之上，

也许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忍往往

是女性的一种重要美德，又或许是中国

人某种潜在的心理焦虑，认为只有坚韧

才能对抗生活中的各种未知和不确定

性。 《芙蓉镇》《春桃》中的刘晓庆是含蓄

隐忍的倔强，《卧虎藏龙》中的章子怡是

咄咄逼人 、野心外露的倔强 ，前者是压

抑性的，后者是攻击性的。

巩俐的倔强，则表现为一种同时向

内又向外的复杂欲望，仿佛在隐忍与释

放的边界上走钢丝 ，既小心翼翼 、又随

时有一种一跃而下的冲动。

这种被压抑束缚但时刻想要冲破

的欲望，呈现在巩俐最初的几个角色身

上，是一类“铁屋子中的女人”———被封

建社会所压抑 、迫害 ，但最终醒了过来

的女性形象。 第五代这几部代表作，如

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

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无一

不是讲述女性对抗命运的行动与欲

望 ， 而巩俐塑造的被压抑的女性角

色 ，都不甘心任命运摆布 ，骨子里就

有一种拒绝逆来顺受的执拗不驯。

张艺谋早期的几部电影， 表现封

建传统对于个体生命与人性的压抑、

扭曲， 在这种畸形的文化所衍生的社

会规则之中， 却包含一种随时要迸发

出来的原初的激情， 而巩俐则成为这

种被压抑的激情与生命力的视觉承

载。这种原始的生命激情与活力，在张

艺谋的电影中被置换为一种女性的情

动。 巩俐通过她的脸孔、她的表情、她

的眼神与她的动作， 展现人物被压抑

但又呼之欲出的欲望。

巩俐鲜活饱满的身体 ， 作为欲

望的客体 、被凝视的对象 ，在东方奇

观化的视觉符号 （《红高粱 》的花轿

盖头 、《大红灯笼高高挂 》 的红色灯

笼 ，《菊豆 》的艳丽染布 ）的包裹下 ，

被呈现于银幕上。 然而，如果单纯作

为一个性感美丽的女性形象被呈

现 ， 巩俐永远不可能变成观众心中

那个霸气的 “巩皇 ”。 在那些压抑又

躁动的第五代女性角色中 ， 巩俐超

越了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被动位

置 ， 从被凝视的欲望对象变成一种

反向的欲望主体。

无论是《红高粱》中九儿凝视轿夫

赤裸后背的眼神、 面对劫匪时展现的

大胆欲望，或是《菊豆》中菊豆转过赤

裸的身体正面迎向偷窥的目光、 将身

体主动贴向对方，又或是《大红灯笼高

高挂》中颂莲对大少爷的欲望，都充满了

主动的、张扬的情欲力量。

这些角色， 既是传统中国被压抑的

女性，又具有强大的生命能量与激情，所

以，最后的毁灭也往往惊心动魄。

作为一种接近
于理念的美

除了第五代电影，在之后的国产艺

术电影、 商业电影以及好莱坞电影中，

巩俐的美似乎也都圆融自洽。 除了公认

的扎实演技，当然也离不开巩俐所具备

的那种复杂、独特、变动不居的美。

法国研究者雅克琳娜·纳卡什在《电

影演员》一书中，区分了女演员存在的两

种美。 一种是女明星的美，是由某角色承

载 的 时 代 理 想 的 短 暂 再 现 。 比 如

Angelababy、刘亦菲或高圆圆。 另一种美

更深刻、更与众不同，通过创造性的工作，

它被更好地铭记下来。 比如伊莎贝尔·于

佩尔、朱丽叶·比诺什、巩俐、张曼玉。

这种区分有些接近罗兰·巴特 ，他

认为 ，嘉宝的脸是理念 ，而赫本的脸是

事件。 因而嘉宝的美是永恒的。 巩俐的

美也是这样一种永恒的 、 接近于理念

的美。

对于电影表意而言，是什么创造出

一个镜头所包含的一切情感、意义与深

度，答案就是脸。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巩

俐的脸，是第五代电影理念的一种强有

力的视觉证据，为什么她是无法被替代

的？ 可以设想，张艺谋前期几部电影中

的女性形象， 换成任何一个女演员，都

不会像巩俐那么妥帖恰当。 陈冲过于洋

气 、潘虹过于都市 ，斯琴高娃多了一分

乡土气 、刘晓庆少了一分妩媚 、张瑜则

缺了一分倔强。

只有巩俐 ，不多不少 ，单纯但又不

至于纯情 、性感但又不至于风情 、倔强

但又不至于刚硬。 所以，巩俐演出九儿、

颂莲 、菊豆这种初嫁的少女 ，在视觉形

象与性格气质上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一些人在质疑巩俐的美时会

挑剔地说她土、村，也就并不奇怪了。 因

