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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课》：
语言的编码与空间的生产

广告

进入新世纪以后，女性地位不断提

升，女性形象在艺术领域备受关注。越

来越多影视剧将女性人物作为主角，演

绎了女性的职场故事，批判了传统男权

主义思想，引发了社会大众对职场女性

的关注。本文将具体探讨都市职场题材

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力求探究女性角

色塑造的困境与突围。

一、从男尊女卑走向男女平等

受到传统思想影响，影视剧在展示男

女关系时，大多偏好男强女弱的关系，将

女性视为被看的对象，使女性角色成为丰

富情节的附属品。伴随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与女权意识的觉醒，女性地位明显提

升，影视剧中的女强人形象越来越多，并

从男尊女卑走向了男女平等。

在一些都市职场题材影视剧中，女

性曾经受到男性话语霸权的主宰。这是

受男权思想的影响，男性拥有绝对的话

语权，一些影视剧以男权主流话语为导

向，将男性作为中心人物。这种文化观

念影响人们对女性的评价，认为好看的

皮囊是在都市职场乘风破浪的关键，美

丽的容颜是在职场竞争获得优势的前

提。此外，一些都市职场题材影视剧也

曾存在过女性歧视的情况。比如电影

《中国合伙人》中，杜鹃扮演的苏梅是沉

醉在美国梦的中国学子，是命运让她在

最脆弱的时候出现一个守护者。苏梅有

着坚定的目标，更清楚成东青不是她的

终点站，当到美国的机会来临，苏梅还是

选择分手嫁给美国人，借机拿到美国的

绿卡。苏梅为了自己的未来甚至可以放

弃爱情，电影用这种情节暗示了对女性

的歧视与偏见。

一些影视剧受男性话语霸权与女性

歧视观念影响，对女性角色的塑造陷入

了困境。随着性别平权意识的不断发

展，更多女性呼唤男女平等，改变了长期

以来的社会结构，破解了男尊女卑传统

思想禁锢下的困局。以电影《杜拉拉升

职记》为例，女主角最开始想依靠伴侣过

上自己向往的生活，但经历过后发现只

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梦想，因此将全部

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体现了男女性别

平等的观念。最后，都市职场题材影视

剧女性体现了女权主义的发展。进入20

世纪之后，以职场为题材的影视剧不断

增多，以女性为主角的职场影视剧相应

增加。部分导演将关注点放在女性角色

上，打破了传统的角色结构，而是对性别

角色进行了重新调整，使情节呈现女强

男弱的特点。

二、从形象扁平走向形象立体

长期以来，女性角色经常以男性角

色为中心，满足了男性中心文化，职场女

性的刻板形象也相应生成。当男性话语

权逐渐减弱，男性中心文化与女性中心

文化分庭抗礼，职场女性的形象终于得

到丰富。

对女性的扁平形象塑造，主要体现

在两点：首先，都市职场影视剧女性角色

存在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某个

社会群体形成的概括性看法，性别刻板

印象是其重要表现形式。过去影视剧作

为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进行了还原，将

生活故事搬到大银幕上，建构了女性刻

板印象。在互联网未得到普及前，电视

成为人们娱乐生活的首选，观众对影视

剧越发依赖，自主接收了影视剧施加的

观念。以《丑女无敌》为例，剧中隐藏着

许多传统的性别观念，如林无敌虽然长

相不佳，缺温柔善良，可以胜任男性的副

手，成为一个称职的秘书。“长得不漂亮

却又才华，仍然能够在职场为男性领导

提供帮助”，这种刻板印象受到传统女性

观念影响，导致主角形象具有扁平化特

点。除了林无敌外，其他女性也和传统

女性形象保持一致，如衣服时髦、身材苗

条、依附男性的安茜、裴娜等等，使新女

性形象的塑造走向失败。其次，都市职

场女性角色容易陷入爱情危机。很多都

市职场影视剧的女主角都爱情不顺，在

事业上蒸蒸日上，在情路上荆棘密布。

部分影视剧中的职场女性外刚内柔，为

人处事偏向男性风格，在日常生活中做

事果断，不会流露出任何的负面情绪。

由于处事圆滑雷厉风行，这类女性为自

己戴上了一层面具，掩饰了自己脆弱而

敏感的内心，无法与异性建立亲密关

系。如《欢乐颂1》中的安迪，她受到原生

家庭影响，与男性关系疏离，即便后来认

识了魏渭也始终和他保持着距离。还有

一部分职场女性因为工作忽视家庭，导

致丈夫与自己渐行渐远，甚至出现了出

轨的行为。

近些年，都市职场女性角色逐渐饱

满。过去的部分影视剧存在对女性的刻

板印象，认为女性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必然

会在情场上失意，导致职场女性形象相对

单一。近十年都市影视剧接受了时代精

神的洗礼，对女性角色的认识被刷新，女

性角色也走向了多元饱满。在剧中，女性

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不再是一心扑在工

作上的传统女强人，而是力求兼顾工作与

生活的普通女人。以《安家》为例，女主角

并不是事业有成的女老板，而是一位房产

中介，每天随身携带着测距仪、指南针、计

算器这些专业物品，以备客户看房时所

需。她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对待爱情怀揣

赤诚之心，在她身上观众能看到一个普通

女性在职场奋进的身影。

