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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诚导演从单独制作的第一部黑白短片《遥远

世界》的1997年至今，他已经先后不断指导了包括动画

短片在内的大大小小总共十余部作品。其独特的艺术

风格及其物哀的精神内核更是与其极具个人特色的绘

画风格一起，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特电影艺术世界。

长久以来，这种自成一体的艺术世界一直是新海诚作

品最有力的辨识便签，深入研究新海诚的创作手法，有

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新海诚的艺术世界。本文将从

新海诚作品的色彩、音乐、意象等几个方面，剖析新海

诚的电影创作手法。

一、色彩表达的情绪形塑

饱满生动的色彩作为新海诚的名片之一，已经成

为其特有的标签式风格。色彩作为电影作品的一部

分，能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且或多或少会起参与塑造

人物并且表达人物流动多变的内心的作用，如巴拉兹

所述：“彩色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效果，一种唤起联想

和激起情绪的强大力量……彩色、特别是彩色的变化，

可以起到推进剧情的作用，可以影响动作的过程。它

也可以具有象征的意义。”色彩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

人的大脑会将其与特定的词汇相连，比如红色代表热

烈，蓝色代表忧郁，绿色代表生机等，人脑可以在看到

具体颜色时进行联想。结合剧情，色彩可以有更为丰

富的作用，导演希望传达的情绪将通过色彩在观众的

脑内进行解码，人物的内心情绪将以这种含蓄的方式

传递给观众。

虽然新海诚早年的两部作品《遥远世界》和《她和

她的猫》皆是黑白作品，但这并不代表黑白作品就不能

用色彩传达情绪。在《她和她的猫》中，新海诚以一只

被捡回家的猫为叙述视角，展现了这只猫和女主人之

间片段式的生活日常。在这个不到5分钟的动画短片

里，新海诚用黑白灰的简单色彩构建出了一个静谧却

孤独的空间，这个空间有阳光洒进，有雨水滴落在窗

台，孤独却依旧如影随形，猫咪爱恋着他的女主人，但

猫咪的陪伴依旧不能阻止女主人继续感到孤独。短片

整体的黑白灰色彩让影片的观者始终能感受到女主人

公无法排解的孤独感，也让影片始终处于一种孤寂的

氛围之中。

在接下来的彩色作品中，新海诚的独特色彩风格

开始大显身手。在《秒速五厘米》的第一话《樱花抄》

中，新海诚使用了多样的主色彩来展现两位主人公时

常变动的少年时代。最初展现的镜头是以“粉色”为主

色彩的樱花坡道，那时两位主人公还处在尚未分离的

少年时代，此后的分离和无奈都还未展开，因此这里的

粉色让影片的开头看起来纯真而梦幻。接下来则是以

“青灰色”为主色彩的教室片段，展现两个主人公尚且

青涩朦胧的关系。此后在两人分离、女主人公筱原明

里因家中亲人工作变动搬走后，故事进入了寒冷的冬

日，“灰蓝色”和“黑色”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色彩，雪夜中

行驶的电车上的橘黄色灯光和雪夜车站的橘色暖炉，

成为黑暗寒冷的这一时期的最后暖色。相较而言，在

故事最后，两人最终错过的樱花车道同样以“粉色”作

为主色调，与故事刚开始的樱花坡道相呼应，却起到了

对比的效果，这时的粉色不再是少年时代的梦幻纯真，

而是充斥了令人刺痛的无可奈何。我们可以从色彩的

变换中感受到人物的复杂内心情绪。

新海诚的作品明显受到了日本传统物哀和幽玄思

想的影响，这一点和日本一些现代作家如村上春树和

川端康成极为相似。物哀可以理解为感物而哀，强调

对万事万物的观照和人文关怀。在物哀的传统之下，

色彩成为新海诚观照万物，传达情绪的表现手法之

一。总结新海诚色彩使用的作用，便是配合展现角色

复杂的内心流动，渲染气氛的同时，兼以用来塑造审美

风格。

二、音乐叙事的含蓄美学

对于新海诚的大部分电影作品来说，音乐是其叙

事的一部分。虽然诸如《你的名字》，其音乐参与叙事

的作用已经有所削弱，但新海诚早期的大多数作品基

本都会有一首参与叙事的填词歌曲。同时，由天门进

行创作的影片配乐也参与进了影片的叙事当中，而不

仅仅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

在《星之声》中，新海诚选择以《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参与叙事，兼以展现主人公的内心。该曲

