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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视

当海清还叫黄怡的时候，经常在校

园里看见她，不怎么出学校见摄制组或

拍广告。通常她大清早出完晨功，提着

早市买来的两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当午

饭；迎面走来，灿烂地一笑，大声地打个

招呼，直奔排练教室，通常一待就是一整

天。与黄怡同班的女孩儿有温峥嵘、黄

慧娟这样的端庄大青衣，也有张棪琰、王

晴这样清纯小花旦，她在其中不算出挑，

再加上平日不修边幅、不施脂粉，又箍着

一口钢牙，让周围老师们都觉得相对于

镜头，将来这个勤奋的姑娘可能更适合

舞台。

事实上，黄怡在毕业后也确实度过

了一段迷茫期，直到《双面胶》的胡丽娟出

现。这个角色充分展现了彼时已成为“海

清”的她多年勤奋的成果，胡丽娟的伶牙

俐齿、娇纵任性的上海弄堂小家碧玉的

形象被海清演绎得活灵活现。为了塑造

好这个角色，南京姑娘海清练就一口上

海普通话和娇滴滴的发音方式，和潘虹、

王华英这两位上海本土演员一起毫无违

和感。不仅如此，随着剧中人物矛盾冲

突的升级，海清更精准地把握了人物从

娇生惯养的新婚小媳妇变成可悲可怜又

可气的怨妇：当得知婆婆偷偷教自己儿

子念“妈妈坏”时，胡丽娟突然抱起儿子，

神情从惊诧到愤怒到绝望，演绎得细腻

入微。胡丽娟时而娇憨任性，时而尖酸

刻薄，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爽利、刻苦

的黄怡，却让大多数观众记住了海清。

“国民媳妇”的光
环与束缚

有了《双面胶》的良好基础，海清和

滕华涛导演再次合作了《蜗居》，并迈向

事业的高峰。自在学校起蛰伏多年的海

清终于一路开挂，《媳妇的美好时代》中

的毛豆豆、《王贵与安娜》中的安娜、《心

术》中的美小护、《心居》中的冯晓琴……

她似乎不断地重复着演绎性格强势、伶

牙俐齿、略带神经质的女性形象，这类人

物也成了海清驾轻就熟的角色，观众心

目中逐步建立起对海清的“人设”认知，

自然海清也会获得更多类似的机会，于

是她半推半就地成了“国民媳妇”。

以今年播出的《心居》为例，海清继

续心直口快，牙尖嘴利，吃苦耐劳的人

设，和十几年前的《蜗居》十分相似。但

这并不妨碍观众对角色的认可，相反有

些网友认为如果海清和童瑶的角色互换

反而不能接受，似乎海清就属于这类接

地气的媳妇形象。

“国民媳妇”的称号不是从海清开始

的。1998年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

生活》里李云芳的扮演者朱媛媛就是当

时的“国民媳妇”，她本人也因此获得第

十八届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的女主角”奖

项。有意思的是朱媛媛在此之后，戏路

反而更宽了，从《家有九凤》中内敛沉稳

的初七凤，《浪漫的事》里活泼机灵的宋

雨，《我的姐姐》中的姑姑……一个个角

色仿佛都在尽力地摆脱“李云芳”。

其实不只朱媛媛，很多演技派演员

都在尽力突破自己表演的边界，也有很

多在“舒适圈”里如鱼得水。让人不禁思

考，演员究竟是应该隐入角色背后，与公

众保持距离？还是靠角色逐步建立自己

在大众心中的“人设”？是愿意放下咖

位，接受有挑战的角色？还是为守住流

量，做一个艺人，不断参加节目或制造娱

乐话题？

如同海清的恩师黄磊，很难想象曾

经的“江滨柳”“徐志摩”，近几年无论在

综艺还是在各类都市家庭剧中都是善良

却絮叨的北京大叔“人设”，《小敏家》中

的陈卓、《小别离》中的方圆、当然还有真

人秀《极限挑战》系列、《向往》系列中的

黄老师……如果剥离形态、情节和人物

关系，这些角色似乎彼此都能相互替换，

又似乎不用替换，因为彼此都可以

“复制粘贴”。我相信黄磊老师面

对这些角色一定是信手拈来，

甚至不用深思熟虑，直接开

机开始，甚至已到达多年

积累的肌肉记忆和情绪

反应。黄磊自己也完

全认可：“到了一定的

年纪，演戏总会有自

己的烙印，我很接

受。”不只黄磊，很

多当红演员，如靳

东、江疏影、刘涛等

纷纷在事业的舒适

圈里游刃有余。

演员如果获得

一定的认可，能不能