三、从关注家庭走向关注社会

家是温暖的港湾，传统思想主张女性

回归家庭，将家庭置于首位。这种观念实

际上将家庭变为了女性的思想牢笼，导致

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消失，最终与社会脱

节。新时代的职场影视剧走出家庭，走向

社会，证明了女性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

献，肯定了女性的工作价值。在过去，都

市职场影视剧女性曾经受到传统家庭观

念的束缚。许多职场剧宣扬“男主外，女

主内”，给女性套上了思想枷锁，使女性成

为家庭妇女，承担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在

农业社会时期，女性的确坚守家庭，将家

庭事务作为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但是农

业社会更迭向前发展，女性的日常生活更

加丰富，传统角色塑造陷入了困境。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女性中心文化的崛

起，职场影视剧女性也开创了自己的多面

人生。首先，女性不再是职场的花瓶。在

传统社会，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无处不在，

人们认为女性在职场中打扮漂亮就可

以，能够当上高层的女性领导都是依靠

自己的美貌。这种偏见对影视剧女性形

象的塑造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随着女性

意识的角色和女权主义的兴起，影视剧

中的女性歧视逐步被打破。比如，在《杜

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最在乎的不是在

外貌上如何修饰自己，而是在气质上如

何提升，让美丽伴随事业发展而越发明

显。杜拉拉在追求事业的同时注重提升

个人修养，赢得了职场男性的尊重，体现

了女性意识的高涨。其次，女性也设定

了自己的职业目标。长久以来中国女性

生活在男权社会中，反抗之路崎岖不

平。但在反抗过程中，女性的内心越发

顽强，女性也真正实现了精神成长，选择

为自己的理想拼搏一生。

（作者系信阳农林学院规划与设计

学院助教）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

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

内热门电视剧中女性角色的“第二性”符

号研究》（2020-ZZJH-393）

■文/李 杨

《波斯语课》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发生

在二战期间的真实事件。导演瓦迪姆·
佩尔曼将所有关系集中在纳粹集中营这

样的极端环境中，通过对语言的功能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展现出极

端环境下人的智慧、战争的残酷和人类

永恒的价值。

一、语言的编码与虚伪性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作为能指的语音

和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语音是同所

表达的概念相联系而不是同现实世界中

的真实的事物相联系。而语言这样的特

质被电影中的犹太人吉尔斯利用，使他

成功逃脱了第一次死神对他的追捕。吉

尔斯在大车上出于善良将一块面包与一

个饥饿的人的波斯语书交换，这一举动

也成为他获得活命的资本之一——波斯

语书。在这个中转性质的集中营中，德

军上尉科赫一直在寻找一位波斯人教他

波斯语，吉尔斯被发现后便带到了科赫

面前。吉尔斯用编造的波斯语骗过了科

赫使他逃脱了死神的追捕，但也给自己

的生存设下了巨大的威胁。面对科赫越

来越多的词汇需求，吉尔斯在登记犹太

人的信息时突获灵感，他用犹太人同胞

的名字做词根，编码了一门新的“波斯

语”。语言确实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

吉尔斯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门重新编

码的共时性语言，这种语言只为他和德

军科赫所使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分

离性使吉尔斯获得了生存的希望。

在纳粹集中营的环境下，语言也出

现了虚伪的性质。在德军军队中，每一

次下级向上级汇报时都要报告一声“希

特勒万岁”。福柯认为，历史是话语的构

造，在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

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

而建立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框架。在

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

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在纳粹集中营的

环境中，到处都在展示着纳粹的话语权，

一句“希特勒万岁”包含了几乎所有关于

纳粹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其所体现的精

神却不并完全被人认可。“希特勒万岁”