通过歌词，展现了女主人公希望突破宇宙尺度所带来

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到爱人身旁的内心。结合原

作女主人公距离地球越来越远，她和恋人之间信息传

达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的故事情节，不难看出这首

歌正达到了一种参与表达女主人公内心的作用。《秒速

五厘米》则选择了一曲颇具传统气质的歌曲《愿往事重

来》来参与叙事。歌手山崎将义以颇为古旧的唱腔展

现了对逝去时代的缅怀和追忆。在故事最终两人擦肩

而过之后，新海诚选择插入了这首叙事歌，以歌词的形

式，将男主人公复杂的内心表达出来，而在歌词之外，

男主人公则再无太多台词，因此歌词在这里成了实质

上的叙事表达者。人物情感和心理的含蓄表达是新海

诚早期作品的最大特点，这一点也和日本传统的含蓄

美相对应。

新海诚的其余影片大都遵循这一规则，如在《追逐

繁星的孩子》中，新海诚选择了《你好，再见和你好》作

主题曲，正对应相遇、分别，然后重逢这三个点。除去

叙事歌曲外，新海诚作品中的配乐也有参与表达情绪

的功能，如《秒速五厘米》中的配乐《昔日回忆》、《空与

海之歌》、《无果的感情》、《雪中的车站》，还有《云之彼

端，约定之地》中众多以小提琴为主的配乐等，都配合

剧情的起伏，展现了极为丰富的层次，让观众可以通过

音乐，去感受影片的留白之处的画外之音。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新海诚的电影艺术受到日本

物哀观的影响极深，其影响的表现之一是一种细水长

流式的叙事风格，新海诚的作品大多并不强调过分的

戏剧冲突，而以简单的日常推进来展现细腻、日常的情

感。此外，新海诚的电影创作同样受到日本传统幽玄

思想的影响，幽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隐而不露的状态，

讲究幽远深奥的境界和感性的无法言说的微妙之感。

新海诚早年的多数作品，其情感都是隐而不露。以音

乐来诉情正是含蓄美的一种体现，诗化的音乐语言加

上新海诚散文式的叙事节奏，让影片形散而神不散，日

常的流水式叙事配合诗化的音乐叙事，让整个影片的

风格浑然一体。

三、意象暗喻的审美性

在物哀和幽玄的传统下，众多意象成为新海诚抒

情达意的手段，配合不同的情节产生不同的含义。新

海诚动画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元素非常多，其中最突出

的就是对天象的表现，《她和她的猫》有对漫天大雪的

阴暗早晨的描绘；《云之彼端，约定之地》有对漫天层云

的广袤天空的表现；《秒速五厘米》中有对星辰变换的

奇幻天象的表现。而在《言叶之庭》中，雨和天成了影

片喻示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言叶之庭》同样是一部

极具日式含蓄美的作品，两位主人公都性格内敛。影

片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处于阴雨之中，这对应着女主人

公的内心。女主人公之所以会在凉亭中喝闷酒，是因

为惧怕学校里的流言不敢前去面对，因此影片开头的

雨还伴有雷声，喻示主人公所遇到的困境。此后男女

主人公在每次的相逢中日渐敞开心扉，于是雨又开始

变得飘摇，这喻示着男女主人公内心的摆动。最终，天

空终于雨过天晴，这喻示着女主人公终于决定敞开心

扉，接受对方的内心决定。影片的灵感来源于《万叶

集》这部日式传统诗歌集，因此其表现手法和审美内核

都是传统日式物哀的集中体现。

在《你的名字》中，新海诚对于天空意象的依赖有

所削弱，该影片最重要的意象是“绳结”这一意象。日

本文化重视结缘，这种结缘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是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社会的关系，结缘的缘强

