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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sts to the villages, cities in Chinese movies are not fully expressed. Since the 90 s, 
the sixth gener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ors for city films.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groups 
that they based on urban/reality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express viewpoint, presented the cities 
they have seen. To Understand LouYe’s city film, we need to begin from space and body on which 
he reflects city emotional experience, make us see the person's psychology landscape behind city 
landscape. It is a kind of self express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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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对比乡村，城市在中国电影里的表达并不充分。90年代以来，第六代导演成为城

市电影的主要言说者，与其他导演群体不同，他们立足于都市/现实的文化心理及表达视点，

呈现了他们眼里的城市。理解娄烨的城市电影，需要从空间与身体出发。他以此来观照都市

人的情感体验，让我们看到都市繁华景观背后人的心理景观，是一种自我视角下的城市表达。 

1．引言 

对比乡村，城市作为电影的萌芽、扎根、繁荣之地，在中国电影里的表达并不充分。建

国以来，中国电影里的城市或等同于乡土的概念，或等同于“都市里的村庄”，大部分导演

试图从道德评价、政治批判、历史反思的角度勾勒出文明与愚昧、现代与落后的图景。伴随

着现代化城市的进程，怎样表现城市空间、城市体验，以此来跟进城与人的现代性，无疑成

为众多导演的思考题。80年代以来，真正具有现代都市意识并带来城市讨论话题的电影始于

张泽鸣的《太阳雨》和孙周的《给咖啡加点糖》，二者试图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都市人面

对现代化都市理性上肯定/感情上否定的双重矛盾心态。此后，第六代导演携带着城市标记，

以带有自传性的生活经验为表现内容，开始了第六代人的城市书写。娄烨是第六代群体中特

立独行的一个，从《周末情人》开始，他执着于都市空间和都市人的情感心理的表达，既不

同于师辈，又区别于同辈，因此，将娄烨作为一个个体来考察，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

厘清了娄烨所属群体的文化心理及表达视点：都市/现实，并选择了两个解读的视角：空间与

身体，从而得出他对城市的一种想象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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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土/历史还是都市/现实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同代际的导演群体均有涉及城市电影，但立足点不同。理解娄烨

的城市电影，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他所属群体的文化心理及表达视点。长期以来，乡土与都市

的概念在中国的电影文本里呈现互文性的特点，理解城市电影需要借助乡土电影作参照，汪

晖的《当代电影中的乡土与都市：寻找历史的解释与生命的归宿》[1]认为，第五代导演以“精

神流放者”的心态来看待那片“黄土地”，他们身上带着城市文化的印痕，“面对着都市文

明的混乱、非道德化和精神的颓丧，这批‘精神流放者’一方面身陷其中，不由自主，另一

方面又产生了深刻的叛逆与疏离的情怀”，他们一方面批判乡土礼俗的愚昧、落后，另一方

面又为黄土地所蕴含的原始的、神秘的力量所深深吸引，以此来寻找寄托。同现代化城市共

同成长的第六代导演面对城市，与第五代导演面对乡土的矛盾心态基本相似，但他们并无“流

放者”的经历，因此他们的困惑无法延伸到城市以外的那片“黄土地”，不管以何种方式抗

拒城市，困扰依然存在，依然停留在城市。立足当下的表述视点，并没有解决娄烨等人的都

市困扰，反而让他们走入了更深的陷阱。那么如何来解决他们的都市困恼？王海洲的观点可

以给我们一点提示，他在《视点及其文化意义：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研究》一文中认为，90年
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电影呈现出“反城市化”的特点，从不同创作群体来看，这种“反城市化”