本来包括着下级对上级从行动到内在精

神的绝对服从，但下级士兵在喊出口号

后并没有对上级产生绝对服从，甚至还

有对上级嘲笑、讽刺成分的存在。

二、空间的生产与身份的认同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

成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

础。”纳粹集中营完全体现出福科理论的

公共的与权力的这两个特点，公共生活

在犹太人与德军士兵中同样都是存在

的，不过两者界限分明。在犹太人的公

共生活中，每一个犹太个体都被简化成

一个符号。而在德国军队中，公共生活

则是在对犹太人集体压制的基础上建立

的，也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

但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或权力关

系的容器，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

的，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

化。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有物质、精神、社

会三种，应将其相互联结起来，这样才能

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之间。在纳

粹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人的身份是断

裂的、片面的，是丧失了其历史性。科赫

上尉在参军之前是一名厨师，参军后逐

渐与自身身份产生断裂，他成为可以对

犹太人的生命具有处置权力的更高级的

人种。身份的断裂并没有成为德国军人

的直接负担，科赫反而利用自己的权力

找到了吉尔斯来学习波斯语，但他的内

心深处早已经做好了其他的打算。

在纳粹集中营中，这样的特殊环境

中也产生了不同的身份。对吉尔斯来

说，平时在厨房里他的身份仍旧暂时活

命的卑劣人种。但在空间的转变中，吉

尔斯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当他在科赫

的办公室时，科赫几乎已经完全把他看

成是亦师亦友的存在，甚至两个人还进

行了一些精神上的交流。因此在私人空

间中，吉尔斯获得了身份上的转变，他和

科赫几乎成了两个平等的人，他们之间

除了符码性质的“波斯语”外，还产生了

一定的精神交流，但这种温情的根基并

不牢固，是建立在吉尔斯真的会说波斯

语的基础上，显然这种假设是根本不成

立的，因此这种温情也带有某种虚假的

性质。

电影中，集中营被划分成三种类型

的空间，犹太人的、德国军人的以及科赫

与吉尔斯的私人空间。犹太人的生存空

间是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德国军人的生

存空间，不仅具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和

稳定的物质保障，他们也还在追求精神

生活。这两种空间是对立的，却在上尉

科赫与假波斯人吉尔斯之间产生了微妙

的联结。当科赫在办公室用吉尔斯教他

的波斯语符码完成了一首诗，并向吉尔

斯朗诵时，窗外的犹太人正在遭受德国

士兵残暴的虐打，通过一间窗户将这三

种空间联结，使观众能在这一画面中感

受到战争的荒谬和强烈的讽刺感。

三、战争的残酷与永恒的人性

战争是人类反思的永恒主题，尤其

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应该成为人

类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瓦迪

姆·佩尔曼选择二战为背景题材的原因，

只有通过不断地反思才能找到关于正义

与真理的答案。

在纳粹集中营中，德国士兵往往丧

失了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他们抛弃了伦

理价值只认可纳粹党意识形态上的标

准。纳粹的官僚体系使每一个岗位上的

德国士兵都只需对其所承担的部分负

责，他们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服从，而服从

权威使个体丧失了道德价值感，成了只

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当行动被例行化

时，人类也会丧失道德感，如影片中纳粹

的意识形态已深入每个德国士兵，士兵

