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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ous director Ang Lee's work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11, 2016. After its release, it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nobody’s characters in the film and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the nobody's self-identity 
--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human beings. To reveal the tragic fate of the nobody, the paper will inquire 
into the social value of thi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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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微火而行幽径 

——从《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看小人物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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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著名导演李安的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于2016年11月11日上映，上映后获得

了大家的深切关注，褒贬不一。本文将从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入手，分析电影中

小人物形象，并描述小人物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即关于人的精神成长。揭示小人物

的悲剧命运，从而追问其变化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小人物；自我身份认同；精神成长. 

1. 前言    

目前，对于李安及其电影文本的研究文章和著述有很多，特别是关于李安文化认同与身份意

识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从电影的叙事学角度、电影表现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及电影

的拍摄制作过程等方面来研究，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像表达：从李安的四部作品说起》（王

皓，2007年，影视评论）、《李安电影中的家庭的文化意义》（崔新广，2017年，导演评述）

等文章。也有从电影技术手段以及主人公比利·林恩形象来分析，例如于帆的《<比利·林恩

的中场战事>：“沉浸式体验”电影的一次探索》、金衡山的《平淡与怪诞的英雄》等。但是

对电影呈现的一种社会心理现状——“小人物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2. 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变化路向 

个体身份认同主要是指“将自身与他者区分开来的个性特征，具有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对自

我存在的不可或缺性、自身与他者的不可混同性及不可替代性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人的意

识中会形成和稳固一个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广义上来说，身份认同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

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进而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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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导演李安作品下的比利·林恩所表现

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他对自我生命个体“独特性”意义确认的基础上，自我稳固的形

象认同包含英雄形象认同、战友形象认同、亲人形象认同等。电影通过各种富有色彩意味的

镜头，构建多种矛盾冲突，描绘了主人公林恩经历中场表演时的那种“执微火而行幽径，四

下静寂无声”焦虑和矛盾之后，重新选择回到战场，也就是对自我身份认同过程的一种心路

历程，其间夹杂着多种感情，展现了小人物寻求身份认同历程中的焦虑和迷茫。 

2.1. 无知懵懂的少年形象 

著名导演李安选择了林恩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形象，不同的是他将一个十九岁的少年的成长置

于战争背景下，以宏大的战争叙事进行个体的心灵建构。从林恩身上，曾也表现出青春特有

的懵懂、无知与冲动。一怒之下砸了姐姐前男友的车，被迫入伍，当班长问他为何入伍参战，

他先是回答为了国家，仇恨敌人，结果被一一否定后，他才说出实情。一个十九岁的少年，

连战争的意义都没有明白，就被派往战场。面对爱情，他内心也表现了十九岁少年独有的狂

热和追求，虽然他的爱情可谓惊鸿一瞥，与拉拉队员初次见面，便相互吸引，一见钟情。面

对充满诱惑的橄榄球队老板，B班差点成为老板盈利的工具，至此，林恩才慢慢蜕变，面对爱

情、亲情、战友情、有了成熟的解释，并且有了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观众看到了一位成

长的少年。 

2.2. 战争视野下的“悲剧式”小人物形象 

时势造英雄，战场永远都是产生英雄的地方。军人代表着“威武阳刚、顶天立地、智勇双全”

的硬汉形象。所以，一直以来关于战争的影视剧深受观众喜爱。纵观国内外的影视剧，战争

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战争题材电影表现出多重品格。一部分是讴歌赞美战争，激发人们奋勇杀

敌、为国捐躯的斗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战争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美国越战之前

的大多数电影也是如此；另一部分是揭露批判战争，深刻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但

进入20世纪以来，电影的商业性愈发浓厚，挖掘贴近大众心理需求，展示平民价值观一度成

为战争电影的主要价值取向。这时，电影不再塑造智勇双全、英俊潇洒的“高大全”形象，

而把视野转向小人物，塑造一些经历坎坷、遭遇挫折、敢爱敢恨、桀骜不驯、在战争中逐渐

成长的人物形象，他们充满了平民气息，往往个性鲜明，在强大的战争和无法逆转的命运面

前，又充满悲剧色彩。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面对战争，小人物往往表现出敢爱敢恨，桀骜不驯的特征，其结局又往