主要是从两个视点来切入的，“一个是第五代导演肩负历史使命的宏大叙事视点；一个是先

锋导演的个体抗争式边缘视点”[2]以第六代为代表的先锋导演，以高傲的姿态来抗拒城市的

“拜物狂潮”，试图保持自我的精神洁癖，但同时又难敌都市物欲的侵染，以放纵自我的方

式投入到都市快感的寻找之中，在物质和精神的撕扯下，他们最终选择了精神，但这并没有

解决他们的都市困扰，这种精神自虐反而导致了他们情感心理的分裂。没有了土地的牵绊，

他们只能执着于青春迷恋，以消耗精神和消费身体的方式抗拒城市，试图为自己的困惑寻找

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却是无果的。 
对比乡土/历史的表达视点，我们可以发现未经“精神流放”的第六代群体的城市表达是

立足于都市/现实的，并且指向两个层面：空间与身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实：一

是以现代城市表象为空间构建的立足点，以街道、酒吧、舞厅、游戏厅、咖啡馆、电影院等

具有流动感的和城市标志性的景观为主，没有了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没有了具有乡土寓意的

胡同与四合院；二是以城市边缘人群为表述对象，如摇滚青年、民工、落魄的艺术家、同性

恋、妓女、大学生等是；三是试图扫描都市人的内心体验，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城市化进程，

他们内心深处经历着激烈的震荡，与城市若即若离的关系恰如他们内心的孤独、边缘。对于

一向执着于自我电影理念的娄烨来说，这种坚持更为彻底。作为第六代群体的一员，娄烨的

城市表达同样立足当下，着眼于反抗的姿态，但并不是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式的客观实

录，而是有意选择湿漉漉、灰蒙蒙的城市景观，以此来映衬当代都市人的内在世界，并有意

编织人与时代、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复杂关系，试图为困惑的情感世

界寻一个出路。娄烨的城市表达重在呈现，而不在于评判，重在一个问题的提出，并不在答

案的给予。 

3．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 

在论述城市电影时，城市空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不同的城市表象构成了不同的城

市形态，而不同的城市形态则表征着不同的城市文化内涵。娄烨电影的城市空间不同于“由

胡同、四合院组成的‘都市里的村庄’”[3]，也罕有高楼大厦、商业街、立交桥等现代建筑

的展示，而主要是对以街道延展而来的酒吧、舞厅、游戏厅、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空间以

及以旅馆、家庭为主的私密空间的展现。选择什么样的表象来标记城市，意味着赋予了城市

何种特征。刘海波、祁媛的《表述上海的三种方式：三部城市传记与三种历史观》认为：“城

市是有性别的，”[4]。比如山东与粗狂豪饮的山东大汉的对应，苏州与吴侬软语的评弹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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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应，而以成功表述女性形象为主的上海则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娄烨拍摄了关于多

个城市的电影，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巴黎等，虽然其城市电影常常涉及女性、

同性恋等，但并未呈现出“女性化”的特点，也非“男性化”，而是人物气质与城市气质的

契合，如导演所言：“城市选择基本上根据故事、剧本，然后看人物适合在哪一种环境里头，

每个城市就跟人一样，它有它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娄烨电影中的城市无法用性别来界

定，但可以用片中人物的内心维度来评说。 

3.1  公共空间暗示着人物心理 

娄烨的城市电影很少表现现代都市繁华、时尚、鲜亮的一面，多表现城市黑暗、潮湿、

衰败的一面。充满商业气息和时尚气息的商业街和商务区消隐在背景处，凸显在前景的则是

充满流动性和暧昧性的以街道为主并延展而来的舞厅、酒吧、游戏厅、咖啡馆、电影院等。

即使是取材于“旧上海”的《紫蝴蝶》（2003年）也并未浮现旧上海的魅影，没有强调穿旗

袍的女人和麦克风飘出的酒吧小调、舞厅浪歌。而取材于“新上海”的《周末情人》（1993
年）、《危情少女》（1995年）、《苏州河》（2000年），也没有上海其繁华的一面。无论

新旧，娄烨都有消解上海这个城市在观众体验中一贯的梦幻性，而立足于当下视点来建构过

去，或再现现在。在其影片中，摄像机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长镜头的跟进方式，跟着人物在