为巩俐的美是复杂、多义、变化，是某种

意义上不够标准、因此是一种无法被规

范所定义的美 。 一个颇为有趣的旁证

是，被认为与巩俐长相相似的日本女演

员山口百惠，在日本也被看做一个时代

的视觉表征。

确实 ，与标准美人如李嘉欣 、关之

琳相比 ，巩俐的脸不够立体 、眼睛不够

大、鼻子不够挺、嘴又过于浑圆。 但是，

巩俐并不完美突出的五官之间，达成了

奇妙的和谐———一种有空隙、不过分饱

和的美， 于是便有了生成意义的空间。

面对银幕，我们总是会忍不住久久凝视

巩俐这张脸。 与此相反，一些静照非常

惊艳的演员，在电影中也许不一定有让

人持续观看的欲望。

电影中，一个人物的美是由观者赋

予的 ，时常超出一切标准 ，甚至达到非

理性的程度。 这是因为电影具有一种能

力，能够让美表达出有别于它自身表现

或未曾表现的东西， 电影角色的美，不

是一种固定的属性 ， 而应该是一个动

作、一种情感、一个意义。

也因此， 一种标准意义上的美，反

而 不 太 是 电 影 需 要 的 。 比 如

Angelababy， 可能更适合一些平面杂志

或商业电影。 对于电影而言，一目了然、

光彩夺目的美 ，比如李嘉欣的美 ，对观

者无疑有一种直接且强烈的吸引力，但

对演员的表演来说，这种美则有一种隐

藏的危险与陷阱。 这种美是确定的、稳

固的、直白的、外露的———固态的美。 因

此是被定型的，因为太过醒目而无法改

变。 当美像明亮的直射光一样，自然也

就无所不达 ，失去了阴影和层次 ，于是

天然地就拒绝了深度，拒绝了丰富的变

化。 所以，关之琳、李嘉欣、邱淑贞这样

的绝色美人 ，在香港商业电影中 ，视觉

形象通常比较单一，没有太大差距。

电影天生具备让外貌表意的能

力 。 但是 ，过于直白的美 ，有时似乎就

失去了表意的潜能 。 当电影渐渐从唯

美主义的倾向中解放出来 ， 试图对现

实采取深入的视角 、多样的呈现方式 ，

就要求一种更复杂的美 ， 一种变动不

居 、流动的美 。 所以 ，最好的电影女演

员比如巩俐或张曼玉 ， 都不是一种绝

对意义上的 、无可挑剔的美 ，而是带有

一些外貌上的小瑕疵 。 这是一种更微

妙 、也更曲折隐蔽 ，更需要去辨识 、但

也因此更有表现力的美。 也因此，凝视

银幕上巩俐的脸时 ， 能够感觉到她的

美具有一种生长的力量 ， 吸引我们去

关注人物的一举一动。

作为一种演技
教科书

至于巩俐的演技，似乎早已无需多言

了。 表演天资很高的巩俐，借助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国际舞台上风起

云涌的中国第五代电影，迅速达到了表演

事业的巅峰———1992 年凭借张艺谋的

《秋菊打官司》， 获得第 49 届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这是中国大陆女演员

首次获得国际大奖。这一角色还让巩俐在

国内拿到“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巩俐在演艺生涯中塑造的人物形象

多样。 她的角色有种奇特的两面性，既是

她扮演的人物，又是她自己。 她可以千人

千面，但又有独一无二的自我特质。 《红高

粱》中娇憨的九儿，《菊豆》中性感勇敢的

菊豆，到了《秋菊打官司》却脱胎换骨，变

成了一个土气淳朴的农村妇女。 巩俐让人

印象深刻的角色不胜枚举，《一代妖后》中

清纯到堕落的小宫女，《摇啊摇，摇到外婆

桥》 中性感魅惑的黑帮大佬情妇，《画魂》

中性格刚烈的画家潘玉良，《霸王别姬》中

出身风尘但至情至性的菊仙，《周渔的火

车》中在两个男人之间徘徊的周渔，《漂亮

妈妈》 中倔强不服输的下岗单亲妈妈 ，

《2046》中神秘冷艳的职业赌徒，《归来》中

悲伤压抑的母亲，《三打白骨精》中霸气冷

艳的白骨精。 巩俐在性格、形象、年龄都差

异极大的各类角色之间轻松切换，展示出

她作为国际影后的功力。

巩俐在 1990 年代也出演了不少香

港商业电影，与张艺谋合演李碧华原著的

《古今大战秦俑情》、与林青霞合演《天龙

八部之天山童姥》、与周星驰合演《唐伯虎

点秋香》等。这些人物形象，往往是带有传

奇性的绝代佳人，是对于巩俐在第五代电

影中那些现实主义人物形象的互补。

但不得不指出，巩俐这种复杂的、意味

深长的美， 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是密不可

分的，是第五代的艺术电影成就了巩俐。 所