往是悲惨的。 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林恩是由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成长为一个战

争英雄，因为给姐姐报仇，还不起债务，被迫入伍。从内心来讲，他是不想入伍的，包括他

的姐姐也是如此，不想自己的年轻弟弟奔赴战场，去经受战争带来的摧残。一个青春期的叛

逆少年，表现出青春期特有的懵懂、无知、与冲动，因冲动造成的失误，迫使他走上战场。

入伍不是成人礼的标志，反而像是过失之后的惩罚。在这场特殊的成人礼上，他面对的是你

死我活，荣誉与诋毁，国家与人民这一类宏大话题。在远离家乡，充满硝烟的伊拉克战场，

他必须去承受战争带来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在战场中，从林恩面对敌人的恐惧的眼神，以及

他在枪林弹雨中表现的惊慌，再到他奋力冲出救班长，用匕首杀死敌人……我们看到了一个

少年在战争中的曲折成长，面对随时都有可能丢掉自己性命的战场，他只能选择去杀人。因

此，他对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理解不同于其他青年，一方面，他意识到在战争面前人生的无

常和生命的渺小，另一方面，他的年龄又决定了他将无法去实现豁达。所以，一度他都是在

矛盾、纠结，他把中场表演当作是自己最难受的一天，面对战争、面对亲情、面对爱情、他

不得不去考虑，但这又不是一个十九岁少年应当承担的一切。现实的矛盾冲突成功地塑造了

一个小人物悲剧式的形象。 

 

472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300



 

3. 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变化轨迹 

电影中的主人公比利·林恩在经历这一次漫长的中场休息后，从最开始厌恶战争，拒绝战争，

到主动选择回归战场，经历了诸多迷茫后才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其过程也是他在追寻自我价

值的一个过程，也是对其本人身份的一种认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懵懂少年觉醒成为一名真正的英雄。其过程一个是年轻少年自我战胜矛盾，寻找归宿，融入

集体的蜕变过程，最终他也找归处，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同。 

纵观影片，我们看到了一个19岁男孩成长的艰辛历程。从懵懵懂懂的冲动少年，变成最后放

弃一切，重回战场的勇敢士兵。这是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从一开始带着隐秘和“自私”的

想法参军入伍上战场，关于他的入伍原因，他一直都没有说，直到后来在战场上，他依旧表

现对“车”的厌恶，因为他的姐姐出了车祸，他也因为砸了别人的“车”才被迫入伍，最终在

班长“蘑菇”的逼问下才说出来。此时的比利·林恩还是一个血气方刚、嫉恶如仇的年轻少

年，对于战争，对于死亡没有任何概念，只知道厌恶战争，厌恶伊拉克战场，他表示：“当地

人恨我们，一切都让人不爽，我很想回家。”可回家，他“不过是个只懂犯事的混小子”。在

伊拉克战场，当比利·林恩和他的战友全副武装冲进当地居民房搜索，看到饱受战争磨难的

当地居民一家人一片凄凉的样子，比利·林恩愣住了，也没有参与搜索中去，眼神中依旧是

包含泪水，当看到手无寸铁的百姓与他的战友发生争执时，他冲上去拉住他的战友，化解了

矛盾，面对妇人的哭声，和无辜小孩充满泪水的眼神，他再一次饱含泪水，可以看出，是一

种同情的流露，也是对战争的一种厌恶，内心依旧迷茫，在战场和家庭之间依旧徘徊不定。 

最终，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带着掌声和鲜花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获得了

“英雄”的称号，受到众人褒奖，出人意料的是褒奖的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天”。对于

英雄的这个称呼，他的内心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失去战友，换来自己的“英雄”头衔，对于