街道上漫游，跟随人物出入古旧住宅，在舞厅、酒吧、游戏厅、咖啡馆、电影院里进进出出。

如在《周末情人》开篇即是摄像机跟随阿西穿越狭窄的楼梯和灰暗的通道，去寻找他的情人

李欣；《苏州河》开篇，摄像机沿着苏州河沿岸快速扫描衰败的码头、破旧的住宅、来来往

往的船只，还有那些眼神呆滞的渔人、工人。 
以街道为代表的公共空间表层指涉着都市灰暗、边缘、混乱、噪杂、落后的生存环境，

这里充斥着绑架、凶杀、政治暗杀、强奸等犯罪行为，深层指涉着都市流动性、暧昧性、不

确定性的一面。娄烨电影的人物在不同的空间里自由活动着，以游戏的态度寻找发泄情感和

青春愤怒的方式，但这些公共活动空间并未让他们建立与环境的情感连结，并未建立自我的

身份认同，反而离主流社会越来越远，遭遇了更大的孤独和不安。《春风沉醉的夜晚》（2009
年）中，同性恋江城在夜幕降临之时频繁出入同性恋酒吧，以易装（坦胸露背、烈焰红唇）

的方式在舞台上华丽高歌，但表演之后，却常常是他一个人蜷缩着哭泣的场景。 
此外，娄烨在表现城市的公共空间时特别喜欢用水的意象，其影片有大量的情节是在夜

晚、雨天或是雨夜中进行的，雨的潮湿、夜的黑暗、雨夜的凌乱，加上环境空间的阴暗狭小，

使其影片具有凌厉的现实感。雨的使用一方面象征着一种焦虑、烦躁、压抑的氛围，让整个

城市变得湿漉漉、灰蒙蒙，变得阴郁和灰暗，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人物平静情感海面下的暗潮

涌动。片中人物在经历重大的生活转折或情绪波折之后，在心情异常低落之时，他们多会在

雨夜中穿行，行走或奔跑。《浮城谜事》（2012年）中有大量雨中段落，密集的雨将环境的

压抑渲染到极致，也将人内心的狂乱泄露，正是在雨的掩饰下，陆洁和桑琪杀死了“小四”

蚊子，乔永照杀死了勒索他们的流浪汉。 

3.2  私密空间揭示了人物关系 

娄烨的城市电影中有大量空间段落是关于旅馆和“家庭”的，这里的旅馆等同于“开房”

的含义，而“家庭”并不是家族的概念，也不是指由一夫一妻构成的单元，而是指人物的活

动场所。颇能体现现代化城市进程的旅馆和“家庭”并未显现它们应有的一面，也并不是幸

福、和谐、温馨与舒适的指代。摄影机很少对旅馆和“家庭”空间作全景扫描，而是使用他

惯常的手摇镜方法，镜头快速地从房间里一个人的中近景摇至另一个人的中近景，镜头里没

有高档小区的标志，没有现代化设施的展现，镜头常常聚焦房间的一隅，比如卫生间、卧室、

一张床等等。这个房间的环境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间里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以街道为代表的都市空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特点，那么以旅馆为代表的都市空间

则具有封闭性和私密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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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空间将外部的宏观世界缩小为内部的微观世界，是导演投射主体想象的舞台，它的

封闭和狭窄使其充满戏剧性，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人物关系的视角，让观众来看人物之间