以，在香港商业电影中，巩俐就难免有一点

水土不服。 巩俐演艺生涯中极少的不算优

秀的演出， 就是家喻户晓的 《唐伯虎点秋

香》。 因为周星驰商业喜剧中需要的女性，

通常是美丽的花瓶或者浮夸搞笑的丑角，

在第五代艺术电影中成长的巩俐， 显然无

法适应香港商业电影环境下诞生的无厘头

喜剧风格。 虽然她在这些电影中往往非常

惊艳，但这种印象更多来自于她的长相，而

不是演技。

其实， 最好的演员， 一定是具有某种

局限性的， 绝不可能是万金油演员。 因

为， 只有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才有可

能专注在自己的维度中， 达到一个常人无

法企及的高度。 当 《夺冠》 拍摄过程中的

一些现场视频和照片被发出来后， 我们又

一次被巩俐的敬业和她的天赋所震撼。 她

的步态、 手势、 表情， 几乎就是女排英雄

郎平本人。

“我觉得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的电影，

也可以说是巩俐的电影，因为她在这些电

影中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个性。 ”张艺

谋对巩俐的这一评价，可以看作对巩俐表

演最直接、也最毫无保留的赞美。

1996年，巩俐成为第一位登上《时代》

周刊封面的华人女演员， 也证明她已经成

为全世界影迷心中最有魅力的东方女演

员，一个集含蓄、内敛、坚毅与性感于一身

的完美女性。 此外，她还是第一个代言法国

化妆品牌欧莱雅的中国女星，被《人物》列

为世界上最美丽的 50人之一，甚至荣获法

国骑士荣誉勋章。 如果说获得国际电影节

影后，是巩俐作为演员被世界认可，那么，

代言国际品牌、登上西方主流杂志封面，则

证明巩俐早已打破族裔壁垒， 成为一个东

方面孔、但却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巨星。

2006 年执导的 《迈阿密风云 》和

2007 年的《少年汉尼拔》等，是巩俐试水

好莱坞的几部影片。由于亚洲面孔在好莱

坞电影中的角色局限性，巩俐最终放弃了

好莱坞，选择回中国塑造一些更有深度的

人物，但巩俐在好莱坞的几部作品，无一

不是与一线导演、演员合作，也证明了她

的国际影响力。她的表演也经常入选西方

很多电影杂志评选的最伟大的电影表演

榜单。

巩俐也曾受邀担任戛纳、柏林、威尼

斯三大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包括评审团主

席）， 并很早就被奥斯卡评委会接纳为会

员，是为数不多的受西方高度认可的华人

女演员， 这一点只有张曼玉可以一较高

下。同样担任过国际电影节评委的章子怡

和舒淇，在作品分量上，与巩俐还有不小

差距。

回到本文开头所说，巩俐当之无愧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电影

演员。然而，当《归来》《夺冠》和《兰心大剧

院》陆续上映后，我们发现，“九十年代 ”

这一时间定语， 似乎远远不足以划定巩

俐的界限， 巩俐在中国电影史中将有什

么样的位置，现在界定还为时过早。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后、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青年学者）

第 五 代 导

演张艺 谋 鲜 艳

饱和的 红 色 调

影像 ，和第六代

导演娄 烨 阴 郁

迷离的 黑 白 调

影像 ，在巩俐的

脸上都 如 此 契

合妥帖。

荩 《 兰 心

大剧院》剧照

茛《大红灯

笼高高挂》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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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的界限
刘起

荩巩俐在近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上担任评委会主席，并与姜文同台颁奖

茛电影 《夺冠》 中巩俐饰演女排主教练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