谁都不好过，此时的他，回到国内，开始选择逃避，逃离战场。 

可不曾让他想到的是，本来离开战场，他可以慢慢留下来休息，结果，在短暂的中场表演发

生的事，使得他彻底改变了看法，林恩说：“我原本就是属于那里”，其实是“因为现实的残

酷只能让我选择逃避。” 

事实上，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事更令人心惊动魄。面对短暂的一见钟情，观众的挑衅和嘲笑，

工作人员的谩骂，停车场的殴打，以及经纪人的利用，比利·林恩都显得脆弱，看似好像他

与整个社会脱节，他也不再受到人们的理解。这发生的一切都让他的内心受到冲击，他开始

思考是回到战场上接受弹雨的洗礼，还是回到家乡过个安逸却不让人理解的生活。比利·林

恩的蜕变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及他的战友只属于战场，军人身份、英雄称号被认可

的程度等是建立在战场中的。这种价值认同不被和平时期的人们认可，反而被各种利益裹挟，

被爱的名义、亲情的名义、甚至金钱的名义困扰，然而林恩在很多次饱含泪水的视线中明白

了“心安处便是吾乡”，作为小人物的他，必须去选择自己的命运，必须面对“我是谁”、

“我要去哪里”这一系列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他重新选择了使他痛苦、迷茫的战

场，那里才是他返回的地方，在那里他是一名军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长的，觉醒的少年，

他至少明白了自己终究属于战场，这种归宿感正是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体现。 

4. 人的精神成长：对小人物身份认同追问的社会价值 

李安的作品很多都在探索家庭伦理，东西方文化冲突，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情感问题。而

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往往都是那些个性并不突出、身份并不受到关注的、处于某种尴尬困境中

的小人物。比如《喜宴》中的男主人公伟同就是一个个性温和又压抑，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又

并不富有的华人。他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想要个体的自由，拥有自己的同性爱

情，另一方面又顾忌着父母，想要尽孝道，满足父母对自己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整个影片

在一种尴尬的气氛中展开，东方与西方对性的伦理观念的碰撞。另外，在《少年派》中，主

人公一开始就要面对自己的名字带来的尴尬。因为男孩的原名 Piscine Molitor Patel 中的

47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300



 

Piscine 在印度英语中发音很像 Pissing (撒尿) 。周围的同伴取笑他，所以男孩决定把自

己的名字改为 Pi (派) ，并用背诵圆周率来为这个自我定义的名字赢得认同和肯定。这种姓

名上的认同自然还没有达到比较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高度，但是也为之后塑造男孩派可爱、

无知无畏的性格埋下伏笔。同样，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年轻英雄比利·林恩

面对亲情、爱情、战友情，在留下与重回战场之间相互矛盾，相互犹豫，一度使得其处于一

种难以抉择的困境中。 

如果说电影是李安向世界观众展示内心世界的媒介，那么他的东方人特质则使他的银幕表达

总是含蓄婉转，甚至追求不言而喻、脉脉不得语的意境。导演李安善于描写电影中的小人物

的生活困境，使得他的影片总会给人一种沉重的感受，“小人物”成为他的所有影片中的一

个特定符号，引起人们慢慢地去思考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他们往往生活上难以保

障，命运曲折坎坷，在强大的社会文化冲击中，他们慢慢地不被承认，人的价值得不到正确

认识，那么他们在追寻自我价值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正如剧中的比利·林恩一样，迫于无奈，

参军入伍，一次偶然机会成了英雄，却回国受到国民质疑甚至殴打，一边是战场带来的心灵

创伤，一边是周围人带来的不理解、欺骗、利用、使得这群小人物命运坎坷，好在经历一波

曲折，最终还是找到了自我，正如最后他所说：“我不是英雄，是一名军人。” 

“执微火而行幽径，四下静寂无声”。这是比利·林恩在中场表演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在现

实面前，林恩显得很渺小，很无奈，总是怀着一种焦虑矛盾的心理去面对周围的一切。面对

亲情、爱情、战友情，面对国家、生死，面对荣誉、金钱，他不得不做出抉择，到底他该去

哪？到底他为什么东西而活？对于林恩来说，这一切都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种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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