拜耳只是通过对吉尔斯的外在特征就判

断其是犹太人，这种对犹太人的偏见来

自于整个纳粹德国的宣传，通过对犹太

人这一名词概念的规定来约束和实践对

犹太人所执行的行为，德国士兵也被教

导，不可对其暴力受害者产生任何同

情。因此，集中营的景象有多残酷，就可

想象整个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遇的残暴

对待。

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仍有闪光

的人性存在，这也是人在非理性的战争

中对自我主体性的坚持。当吉尔斯第一

次有机会从集中营逃跑时，遇到了一个

上了年纪的士兵，他告诉吉尔斯树林前

面就是地雷阵，如果是他会选择返回集

中营，吉尔斯听从了老人的建议，从死神

手中再一次逃脱。除了来自陌生人的善

意，在集中营中也有亲情和勇气。集中

营中来了一批中转的犹太人，吉尔斯请

求科赫让他把食物带回集体宿舍去救一

个奄奄一息的聋哑人。吉尔斯的行为使

他收获了聋哑人哥哥的信任，最后聋哑

人哥哥牺牲自己救了吉尔斯一命。影片

中纳粹军官间的勾心斗角与集中营中犹

太同胞的真诚信任形成复调的对话模

式，导演通过展现不同人群的选择与对

话来刻画人性的复杂，将二战中人性的

复杂表现得淋漓尽致，总有一些永恒的

人性给予我们希望和力量，他们所做的

选择便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在选择中

体现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所在，是自古

以来人类所公认的确定的积极的价值，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

院讲师）

综艺节目以其娱乐性功能吸引了

广大观众的注意力，创造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进一步提高

话题热度，再次掀起收视狂潮，综艺节

目制作者纷纷探索电影转型之路，试

图拍摄与节目相关的综艺电影。值得

注意的是，当前综艺电影仍然处在发

展初期，需要冲破现实困局，在创新之

路上继续前行。

一、综艺电影的独特之处

进入“流量时代”后，国内综艺节

目越来越多，所涉内容越来越广泛，很

多节目脱颖而出，开启了国内的话题

讨论，使节目热度不断攀升，点击量与

日俱增。为了延长节目寿命，让节目

继续发挥余热，制作方将目光从综艺

转向电影，试图打造具有综艺化效果

的影片。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有很多

制作方收获了累累硕果，以低成本赚

取了高收益。《爸爸去哪儿》这部综艺

电影堪称“现象级电影”，制作方通过

它狂揽七亿票房，正式宣告了综艺电

影的崛起，使无数后来者跃跃欲试。

对综艺电影成功的原因进行剖

析，可以发现其独特性体现为如下几

点：第一是综艺节目嘉宾效应。无论

是《爸爸去哪儿》，还是《奔跑吧兄弟》，

亦或是《极限挑战》，都汇集了娱乐圈

的一线明星。在“流量为王”的大背景

下，“自带流量”的明星为综艺节目赚

足了噱头，使综艺节目迅速吸引大批

粉丝观众。在综艺节目中，明星不再

高高在上，而是与粉丝亲切交流的普

通人。人气明星的特点在综艺节目中

全部展现，个人特色尽显无疑，赢得了

观众的喜爱与追捧。综艺电影源于综

艺节目，演员大多为综艺节目原班人

马，自然获得了粉丝的极力支持。第

二是舒缓观众心灵压力。当代人生活

节奏加快，渴求通过娱乐活动释放压

力，获得心灵上的片刻休憩。综艺节

目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能够舒缓观众

的心理压力，满足观众的心灵需求。

在《极限挑战》中，嘉宾经常需要完成

节目组设置的任务，通过重重关卡获

得最终胜利。电影与综艺节目内容如

出一辙，各个嘉宾想方设法赢得比赛，

对话沟通暗藏玄机，竞赛过程紧张刺

激，无不让观众开怀大笑，极大调动了

观众的观影兴趣。第三是电影宣传力

度较大。纵观国内票房较高的综艺电

影，可以发现制作方在宣传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采用了线下宣传和线上宣

传两种方式，投放了大量网络广告，并

通过炒作促销等手段扩大传播范围，

使更多观众得以了解电影内容，选择

去电影院支持影片。

二、综艺电影的现实困境

综艺电影一度在市场中引发热点

话题，成为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在

贺岁档中杀出重围，但近两年综艺电

影发展仿佛进入了停滞期，影片数量