调关联，强调联系。绳结在这里联系着过去与未来，联

系着两个人的身体，绳结的扭曲，代表着时间和空间的

扭曲，因此两位主人公得以在并不相同的时间和空间

里相遇，而三叶更是得以通过绳结摆脱未来死亡的命

运，最终得以扭转生死。

电车也是新海诚动画电影的重要意象。《秒速五厘

米》中，明里转学搬走时乘坐的就是电车，这是男女主

人公第一次身处电车内外面对分别，此后男主人公乘

电车去赴两人之约，却被大雪围困，不得不晚点很久才

到达目的地，而在影片最终，两人更是因为电车的开过

而最终错过。与之对比，在《你的名字》中，电车却成为

了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意象，男女主人公两次通过电车

遇到对方，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次是三年前三叶前往

东京，在电车上看到三年前的泷，另一次就是影片最

后，电车中的泷无意中看到了车厢对面的三叶，于是冥

冥指引中，泷跑下电车，两人再次因之重逢，共同问出

了那句点题的“你的名字是？”。

时空同样是新海诚作品的重要表现意象。《星之

声》中，是男女主人公相隔的宇宙空间和短信传达所需

要的越来越长的时间；《云之彼端，约定之地》中，是女

主人公精神所处的平行时空；《秒速五厘米》中，是男女

主人公之间分离后所面临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与跨

度；《你的名字》中，是男女主人公之间交错的时间与空

间。表层意义上，时间和空间都可以造就故事的矛盾

点，制造故事冲突。更深的层面上，这里的自然或人文

空间可以升华到精神的空间，是人心灵的体现。在《言

叶之庭》中，这里的空间就是男女主人公相逢的那个凉

亭，凉亭被雨水包围，周边一片苍翠，这是个相对隐秘

的空间，因此女主人公得以在这个空间内逐渐敞开心

扉。而能够躲雨的亭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心灵

的安全避居地，它与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暗合，让女主

人公得以在这一方天地找到让心灵片刻安居的地点。

在《云之彼端，约定之地》中，女主人公佐由里的精神陷

入平行世界，因此现实世界的身体一直处在沉睡之中，

而一旦佐由里出现将要醒来的迹象，佐由里所在巨塔

的周边就会出现时空坍塌的状况，因此男主人公之一

的藤泽浩纪陷入了是要拯救佐由里还是要拯救世界的

选择中。在这个故事中，平行世界是禁锢佐由里精神

的牢笼，是一个精神上的枷锁，佐由里醒来需要打破平

行时空的禁制，于是现实意义上的打破牢笼具象成为

精神意义上的得到自由。

新海诚的动画电影创作手法受到物哀和幽玄的传

统影响，兼具个人特色，像《万叶集》这样的传统文化书

籍成为其部分作品灵感的来源，其人文性不可小觑。

在其作品中，有着含蓄和诗化的叙事，万事万物在其作

品中都带有着情绪。在物哀传统的影响下，新海诚早

期的众多作品并不强调过分的戏剧冲突或制造矛盾，

而是选择展现平淡生活的细腻日常，在并不复杂的剧

情之中展现人类复杂多变的内心情感。自然、人文等

多重意象的使用造就了精神意义上的审美境界的形

成，极具人文沉淀和个体思考。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本文从近年来女性电影体系

入手，自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德·波伏娃、

李银河等和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几部电影中女性形

象的互文、电影在主题深度上的突破与发

展、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及突破方

案，以深入探索社会学场域下的当代女性

形象。

关键词：送我上青云 女性 困境与突破

《送我上青云》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

女记者盛男，独立上进有追求，渴望真爱

却仍孑然一身。一次意外发现自己患上

了卵巢癌，需要进行手术，但父亲出轨，母

亲幼稚，家庭给不了她可能的支持，她不

得不接受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去筹手

术费。多条线索由此交叉展开。本文从

近年来女性电影体系入手，自女性主义学

者西蒙·德·波伏娃、李银河等和符号学家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的观点出发，分析

了几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互文、电影在主

题深度上的突破与发展、社会学场域下女

性的困境及突破方案，以深入探索社会学