再 突 破 自 身 的 舒 适

圈？是无法突围还是不

想突围？表演的“舒适

圈”是一把双刃剑，它为好

不容易熬出头的演员带来了

名利，但同时也是他们通向杰出

演员路上的阻碍，想办法跳出来需

要一定的信念和勇气。一个演员的成

长和成熟，不只因时势或机缘，更来自于

他对自身的要求和选择，自己看重的究

竟是什么。

达斯汀 ·霍夫曼经历了很长一段时

间的蛰伏后，终于在29岁参演电影《毕

业生》并贡献了精湛的演技，他扮演一位

青涩而迷惘的大学毕业生本杰明，警惕

又惶恐的眼神、拘谨的肢体，把在沉默之

下难以抑制躁动的人物内心演绎得生动

形象；特别是影片最后本杰明在教堂上

演“婚礼大战”，和真爱伊莱恩逃上公交

车，一阵狂喜之后又陷入迷惘的神情成

为影片的经典。达斯汀 ·霍夫曼在《毕业

生》后获得巨大的成功，片约像雪片一样

飞到他面前，大多都是年轻学生的角色，

但霍夫曼都拒绝了。静默两年，他等来

了《午夜牛郎》中的里佐——一个油滑的

皮条客，人们很难把这个梳着大背头、穿

着廉价西装的穷光蛋和两年前懵懂的毕

业生联系到一起。之后的《杜丝先生》

《克莱默夫妇》《雨人》……一个个截然不

同又掷地有声的角色让人们看到了这个

相貌平平的小个子演员体内蕴含的巨大

力量，这也是他一次一次突破自我、激发

潜力的结果。

当然，以当下国内影视行业的环境

去要求演员选择的理性似乎略有些苛

刻，但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如果疲

于出现在各种流量电视剧或综艺里，在

观众面前完成一个艺人的“人设”，是对

自身所蕴含的艺术性的极大消耗。苏

珊 ·朗格认为艺术是一种表达情感的生

命形式，它是动态的、有机的、具有生长

性的，它和人的生命形式具有同构性，会

在艺术家机体里汲取生活的养分而生长、

发展和消亡，这是艺术创作的循环规律。

因此，当演员以一种类型角色获得

知名度和成功后自然需要接受类型角色

生命力的消亡，并生发新的艺术性和创

作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自我的挑战

和突破。

海清在《双面胶》之后，也逐渐进入

所谓知名艺人的舒适轨迹，片约代言不

断，角色驾轻就熟。但我们逐渐在各类

采访或综艺里看到海清引发争议的行为

和言论，如“我们一定比胡歌便宜，但一

样好用”“你是我的神”“我是一条疯

狗”……有的人认为这是作秀，有的人

认为是她太急切地保住咖位，我们姑且

不谈其究竟的原因，但可以看到的是海

清性格中不计后果的“楞”劲儿和“疯”劲

儿。除了莽撞的言论，海清也不计咖位

地挑战不一样的角色，如《赵氏孤儿》中

的程妻，《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白发魔

女”周逸等等，很多尝试的角色或许引发

某些争议，但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

曾经在表演教室“死磕”的黄怡，这对身

处“舒适圈”的海清来说是可贵的。

《红海行动》是海清在国民媳妇以外

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她扮演一位接近偏

执的战地女记者夏楠，与中国特种兵一

起在中东战场上与国际恐怖分子展开搏

斗，营救中国人质。在这部戏里，海清很

拼，尽管戏份不多，但照样和男演员一样

摸爬滚打，吃了很多苦。当得知自己的

助手已被恐怖分子处决，她一时不知所

措，后又努力使自己平静未果而怒吼着

用拳头砸墙，又和张译扮演的蛟龙队长

杨锐痛苦地回忆起自己丈夫和孩子在伦

敦街头被恐怖分子炸死。这场感情戏一

共只有不到两分钟，却是夏楠在整部影

片内最重要的一场文戏，把这个人物前

史、情感和动机都要表达出来。海清这

场戏处理得非常好，一反她惯有的伶牙

俐齿，语速很快的形象，用克制的、做减

法的表演来表达人物的极度悲愤，符合

影片的情境，也非常打动观众。

但《红海行动》毕竟是一部战争题材

的男人戏，海清可发挥的空间不大，于是

我们就见到了《隐入尘烟》中的曹贵英。

当职业演员碰到
非职业演员

《隐入尘烟》是导演李睿珺把视角转

向自己的老家，展现当地农民的朴素生

活和情感的力作。除了海清，影片所有

演员都是李睿珺的老乡，均为非职业演

员，其中男主角马有铁由导演李睿珺的