不断缩减，电影票房日益减少，观众批

评更加尖锐，使制作方不得不正视综

艺电影存在的现实问题。首先，综艺

电影缺乏情节的连贯性。以《奔跑吧

兄弟》为例，每期节目由任务串联起

来，嘉宾完成任务获得相应线索，或者

是获得一定积分，为最终任务做足准

备。不同任务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

任务游戏并不存在交叉。跑男大电影

搬用综艺节目的框架，仍然坚持以游

戏任务为导向，情节线索并不明晰，主

角人物性格无法凸显，电影主题表达

并不到位，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

其次，综艺电影同质化现象严

重。我国综艺节目虽然繁多，不同节

目却存在同质化弊病，很多节目都出

现了完全相同的游戏，情境设定大同

小异，导致节目效果不佳，缺乏新鲜感

与吸引力。综艺节目的同质化弊病影

响了电影的发展，导致综艺电影如同

复制粘贴，故事架构完全一致。比如，

《爸爸去哪儿 2》这不电影出现了“萝

卜蹲”的游戏，这一游戏在很多节目中

反复出现过，《快乐大本营》、《奔跑吧

兄弟》等均运用了这一游戏。当电影

中出现游戏画面，很多观众都会产生

厌倦感，失去继续观看的兴趣，对电影

颇有微词。

最后，综艺电影缺乏人文内涵。

真正的经典电影如同封存了多年的老

酒，再次观看时仍然觉得酣畅淋漓，让

观众热血沸腾，进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与电影中的人物同悲同喜。对比综艺

电影，后者的人文内涵太过浅薄，文化

价值和艺术价值严重不足。大多数综

艺电影并未站在一定高度上反思社会

现状，解释深层次概念，而是片面追求

形式化，为热闹而热闹，为喧嚣而喧

嚣。因此时隔多年，经典电影仍然能

以令人称道的特效技术与美轮美奂的

剪辑方式吸引观众，综艺电影却在电

影市场的大浪淘沙中消失于无形。

三、综艺电影的发展路径

当前很多制作方发现了综艺节目

的商机，积极探索综艺节目迈向综艺

电影的道路，推出了小成本的综艺电

影。少部分综艺电影在市场中激起水

花，并以一石卷起千层浪的态势影响

其他节目，引起了电影导演的注意。

大多数综艺电影难以成功，虽然进行

宣传造势却无法赢得高票房。

为了推动综艺电影的健康发展，

为了让综艺电影在电影市场中占据有

力竞争位置，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应该重视电影情节线索和人物塑造。

好的电影是在讲述故事，讲述方式可以

是不急不缓的，也可以是缓中有急的，

好的导演用自己的作品诠释了如何讲

好一个故事，给予今天的综艺电影很多

启示。在制作电影之前，应该反复锤炼

电影剧本，梳理电影的不同线索，让线

索交织于一处，顺势达到电影的高潮。

线索确定后，应该将各个情节串联起

来，形成新鲜完整的故事，便于电影演

员的角色表达。角色应该为情节叙述

服务，电影演员必须牢记自己的角色

特点，完成电影赋予自己的叙说功能，

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观众、感染观众。

在把握情节线索、塑造中心人物的同

时，还应该突出电影主题，从立意上对

电影进行升华，使电影逐步从综艺节

目中脱离出来，成为完全独立的个

体。第二，应该不断创新电影内容和

制作方式。综艺电影如今已经进入发

展的瓶颈期，为了突破瓶颈实现发展，

应该避免出现同质化问题，对电影内

容进行大力创新。综艺电影并非综艺

节目，二者的内容不能完全相同，穿插

在故事叙述中的游戏任务等需要创

新。除了在内容上有所变化外，制作

方式也需要突出电影特点。电影制作

至少要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导演需要

打磨细节，体现综艺电影的诚意。一

方面，需要根据镜头剪辑的需要灵活

处理画面。另一方面，需要调动各创

作部门的积极性创造经典的银幕形

象。第三，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严格

把控节目质量，提升中国形象的传播。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

学院讲师，节目创意策划实验实训室

主任）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省级体

制机制改革试点项目《新时代传媒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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