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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脸” 的章子怡终于下凡演了一部
电视剧《上阳赋》，一开播即成热点。 张艺谋
早年曾规劝她不要拍电视剧，个中缘由已不
可考，那时也还没有抠图、替身、作假等业内
乱相出现，但电视剧制作之潦草粗糙与拍电
影已有云泥之别，“拍剧你就废了”。 如你所
见，章子怡后来一部电影接一部 ，终于攀上
事业巅峰。 回头已是百年身时，却接下电视
剧。

该剧的规格不可谓不盛大华丽。 其原著
小说《帝王业》被视为“架空历史及女强小说
的第一代表作”，很容易打造成一个女人的史
诗，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兼具。 章子怡还邀来
与她有过密切合作的侯咏、叶锦添、张叔平等
人保驾护航，足见不是打无准备之仗。 去过该
剧斥资搭建的豪华摄影棚的人说， 内里亭台
楼阁一应俱全，一比一的参天大树，棚顶巨大
的照明灯更如同几十个太阳， 把一个古代世
界照得熠熠生辉。 这阵仗这排面，配得上章子
怡今日的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有这样阔绰的手笔，为什
么不直接拍一部电影大片来配那张电影脸？
或者可以换言之，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部《伊丽
莎白》？ 章子怡与凯特·布兰切特之间，也并未
隔着肉眼难见的距离。

能不能拍成电影 ， 受众及市场因素当
然是第一考量 ，古装 IP 电影的市场反响向
来欠佳 ，把大女主古装剧挪移到大银幕上 ，
也实在冒险。 从故事与人物来说，传记片的
主角首先得家喻户晓 ， 才会让观众产生双
重文本的观影效果 ， 比如当年张艺谋一度
筹拍传记片，选择的就是武则天。 《上阳赋》
的女主角上阳郡主王儇 ， 则是文学虚构人
物，对于看多了大女主戏的观众而言 ，人物
经历也无甚特别 ， 无非是一个女人如何在
朝堂斗争中成长攀升 ， 想表达女不强大天
不容吗？或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凤冠霞帔造
就一个欲望的囚徒？ 玛丽苏的故事，如果没
有足够厚重或出新的主题立意 ， 难以取悦
今天的电影观众。

没想到 《上阳赋 》最先跃上热搜榜的是
章子怡的少女感这一话题。 这个路数与《如
懿传》周迅亮相时相似 ，先拿 “高龄 ”演员与
低龄角色之间的错位来说事，随着章子怡发
文请片方和平台别再消费自己，这一轮舆论
战也收获了足够的热度。 如果拍成电影，就
没必要从女主角 15 岁时开始说起， 篇幅不
允许， 无法成为原著故事的复习与回顾，只
能找到一个切入口，就像《女王》以戴安娜王
妃车祸身亡切入一样，把某个重要片断拿出
来放大，浓墨重彩来写，这是电影的做法。电
视剧倒是可以细从头说 ，娓娓道来 ，与观众
日久生情。

当然更期待章子怡在大银幕上继续奉献

卓绝表演。

假如章子怡拍一部《伊丽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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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眼识人

亦舒想不到的朱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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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温暖的抱抱 》里 ，常远扮演的鲍抱 ，
造型酷似 《星际迷航 》（《Star Trek》）里的史
波克 （Spock），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个造型
呢？

因为，《温暖的抱抱》里的鲍抱，和周围的
人比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外星人。他对完美有
严重的执念，只穿黑白灰，头发纹丝不乱，连
自己的眉毛有几根都清清楚楚， 他也希望生
活里的所有物品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人和
事都严格按照他的计划来进行， 两点要做什
么，六点要做什么，都已经提前计划好了，只
需要按时按点地进行就好。

因为这股执念，他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没有朋友， 没有爱人， 连工作也快做不下去
了，因为他的职业是少儿音乐老师，没有孩子
能受得了这样的管束和规划。 甚至他迟到没
来上课的那天， 整个音乐学校的所有人都欢
呼雀跃、奔走相告。

直到，李沁扮演的宋温暖闯进他的生活。
她大大咧咧，喜笑颜开，生活得五颜六色，她
的屋子里，摆满了鲜艳的家具，堆着艳丽的衣
服，东西都不在应该在的位置上，鱼缸里丢着
尖叫鸡；她出现的地方，瞬间就沸反盈天，路
人都变成伴舞。

为鲍抱加上外星人这么一个形象， 也是
对他执念的浪漫化。 因为，人们不了解那些对
完美有极度追求的行为， 常常把这种心理状
况和人品、道德挂钩。 而《温暖的抱抱》却用这
种浪漫化的方式，消解了这种误解。

是啊，他们就是潜藏在人群里的外星人，
和我们不大一样， 但我们完全有能力接纳他
们，并且了解和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结结实

实的拥抱。 这也适合《温暖的抱抱》那种合家
欢电影的基调。 可以说，《温暖的抱抱》和《星
际迷航》的互文，让《温暖的抱抱》多了一个亮
点，是非常聪明的改编。

当然 ，仅仅浪漫化 、漫画化 ，是不够的 ，
既然用极度完美主义作为整个故事的矛盾

起源 ，就要给它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也要
给出解决之道。 鲍抱为什么会成为外星人？
因为 ，成为外星人 ，是他选择的自我保护机
制。