场域下的当代女性形象。

一、女性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互文

《送我上青云》被认为女性主义的电

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女性，讲故事的视

角是女性。回顾近年来的国产女性电影，

从以性侵女童真实事件改编的《嘉年华》，

到书写青春期女性成长阵痛的《狗十三》，

再到张艾嘉将镜头对准老中青三代女性

的作品《相亲相爱》，以及去年香港深圳双

城主题的《过春天》，翻拍自韩国电影《迷

踪：消失的女人》并加入本土化元素的《找

到你》。很显然，影片选择越来越紧密地

结合现实主义风格，对现实问题、社会议

题的关注愈发强烈，这无疑契合了巴赞的

主张，即电影的本性就是对现实的自然反

映。

法国心理学家拉康曾提出著名的镜

像理论，在拉康看来，“镜像”过程的实质

是理想自我以镜中形象为中介而进行的

成功侵占。人“自我”的自发形成具有想

象的性质，它并不是人真正主体的反应而

是一种“与他人统一的自我统一的幻

想”。以拉康的理论分析，理想自我和镜

像自我均描绘了主流文化价值对女性的

想象，而并非现实女性的生存图景。不

过，透过大众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女

性群体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平等身份权

利的渴望得以进一步被激发，传媒对社会

具有建构的功能，它所传递的女性生存状

态不但形塑着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两性复

杂关系，而且推动着现实社会中女性群体

性别主体意识的进步。法国后结构主义

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 1969 年出版的《符

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

语，“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

表述”，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

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

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

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

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出来的形式

存在着其他的文本。笔者认为，《送我上

青云》与《找到你》之间存在着互文性，后

者聚焦于律政精英李捷、外来务工保姆孙

芳、高学历全职太太朱敏这三位处在自我

角色定位的迷失中的母亲，面临婚恋的困

境和失子之痛苦，而记者盛男是个未婚未

育的大龄女文青，这一形象的构建与丰满

无疑是对《找到你》中以母亲形象出现的

三位女性的补充，构成一种更为丰富和全

面的都市女性表达，她们一起向观众呈现

出一副趋于完整的画卷，即当代女性之命

运是如何囿于男权社会的偏见、职业生涯

的焦灼、物质条件的困窘，而变得异常艰

辛与沉重，找不到出路。

二、主题深度上的突破与发展

《送我上青云》的进步首先在于主

体意识的进一步发现。“女人的自我意

识不是由她的性征专门决定的，它反映

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诚

然，社会、家庭对女性提出了双重标准，

并希望甚至要求女性都要做到且能够

达到“完美平衡”。我们看到，女律师李

捷在兼顾工作与照顾幼女中疲于奔命，

全职妈妈朱敏因对家庭的付出看不到

显性经济收益而被忽视，而城市务工人

员孙芳则处于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中，困窘的生活现实使她绝望又无助，

30 岁的未婚女盛男不必烦恼于孩子，但

她得了癌症，生命进入倒数计时，无钱

手术。互文关系揭示出，每一位当代女

性多多少少会遭遇其中的一种痛苦，甚

至几种都得遍挨遍尝，谁的处境都不比

谁好。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惊喜地看到盛

男进步之处：她是具有更强烈女性主体

意识的个体。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

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

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