姨夫——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扮

演，与其说扮演不如说是在镜头前生

活。海清是全片唯一的职业演员，这对

她来说是莫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冒险，能激发我创作的动力”。

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起，启用

非职业演员是纪实美学电影常用的手

段，如《秋菊打官司》《图雅的婚事》《小

武》等等。对非职业演员来说，他们最重

要的工作是忘记镜头的存在，而职业演

员则必须忘记“表演”，真正地放下自

己。海清对人物的语言、肢体、神态做了

很详细的功课，并住在男主角家里进行

数月的体验生活。

海清的拼劲毋庸置疑。她为了让自

己的眼神更接近人物，一直看太阳，直晒

到视力下降，长出黄斑；她为了找到人物

轻微残疾的肢体感觉，平日生活里也一

直保持一瘸一拐的状态，以至于戏拍完

了，她也脊柱侧弯了。这些贴近人物的

努力，没有小窍门、小工具，只有死磕。

但是，表演不是模仿秀，人物最终是

要在演员内心发芽生长，演员与角色合

二为一，不仅是外化的合体，更是内在自

我的合体。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言：对演员来

说，创作的工具不仅是外在的肢体，还有

内在精神，他的悟智、意志和情感联合起

来形成他全部内在动力，并与外在所有

元素联合起来去寻觅剧本的共同目的。

演员内心如果始终俯视周围，无法真正

放下自己，是不能让人物在自己内心扎

根的。

《隐入尘烟》开拍后第三天就拍摄曹

贵英和马有铁拍结婚照的戏。这场戏

里，海清在视觉上已经很贴近剧中人物

形象，她扮演的曹贵英紧张地坐在照相

师的镜头前，面庞和眼神却执拗地看着

右侧，我们可以理解为演员设计人物左

手略有残疾，所以右边肢体比较主动；但

是再仔细看这一个不到两分钟的安静的

近景画面，只有照相师的画外音，不时地

指导这对新婚夫妻如何拍照。海清的微

表情设计似乎很丰富，包含无奈、害羞和

不知所措等等，看得出很用劲；执拗偏侧

的面庞、微蹙的眉头、紧闭的双唇以及回

避的眼神，好像不是不熟悉镜头，而是刻

意地表达人物对镜头的回避。而马有铁

则以不变应万变，对镜头的不熟悉和紧

张都被外在的木讷和茫然所掩盖。这场

戏里，职业演员太在意视觉上人物的像

不像，外化的表达太用劲，反而显现出内

在动力不足。海清自己也在一些采访中

谈及这场戏，觉得自己当时“各种矫揉造

作，无处安放”。

电影表演，特别是无台词的近景，很

忌讳用力地“演”，然而演员内心越没底，

就会越使劲，但表演越使劲则越适得其

反。这场戏，非职业演员完胜。

当然，把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和职业

演员比较似乎有失公允。因为对非职业

演员来说那是他们的生活，而职业演员

需要靠技巧去贴近非职业演员的生活，

他们内心总有另一个自我在审视和评

判，其中的分寸很难拿捏，需要演员从心

底里把身份的光环和喧嚣都放下，真正

沉淀到情境和人物中去。这样才能真正

让观众忘记演员，而进入人物，就像老一

辈表演系老师经常会对学生说的一句

话：“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真正的突破在于
低到尘埃

很多演员简单地把沉淀自己，放低

姿态和“自毁”形象等同在起来，因此“扮

丑”成了很多演员寻求突破的捷径。“扮

丑”的确是莫大的突破和挑战，特别是对

女演员来说。但“扮丑”不是捷径，更不

是最终目的，但单靠外在元素的模仿并

不能让观众相信角色，演员在“扮丑”的

同时更不能有另一自我在审视、评判、犹

疑甚至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秋菊打官司》是职业演员和非职业

演员共同完成的电影，也是巩俐走向国

际影后的重要作品。巩俐在其中“自毁

形象”的造型也很经典，甚至影片开场

十分钟后还有观众没有认出她。影片

拍摄期间，张艺谋导演为了不影响周围

非职业演员的情绪，用偷拍的方式，现

场除了工作人员和巩俐，周围没人知道

这是在拍电影。巩俐扮演的秋菊则要

完全“隐没”在环境里，成为一个真正

的、普通的西北农妇和村民交流而不被