他曾经是个小孩子，有过幸福的家庭，也
有温柔乐观的父母， 但父母的对完美的绝对
追求， 和他对拥抱的渴望， 却带来了一场意
外。

为了隔离这种痛苦， 他选择了成为外星
人。 似乎，让生活井井有条，按时按点，严格遵
守某种秩序，就能弥补自己对父母的愧疚。 就
是说，他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弥补当年没
有做到的事：做个听话的孩子。 哪怕父母的要
求，并不那么合理。

成为外星人 ，按照计划来生活 ，还有一
个作用 ，那就是把自己包裹在 “计划 ”的壳
子下 ，让这种生活成为自己的保护色 、保护
壳 ，避免和周围的人发生过于深刻的往来 ，
过于深刻的感情 ，也减轻自己情感的波动 ，
让自己的欢乐和痛苦都来得不那么强烈 ，
快乐不那么饱和 ， 意味着痛苦也就不那么
深重。

在很多人身上， 我们都能看到这种防卫
机制，它们都是在相似的情况下产生的：为了
阻止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为了淡化自己过于
敏感的神经，为了减轻自己对痛苦的感受力。

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隔离
起来，哪怕代价是让自己越来越孤独，让生命
越来越少活力。 但在《温暖的抱抱》里，宋温暖
代表所有的人，给鲍抱送去了一个拥抱，让他
从自己的壳子里走出来，摆脱孤独，摆脱自我
封闭，摆脱那种无处不在的防卫状态，去迎接
真实世界的冲击。

人不可能完全自我治愈， 人是要靠别人
来治愈的，哪怕就是轻轻一点一推，人，才是
人的医生，人才是人的药。

这就是“拥抱”象征的东西，它可以是拥
抱，也可以是眼神，也可以是话语，总之，就是
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一切事物， 只有这些事
物，才能以柔克刚，力拨千斤，把一个人从外
星拖回来。

有了这样的内核 ， 这部电影的喜剧风
格，才真正确立。 它不只是没心没肺的笑和
闹 ，也不是无根无据的无厘头 ，而是有了现
实的依据，和人的悲喜有着深切的共鸣的故
事。

让人温暖，让人感动，适合从天崩地裂的
2020 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对我们来说，这个电
影，又何尝不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拥抱试图把
痛苦和快乐一起摘除的我们； 拥抱用无动于
衷来掩盖内心波动的我们；孤独的我们，疲惫
的我们；以及有点像外星人的我们。

■花言峭语

像外星人一样生活，就能隔离爱与痛吗？

无论是看预告片、海报，我都对翻拍的新
剧《流金岁月》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假期减
少出门就点开看了看，结果反倒惊喜起来，最
大的亮点来自于倪妮扮演的朱锁锁一角，啧
啧惊叹，这下算是对得起谋女郎的名号了。 故
事改编自香港女作家亦舒的小说， 早在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末就被翻拍过电影， 双姝是由
钟楚红和张曼玉出演的， 哪怕现在翻出来看
看片段， 也都觉得时髦劲儿在今天都不惶多
让，甚至奇妙的是，两个女神对换座位，再演
一轮也顺理成章， 这种卡司在我看来就属于
天意，钟楚红的妩媚，张曼玉的憨态，就像两
根红线紧紧的牵着， 拉一下就能荡漾起层层
涟漪， 因为这两个女子是当时香港城市文化
黄金时代的巅峰符号，自信、独立、性感、情感
丰沛。 所以就算倪妮和刘诗诗两个来自内地
的小花接棒， 外界在没看剧之前的质疑声比
较大，是不难理解的。

两个小花现在的表现，在我看来，无论从
颜值还是时髦程度都是赏心悦目的， 但就对
角色的理解、表现力，师太亦舒如果看了，也
会惊掉下巴， 双生花的文本格局静悄悄地还
是分了主次，朱锁锁这个弄堂里杀出来的“雌
虎”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市井的生存技能大杀
四方，搅动着十里洋场活色生香起来，是开了
金手指，被剧本之神宠爱的天选之女。 如果看
过原著小说， 其实不难琢磨出师太的一点小
心思， 显然她的价值观和情感是更倾向于蒋
南孙，蒋公主的，她的品位极高，富贵受得起，
落败之后又安然如素，原片给了张曼玉出演，
可能也是更看重对方的演技吧。 但是，今天的
剧版中刘诗诗虽然有公主的气质， 却无超越
公主的驾驭能力，止于颜值罢了。 相反，倪妮
这种丝毫不掩饰欲望，就是要赚钱独立，赚钱
帮闺蜜， 赚钱赢得商战的劲头更符合今天我
们对女性的一些赞赏与期许， 更何况朱锁锁
骨子里有极通人性的仗义、疏朗。

倪妮是从《金陵十三钗》走出来的谋女郎，
玉墨一角在当时也是一片质疑声中仅存不多

的亮点，大家都惊叹小小年纪的少女被套进民
国旗袍里就有如此撩人的风情，到底是演技呢
还是这样的外型、气质就该去做演员，去塑造
那些更有主动态势的女性角色， 像钟楚红，像
舒淇等等。 但是，这部电影之后倪妮显然没有
找对路数， 不知道是否因为一些评价的标准，
反而挑选了特别局促的角色，小女生、公主、仙
女等等， 结果我们看到的效果就是乏善可陈，
这几年在谋女郎的梯队里， 周冬雨上升极快，
成为佼佼者。 如今的朱锁锁一角，在我看来才
是倪妮的舒适区，既然美艳为何不大大方方展
现，并且不被任何男性束缚去满足自己，这样
的女性和女性角色应

该被欣赏，与生俱来的
魅力， 跟性别无关，压
抑它才是辜负天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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