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形象。导

演选择让盛男不再做母亲，而卵巢手术

一旦完成，她也永远无法做母亲。盛男

不需要借由“成为母亲”来实现一位女

性的自我成就，在知道自己将被割去卵

巢后，她并没有将“这会让我无法拥有

自己的孩子”这点放在首位考虑，盛男

急着去体验性高潮，而不是急着去生一

个孩子；盛男所遗憾的是自己无法成为

完整的女人，遗憾于主体完整性的丧

失，却并不是没有孩子。

影片的第二点进步在于忠诚地描

绘了女性对身体的审视和对性欲的接

受。片中有两场戏与性爱有关，其中一

场还是盛男的自慰：在与男人上床之

后，男人的生理需求当然得到了满足，

但盛男并没有获得愉悦和满足，还是得

靠自己。

“假装高潮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

其实非常常见，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片

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大银幕直接

出现女性自慰镜头。电影极为少见地

提出并直面对女性而言亦非常重要的

问题，即“女性的性愉悦权力”。李银河

认为，关于性愉悦权力，在东西方社会

中，这一点几乎都是男女双重标准的。

一项 2004 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 60

至 64 岁年龄组的女性当中，一生从未体

验过性高潮的比例高达 28%，而这个比

例在西方各国没有超过 10%的。这说

明，中国女性的性愉悦一度是一个受到

打压的价值。可悲的是，没有人愿意去

正视并关注女性的性愉悦，这对女性当

然极不公平。福柯曾说过话语就是力

量 ，“ 权 力 借 助 话 语 在 文 化 中 发 挥 作

用”，福柯认为，“话语建构了性别特征，

而且主宰性话语能够对欲望起到限制

作用”，哪怕是在电影里，中年女性哪里

有话语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提出了

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刻板成见”，当刻板

成见的理论思想被运用到性别研究领

域时，一个衍生的概念便随之出现，即

“性别偏见”。不可否认的是，在影视文

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偏见”。作为

独力个体的成人女性世界的大门似乎

很少被打开过。毕竟，那些将社会与家

庭的双重标准、将高度焦虑和压力集于

一身的女性个体，她们不能满足男性观

众和其他非此年龄段女性观众的美好

梦想。

最悲凉的是盛男在医院看病得知

卵巢癌时，盛男居然也这样说，“也没有

乱搞男女关系，好多年没性生活了，怎

么可能得卵巢癌？”导演让盛男直接把

此种病同个人道德挂钩，这多么深刻地

反讽了以“荡妇羞耻”为表征的对女性

的刻板成见和性别偏见。哪怕像盛男

这样一个自认为不易被屈服的人，现代

女性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无可避免的

被非常陈腐的那些所谓道德规范不断

地洗脑和驯化。

影片的第三点进步在于，作为一部

女性主义的影片而不局限于女性。片

中无论男性女性，导演都只做出了人性

部分的刻画，对性别没有做任何差别对

待。对比之下，《找到你》显然塑造了数

位软弱、无能、无耻的男性，体现出强烈

的男性批判色彩，《送我上青云》中这种

批判色彩显然减弱了，增加了更多平等

的视角和对人性的关怀。滕丛丛在采访

中表示：“大多数人对男性成功的定义，

也是不太公平的。就好像对女性的很多

要求，也是不太公平的。”有关男人痛苦

的描绘，已经超越了探索女性本身的话

题，同理心体现于，这个世界也给了男性

很多世俗成功的压力。因此电影讲的是

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男女之间的

关怀与理解，人作为整体的爱与尊严。

导演以完全中立的冷静视角，白描

一幅生活的图景。盛男身边，是上了年

纪仍没有长大、爱撒娇的母亲，春心不

改、找小三的父亲，关系暧昧的四毛，只

会掉书袋的懦弱上门女婿刘光明，女性

导演特有的柔软姿态与强烈的同理心

在这些角色身上得到了绝好的体现，在

抽丝剥茧之间，观众慢慢地就能理解母

亲梁美枝为何会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

娇嗔，那个看似文艺实则懦弱的刘光明

内心经历着何种痛苦，经由导演以至角

色，发自内心的体认与共情，提供平实

而非俯视的姿态，弥足珍贵。

三、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及突破方案