亲疏的变化。影片《花》（2011年）接近一半的场景是在旅馆和家（人物暂时租住的房间）

的室内拍摄的，花与马修由陌生到亲密，由亲密到疏远的变化过程都是在室内完成的；《春

风沉醉的夜晚》江城与王平、罗海涛的关系也是在旅馆和家中开始与结束的，影片结尾闪回

至江城和王平依偎在一起，朗读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段落，人物的对白和镜头由

室内到室外的摇出，让我们及时抽离故事营造的情景，判断人物之间的关系。两部影片里人

物关系的变化充满戏剧性，而这种戏剧性在狭窄、灰暗的室内空间里得到强化。影片里人物

均以身体对话来取代言语沟通，虽然更赤裸但却更直接、更彻底。《浮城谜事》难得出现一

个相对完整的家庭，影片开篇既是男主角乔永照出差回来与妻子、女儿在家庭里团聚的欢乐

画面，但这个画面随后被乔永照出现在另一个有自己妻子与儿子的家庭画面所解构。实际上，

乔永照表面上有一个幸福的家，背后还有另一个藏在暗处的家，还有发生一夜情的女朋友。

最后这种关系在两个家庭的“大团圆”中被撕裂：陆洁与女儿安安在桑琪与宇航家里（乔永

照的另一个妻子与儿子），这时乔永照推门进来，明暗两个家就这样见面了。娄烨将生活的

悬念和戏剧性浓缩在一个有着双城性质的家庭里，可以说，正是在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里，

人物之间的关系才有了爆发的张力。 

4．身体体验：爱情/性 

从20世纪后期开始，无论还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身体研究的

兴趣。正如尼采呼喊着“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开始从意志的钳制下被解放出来。身体的

觉醒促进了现代视觉消费文化的产生，而大众传媒又反正来规训着内在与外在的身体，关于

身体维护与保养的视觉符号充斥都市空间，成为都市文化与都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

中国电影史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身体问题长期被忽略与被遗忘，身体暴露与性展示更被

视为禁忌，或者身体被附着了政治/社会的符码，“尤其是女性身体受伤的视觉主题，常常成

为国家民族灾难的历史隐喻，从而超越身体本身所指，带上了社会文化符号的特性”。[5]在

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银幕上，身体表现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红高粱》、《菊豆》、《良

家妇女》等乡土影片开始凸显被压抑的身体，而娄烨的城市电影则将身体展示放在了都市空

间中，在视觉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背景下，通过对身体体验：爱情/性的呈现，试图建立人物自

我意识与身体的认同机制，再现当代城市生活空间。爱情/性是身体欲望的重要显现，爱情与

性又不可剥离。在娄烨看来：“性或者爱情看起来是很隐私，甚至不大的事情，特别局部东

西，但是从它开始，可以延伸到很多问题，看到人性的东西，看到社会背景的东西。” [6]

他的电影里或多或少都涉及大尺度的性爱描写，这是人物身份焦虑的体现，也是他们人性的

一部分，他们以此来感知自我存在，如娄烨所说：“性是自由的和自然的人的不可缺少的一

个方面”。 
一方面，他以爱情作为读解人生、阐释世界的视角，并带出广阔的城市生活图景。娄烨

反复说到：“爱情它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涉及很多其它方面”，“这是一个最丰富的视角”，

“关注微观层面上的东西——比如爱情，就能更接近宏观的本质。”[7]《周末情人》中的爱

情被放在了以摇滚乐、地铁、可口可乐、万宝路香烟等为标志的“上海世界主义”的图景当

中，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上海，已表现出某些物欲化的倾向，片中的人物在这样的环境

里漫游，满腔的愤怒无处发泄，只能以爱情来寻找安慰，他们的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

是青春愤怒的冲动。《紫蝴蝶》以爱情牵扯出多重人物关系，丁慧与伊丹、丁慧与谢明、丁

慧与司徒、司徒与伊玲等，以谢明和丁慧为代表的地下间谍组织，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和战栗，

盲目冲动地投入暗示的战斗，并导致无辜的伊玲当场毙命，让司徒阴差阳错地卷入一场谋杀

之中，从此走上了复仇的不归路。影片让摄影机始终处在平视的视角讲述了一段30年代的上

海故事，即以当下视角来反观历史。30年代的时代洪流对人物命运的携裹恰似当今现代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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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对人的冲击，生命本无可保证，而附着的爱情又从何言起？《苏州河》在肮脏的苏州河沿

