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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ll the film works of 2016, the small-cost comedy Some Like It Hot became the black horse of the year 

with a total box office of 1.441 billion. This paper is guided by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nalyzes it from the ideology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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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电影中，小成本喜剧《情圣》分别以6.58亿的总票房成为黑马。本文以20世纪西方文艺

理论为指导，在意识形态框架下，对其进行分析。 

关键词：《情圣》 意识形态  

1.电影情节 

 《情圣》中，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男主人公肖翰，

受同窗意外去世的刺激，感叹人生的无常，内心的不安

分或者说力比多在遇到性感女神优优之后被激发出来，

希望重新找回心跳的感觉，然而，在简短的梦里，突如

其来的意外打断了即将实现的美梦，使他认识到这种刺

激的“偷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回归家庭。 

2. 叙事理论与情节分析 

2.1. 结构主义叙事学下的情节分析 

俄国文论家普洛普在其《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一书

中，从上百个俄国民间故事中归纳出故事的 31 种功能。

法国叙事理论家托多洛夫进一步简化为五个单元，即故

事发展的一般模式： 
（1）、开始时的平衡状态； 

（2）、突发事件造成失衡； 

（3）、主人公觉察到失衡； 

（4）、主人公通过努力，改变发展轨迹； 

（5）、重新建立平衡。 

电影中，男主表面处于平衡状态，实则内心不安分，

遇到女神造成内心的不安分使力比多由隐性成为显性，

产生行为的偏差，失衡。一场梦释放“本我”，“成全”

美梦，然而潜意识告诉自己，梦并非完美，促使主人公

改变失衡的状态，回到平衡。与上述五个单元不同的是

主人公通过梦中潜意识的 “他者”的惩罚使自己回到

初始的平衡状态，梦的结果是肖翰从酒店窗外的高层平

台一跃而下。 

2.2. 弗洛伊德的 fort-da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得经受“现实原则”对“快

乐原则”的压抑。我们愿意承受这种压抑是因为通过推

迟眼前的快乐，我们到头来可以如数的甚至加倍的拿回

来[2]。他注意到孙子玩耍时喊着“fort！”（走啦），

把一个玩具扔出童车，然后喊着“da！”（来啦），再

用线拉回来。一个安排被打乱了，而又最终得到了恢复。

从以上角度来看，文学（文化）形式是安慰的来源。我

们之所以忍着“消失”带来的痛苦看完一部电影，是因

为我们知道这种“消失”终将会回归。这才符合我们的

价值期待，我们才会心满意足的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和

圆满。结局才是我们期待的，曲折的经过只是满足我们

“窥探”的好奇心。电影的安抚作用和展现社会核心价

值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2.3. 视域期待与视域融合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视域是掺杂着人生观、价

值观和种种偏见的前见，从属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大视域

（传统）[1]，读者（观众）和文学（文化）形式都存

在各自的视域，理解其实就是视域的融合过程。观众观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7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r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CLAHD 2020)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302