波伏娃曾这样解读作为他者的女性：

“女人总是准备对世界采取一种失败的姿

态，因为她从来不曾坦率地接受过这个世

界。男人接受这个世界；不幸本身并不会

改变他的态度，他会面对这个世界，不会

‘被人打倒’；而只要有一点不快就足以让

女人重新发现世界的敌视和命运的不

公。”当代女性到底应如何明确自我人生

定位，完成自我价值的选择，又如何平和

地面对人生的苦难和伤痛。

男权规范的强调导致女性审美取向

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女性主义理论的大

量研究表明了一种实质，即男权制度下男

性关注的只是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身

体。正如波利·杨-艾森卓在《性别与欲

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所描写的，“我

们都有意无意地、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女人

的形体……在这种近乎宗教仪式化的体

形分析过程中，女人是一个客体；在他人

眼中和她自己眼中她都是一个被动的评

价对象，而不是主体。”

当女性的吸引力本质上还是社会习

俗和性别文化传统所规约的产物，这其实

便将女性继而是男性同时投掷到了自身

困境与无奈的社会怪相之中。女性在男

权社会里的资本依然是青春和美貌，能

力、学历这些，甚至成了减分项目。自视

清高的高学历女文青，当她在旅途中偶遇

英俊善良的文青刘光明，为了维护他的自

尊，甚至还下意识地隐瞒了自己的博士学

位，谎称自己硕士毕业。而影片中梁美枝

对女儿喊道“你这么能干难怪没有男朋

友”！身为母亲，她的这句话，又代表了多

少人对独立、有能力、有点强势的女孩子

的偏见？

另一方面，电影学者胡克教授提出，

“中国妇女生活的社会文化使她们担负着

双重任务，一是在与传统挂念决裂中证实

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二是在男女角色

冲突中证明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找到

你》里，姚晨借李捷之口，说出了自己长久

以来的困境与疑惑：“这个时代对女人要

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

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

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

生儿育女是女人应尽的本分，这不算一份

职业”。“中产阶层女性渴望达到个人与家

庭之间的平衡状态，希望在履行母职的同

时能够保有自我的职业和生活空间。然

而，在公共领域对女性‘工作—生活’平衡

难题的消极强调和家庭成员对‘平衡’的

不同界定方式下，母亲的行为决策受到多

重因素的制约，所谓平衡的状态不易实

现。”

在今天的社会学场域下，女性的困境

该如何解决？伍尔夫曾在《达洛卫夫人》

中反复说到“花与花联合起来”，这反映了

她在1923年女性主义发展的早期就阐述

的在同性之间寻求心灵抚慰的理想期待

——性别平等的进步意识和女性话语的

探索、表达，即在女性之间寻求一种“姐妹

情谊”，并将这种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

受、共同的诉求汇聚为女性共同的声音，

通过女性同性间的彼此理解、扶持促进女

性群体的历史性觉醒，并主动与男权社会

对话与抗争，以实现性别平等、和谐发展

的历史旨归。仔细观察以《找到你》、《过

春天》、《相亲相爱》等为代表的诸多表现

女性主题的影视文本会发现，女性之间的

关系已经由传统男权文化下的彼此争风

吃醋、猜疑嫉妒的紧张状态转变为同命相

怜后的彼此理解、相互关爱，这种转变似

乎预示着一条通向女性救赎与自由的路

径。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从女导演滕

丛丛对男性困境的观照、对男女之间关怀

与理解的希冀中，思索另一条解决女性困

境的道路。这就是艾森卓所主张的：性别

问题若要得到彻底解答，关键在于人们能

够获得一种洞彻内心异性情结的能力。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

术学院。【基金项目】2020-2021年度陕西

妇女/性别课题研究项目《陕西精神文明

建设视角下“社交型”性侵女童》，项目编

号：20FN-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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