岸为我们解构并建构了一个爱情童话，马达以执着的寻找向牡丹证明了爱情的存在，却同时

让美美（另一个牡丹）开始质疑爱情，通过拥有—质疑—追寻的过程来反映现代化城市进程

所扫荡的个人记忆。《颐和园》的女主角于虹把爱情当作生命来追求，在不同的时空下尽情

坦露着爱情的欲望，并由此带出跨越十五年和六个城市的广阔时空，具有强烈的时代况味和

怀旧色彩。被禁期间拍摄地《春风沉醉的夜晚》、《花》同样关于爱情，一个加入了同性恋

的元素，一个加入了异国漂泊的背景，并以大尺度的性爱描写来表现特殊环境下人物茫然、

焦灼的精神状态。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生活时空下，娄烨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并以此来

探讨都市人的都市情绪——情感的困乏与渴求。“爱情首先是一种身体的感受，它是产生在

逻辑，思想，概念，道德等等之前的一种感受，所以它也是离人的最本身的东西最近的，所

以它人性，美好，又危险。”[8]性爱如放大镜般把都市人内心荒漠般的情感世界放大呈现。

如果说《周末情人》中的爱情更像是青春期的冲动，《苏州河》中娄烨让我们相信爱情童话

的存在，《颐和园》中的于虹把爱情当作生命，《春风沉醉的夜晚》让人开始质疑爱情的存

在，同性恋看似是爱情与婚姻的终结者，其实仅仅是爱情幻灭、婚姻破裂的诱因。同性恋的

出现只是加速了人性本质暴露的速度，让人更快速更清楚地看清了内心的欲望、洞悉了现在

爱情的易变和脆弱，彻悟了真爱的难寻与坚守的艰难。《花》的留学生花把爱情等同于性，

性的开始就代表着爱情的开始，性的结束也注定爱情即将被放弃。而《浮城谜事》则将关于

幸福美满的婚姻爱情之梦彻底粉碎。片中的乔永照打着爱的旗号一次又一次的猎艳，在一个

个年轻的身体上发泄着、探寻着，他似乎不为性而性，不为爱而爱，就这样迷失在城市的浮

华与喧嚣之中。他拥有当代城市生活中奢侈的一切：和谐的家庭，幸福的婚姻，成功的事业，

但正是这些表面的富足导致了他情感和心理的畸形和分裂，他隐藏着身份奔走在两个家庭之

间，他时而暴力又时而温情，我们不知道他缺失的到底是什么，要寻找的到底是什么，他所

认同的到底是什么？少女蚊子的惨死暴露了人性的复杂，也让生活的真相、生命的真实变得

更加扑朔迷离。从上述影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进，娄烨影片的人物对待

性爱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追寻到相信到质疑再到破坏，我们无法猜测这是否就是导

演自身爱情观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我们可以说这反映了人物对现代城市生存状况的一个态度、

情感的变化，反映了都市人情感、心态的多元化，也反映了导演探讨层次的深入。 

5．结束语 

无论是城市空间的建构还是性爱的呈现，娄烨都有意将镜头转入人的内心世界，立足于

当下的感受与体验，通过情欲冲突以及人们对性的态度，反映城市环境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影

响。娄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繁华都市背后的都市人的心理景观，在一部分人哪里，情感的丰

饶与物质的充裕并不成正比，总有一部分人孤独而不安，在喧哗的都市街景中寻寻觅觅，无

处安放自己的魂灵。这同样在导演拍电影的方式中得到体现。仔细考察娄烨的作品，我们可

以发现摄影机始终处于平视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以人物的中近景、脸部的特写为主，他很少

使用从高处俯拍的全景镜头，虽然有很多城市环境的段落是以跟拍、隐藏镜头、街道流动作

战完成的，但是通过手摇镜头、变焦镜头、快速运动的处理，焦点始终在人物的脸上，现实

环境很难以真实的姿态显现，世界仿佛都隐到了人物的后面，成了虚化的背景。娄烨所关注

的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或社会发展变动，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通过人的体验、挣扎、逃离、

回归来看人对生存世界的反应及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城市是他操作摄影机的舞台，

带有很明显的个人化的印痕，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想象，是一座想象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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