mailto:517868456@qq.com


影时将自己的视域与电影的视域产生融合。有赞同的回

响，有批判的质疑，又有否定的排斥，三者揉合在一起，

形成对电影的总体判断和评价。 

姚斯提出了视域期待理论。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

作品的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

在既往的审美经验（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

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窄的文学期待视

域；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

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域[1]。前者

主要是针对电影本身的演员、情节、幽默成分等产生期

待。《情圣》由喜剧演员主演：开心麻花团队、肖央、

小沈阳、闫妮等，基于之前参演的小品、电影、电视剧

的判断，这应该是一个笑料十足，包袱随处可见的超长

小品集合。故事的情节是喜剧，应该是大团圆结局。而

后者则会从个人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出发，期待电影带给

我们的种种社会价值观、正能量。 

如果说视域期待使观众产生观影冲动的话，那么视

域融合则是验证期待和产生评判的过程。不出意外，《情

圣》确实可以称得上包袱遍地、笑料百出、充满种种恶

搞的小品集。第一种视域期待得到了满足。而电影的大

团圆结局则体现了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谐、公平和正义。 

2.4. 互文性和陌生化 

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认为索绪尔理论中的能

指对应的所指又会指向新的能指，这是一个无尽的过

程，因此，为了使这些字词构成某种相对连贯一致的意

义，其中每个字词都必须包含先行字词的痕迹，并且让

自己向后来的字词的痕迹开放。一切文本都是用其他文

学文本组成的，都是互文的。电影，作为一种文学（文

化）形式，不可避免的会与其他电影产生互文现象。如

主题、情节、演员等。《情圣》上一版本为 1991 年周

星驰的《情圣》，虽然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是电影名

的互文也让观众联想到当年周星驰电影的成功，对电影

充满期待。这种期待将会在观影过程中加以验证。 

“陌生化”和“互文”现象相对，由俄国形式主义

提出。陌生化“就是要使现实中的事物变形”，使它们

不同于人们思维定势中的样子。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

学创作不能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

艺术加工，陌生化使本来熟悉的对象陌生，使读者在欣

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依靠新的创意“出奇

制胜”。 

陌生化使观众对于电影的期待得到“异形”的验证，

种种期待和融合的差异形成了电影独特的艺术性和幽

默感，“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3. 意识形态与电影情节 

权威百科全书网站维基网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

人、群体或社会持有的一些列信念，亦为构成人信念、

目标、期望和动机的一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观点。是人、

政府或者其他群体遵循的综合的、规范性的观念，可以

指导正确的行为方式。 

对于《情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梦是无意识的

释放，是本我“横行”的世界，为什么会有一个无意识

的“他者”告诫并惩罚男主？为什么观众会期待男主（消

失）的回归？为什么故事的结尾都是要回到平衡状态？

伽达默尔的大视域（传统）是什么？为什么观众的视域

期待会对电影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为什么电影要迎合

大众品味？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除了要将经济利益纳

入考虑范围以外，我们还应留意以下几个方面： 

(1)、电影，作为一个产业，最终目的在于经济收

益。此外，作为一种文学（文化）形式，不可或缺的具

有教化的功能。其本质上是社会统治阶级统治、教化、

安抚公众的一种传媒手段。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意

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化的目

的在于缩小差距，最终达到融合。21 世纪社会核心价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切的

文学（文化）形式都被纳入这一意识形态之中。与其说

文学（文化）形式体现了核心价值（主流意识形态），

更确切的说它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2)、电影放映时，必须列出公映许可证。这是公

映前的审核机制。审核重点在于主题和内容：、是否正

面积极，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包含不健

康因素，是否适应本阶段社会发展的主题。这是到达观

众的第一道防线，与时代发展主题不和谐的因素都将会

被驱逐出去，这样，大众看到的就是正面的、积极的，

与时代主题、核心价值相一致的文学（文化）形式。所

有的文学（文化）形式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都必须经

历这样一种“整形手术”，以最美的样子进入大众世界。

这也是《武媚娘传奇》在播放过程中删减部分画面的原

因。 

(3)、梦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由三重人格构成：本我（id）、

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完全无意识，

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感受外

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遵循“现实原则”；超我代表

社会道德标准，压抑本能，遵循“至善原则”。人的欲

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于是便迂回的表现在梦

中。  

《情圣》中肖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管，工作稳定，

收入不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家庭幸福。他对生活的

不满，仅仅是受到同窗意外死亡带给他的“生活的意义

是什么”的思考，在繁琐的日常工作、生活之中找不到

心跳的感觉，直到遇到了女神优优，受到力比多的驱使，

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肖翰创造各种机会和优优见

面，甚至不远万里来到泰国。他的诚意打动了优优，两

人开始约会，为了哄女神开心，明知家人可能会在姑妈

家给自己过生日，还是带优优去吃面条…… 梦里，夏

洛和肖翰的女生梦想都得到了实现，力比多得到了满

足。 

肖翰在梦里通往力比多之路。在弗洛伊德看来。梦

表现的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但是电影中的梦和佛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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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梦并不完全相同。除了本能欲望，肖翰的梦里还存