发现，巩俐除了要练就一口流利的西北

方言，让自己造型和肢体等外在元素看

上去像一个即将临盆的西北农村妇女，

更重要的是此刻她要忘记自我，进入到

这个执拗的人物内心，与人物和影片环

境无缝融合。此外，秋菊的大部分戏，身

边都有一个饰演她小姑子的非职业演

员，秋菊和小姑子站在一起毫无违和

感。当她发现小姑子走丢了，站在车水

马龙的街道，迷茫的眼神和不知所措的

肢体语言，巩俐和秋菊完全融合在一起；

当影片结尾，秋菊目送着村长被警车带

走时，再一次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但眼

神充满着疑惑、不解的复杂情感。巩俐

在完全生活化的表演之外又恰到好处地

表现人物情感和戏剧张力，此刻的秋菊

已完全生长在巩俐体内，并自内向外，完

全包裹演员本身。

《图雅的婚事》也是一部除了女主角

余男以外，其他都是非职业演员的佳作，

也是余男目前最重要的一部大银幕作

品。她在影片中完全素颜出镜，甚至刻

意增肥、晒出草原红，完全放弃自己以往

性感、妩媚的女性形象，在一群非职业演

员中间扮演命运多舛、与不同男人有情

感纠葛的蒙古妇女。特别是图雅和森格

的两场感情戏，在井下狭小空间止乎于

礼的许诺和在草原上两人为解除误会的

追逐扭打和拥抱，我们看到余男作为职

业演员，完全放下自己、忘记技巧，完全

把自己交给对方。人们看到的是彪悍执

拗又朴实善良的蒙古族妇女，而忘记了

演员余男。

从巩俐的秋菊、余男的图雅到现在

海清的曹贵英，我们看到最终打动观众

的表演是需要演员放下自己，体会和表

达人物的真实情感。这里的情感不仅是

个体的、自我的，更是环境的、人性的、共

通的，他们需要把自我“移植”和“借用”

到人物的情感中，而这种“移植”和“借

用”决不能“居高临下”，而是要低到尘

埃，这对很多演员来说才是真正的突破。

大约是经过刚刚开拍后的磨合，海

清在《隐入尘烟》后期渐入佳境，把技巧

隐于镜头前的生活和劳作中。男女主人

公在慢慢经历播种和收获麦子的过程

中，两个人的情感也逐渐深入。当马有

铁和曹贵英经历艰辛，终于在自己家的

炕上温情地说着话，贵英像有铁曾经那

样，用麦粒在有铁手上印了一朵小花。

这时非职业演员没有他所熟悉的劳作

（规定动作）来表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只能依靠职业演员来引导自己，海清在

这场细腻的感情戏功不可没，她放下自

己的社会身份，完全进入贵英的内心，引

导马有铁——这个也许从来也没这么温

情过的西北农村汉子，表达彼此的情

感。马有铁只能完成台词，而海清则以

职业演员贡献她的微表情、娇嗔的语态、

以及在炕上的肢体语言。这些让影片走

向难得的、两性的温情，让电影突破纯纪

实类特点，走向更宽广而深远的、有生命

的真实审美。

海清在近期的采访中曾提到：“过多

的 采 访 ，对 演 员 来 说 没 有 什 么 好

处……我觉得跟观众之间的交流，最好

是通过角色，而不是演员本身。本尊一

旦出现，所有的角色就是假的了。”听上

去这好像是海清又一次的非主流言论，

但我想这应该是曾经蛰伏在学校的黄

怡，经历迷茫后的回归。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
授、博导）

海清：隐入尘烟之后
沈嘉熠

▼《红海行动》是海清在国民媳妇以外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她扮演

一位接近偏执的战地女记者夏楠，与中国特种兵一起在中东战场上与

国际恐怖分子展开搏斗，营救中国人质。

▲在今年播

出的《心居》中，海

清继续心直口快，

牙尖嘴利，吃苦耐

劳的人设，饰演外

来媳妇冯晓琴。

▲《隐入尘烟》是导演李睿珺把视角转向自己的老家，展现当地农民的朴素生活和情感的力作。除了海清，影片所有

演员都是李睿珺的老乡，均为非职业演员。这对作为剧中唯一职业演员的海清来说是莫大的挑战。海清在影片后期渐入

佳境，把技巧隐于镜头前的生活和劳作中。男女主人公在慢慢经历播种和收获麦子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情感也逐渐深入。

▼在《心

术》中，海清

饰演护士长

美小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