在潜意识的“理性因素”。虽然梦中他可以和女神在一

起，使力比多“现实化”，然而，在梦里还有一个理性

的“他者”，惩罚力比多驱使下的“本我”泛滥，最终

肖翰也宾馆窗外一跃而下结束了“美好”的梦。 

梦当然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无意识的本我的释放，梦

里，超我可以被弃之不顾，自我处于休整阶段，本我得

以恣意横行的发挥，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里都可

以实现：金钱、名誉、地位、女人。这种梦的结局对于

个人而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没有社会危害性，不会

负面影响社会大众，即使闲暇聊天时拿出来分享，也无

伤大雅，听者基本都是一笑置之。然而，对于一部具有

公众影响力、模仿性的电影而言，梦的结局则无法登大

雅之堂，因为它承载着社会的核心价值，需要传播社会

正能量。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它所传递的意识形态信

息应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样才会有生根、发

芽、枝繁叶茂的土壤和基础。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

理念，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具体表

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这里的梦

是伟大的梦想，一切有利于实现中国梦的方法都可以被

采用，而不利因素则应严格剔除。相对于个人无意识、

本我释放的梦而言，中国梦包含了所有全体社会成员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是集体最高梦想，一切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都要紧

紧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意识形态。 

4. 关于“直男癌” 

《情圣》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种种“历险”过程：刘

磊开房被撞破的机智脱险，妻子在姑妈家撞到肖翰和优

优后的尴尬和朋友的仗义解围等等。有网友评论其助长

了种种社会不良风气，如肖翰和刘磊的婚内出轨等等。

更有人暴其有明显的“直男癌”倾向——大男子主义和

对女性的贬低。然而，我们不可忽略其中细节：电影中

刘磊妻子对开房信息的警觉，肖翰妻子沈红陪同捉奸的

仗义，都展现了现代女性勇敢、机智、独当一面、专情

的气质。《情圣》中贤惠的妻子沈红，完全是站在褒扬

现代女性的立场。 

电影中的大男子其实是机智的小男人，刘磊的机智

逃脱是害怕被妻子发现，沈怀、刘磊、艾木为肖翰巧妙

的开脱虽然是促生其“坏事”，但也是为了满足好兄弟

一次心跳体验的尝试，不然则会有“老二”（邓超饰演）

突然离世后，让人唏嘘人生苦短的悲哀。再者，所谓的

“丑化”，如优优的男朋友是黑社会老大，严格来说，

应该是“筹划”，电影情节的设计具有随意性，为了突

出主题，有时候也不得已的扭曲世人心目中女神的形

象，同时，也是告诉世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女神若

是完美无瑕，男主人公和她们生活的很幸福，又何来回

归的大团圆结局。所谓“成大事，不拘小节”，况且，

那或许只是一场梦而已，观众对此大可不必锱铢必较。 

5. 结论 

再次回到本文的重点：意识形态。情节的设计是为

了突出主题，主题则是为了体现意识形态。在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框架下，电影叙事设计享有充足的自主权，或

喜剧、或传奇、或悲剧、或反讽，人物设定可以常态化，

也可无厘头，情节也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由度。 

总体来说，《情圣》以离奇、曲折的情节，用幽默

的方式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流意

识形态。观众的视域和电影视域呈现了较高程度的融

合。观众评分以及票房说明了电影在多元化社会中的接

受程度。而且，电影，作为一种消遣方式，能够让观众

在涕笑中产生共鸣，领悟社会的核心价值，有意识、无

意识的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衡量和修正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其作用已经得以充分发挥。当然，电影的高票

房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顺应意识形态，符合社会价值，还

有诸多其他因素，演员、情节、语言、幽默都是两部电

影成功的因素。但是这一切因素都是在上述的意识形态

领域以内的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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