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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几部热播剧
看属于这个时代的母亲

5

▲《我们的婚姻》是由沈严、刘海波执导，白百何、佟大为、蒋欣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
剧，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的全职妈妈沈彗星，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
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
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

家庭伦理剧和都市情感剧是我国影视剧的主流类型。随着现实家庭生活的变化和影视剧类型的再度细化，二
者的界限有时不太分明，如今年热播的《我们的婚姻》
《心居》等，就很难归入单一类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
流”，凸显了个体的角色多重性，例如女主人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被同时置于舞台前景。于是，影视剧中的母亲
形象也出现了新特质。
来源：
文汇报 作者姜瑀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01 《人世间》中的周母：往日时光的追忆

《人世间》中，李素华和金月姬、
郑娟
现“时代局限”的时刻，编剧却在此时让
和周蓉两代四位母亲，跨越了 40 年岁
素华进入了温柔而深沉的睡眠。当素华
月，形成较为完整的形象序列。其中,最
再次睁开眼睛，也许是因为脑部损伤，也
有观众缘的周家母亲李素华，完美符合
许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总之
民间观念对母亲的期待：无私无我，将自
她进入了一种混沌而天真的状态。于
己的爱彻底而又平均地给予每个孩子； 是，矛盾被轻轻地放下，既成全了郑娟的
勤俭贤惠，凭借着朴素的生存智慧将家
美德，
也升华了素华的幸福。
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幸福，也正是素华区别于影视作品
大地女神，或者说“地母”，是文学艺
中传统的“地母”之处。劳动阶级母亲的
术中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女性原型之一。 伟大，在于无我无私的同时吃苦耐劳，因
每个人都能从她的身上汲取温暖，在她
此塑造劳动阶级母亲形象的重点便在于
的怀抱中安全地退回到无忧无虑的婴幼 “苦”：母亲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含
儿状态。然而，大地女神如同自然本身， 辛茹苦地哺育儿女操持家庭；同时，因为
其孕育容纳一切的力量也存在着非理性
生活长期困苦，劳动阶级母亲的个性气
的暴虐一面。正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中， 质往往沉默、
内向、
坚韧，
比如郑娟。
女娲在劳累疲倦时便不再精心捏制，而
然而，素华是快乐而幸福的。剧集
是随便用草绳沾上泥巴甩出小人儿。
赋予了她东北人活泼外向、乐观开朗的
素华是一位被涤除了非理性力量的
性格，周家良好的出身和经济状况也让
“地母”。郑娟作为一个“寡妇”进入周
她拥有安定的生活，再加上那混沌的天
家，本是女神迸发非理性暴虐又或是展
真，她能源源不断地释放纯粹得不掺一

丝杂质的安宁。
素华是一位因其纯粹而获得圆满的
母亲，这样的形象呈现当然是时代的规
定，但它同样也是叙事的结果。如果我
们将素华与另外三位母亲进行简单比
较，并不难觉察到素华的完美源自她身
份的单一。周志刚长期在外，素华实际
上并不是一位妻子或一个女人，她只是
一位母亲。金月姬除了是母亲还是领导
干部，
“ 母亲”所要求的爱与领导干部所
要求的公平在她身上形成冲突。周蓉除
了是母亲还是一个女人、一位妻子，
“母
亲”所要求的爱与女人的欲望、
自我的追
求同样在她身上产生矛盾。这些冲突和
矛盾，
引起观众在评价上的巨大分歧。
因此，素华的圆满只能是虚构的“特
权”，也只能是往日时光的怀乡曲。21
世纪的女性无论如何都无法退回到单一
身份的生活，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规
定。

▲《心居》由滕华涛执导，海清、童瑶、张颂文领衔主演，冯绍峰特邀主演。该剧根据滕
肖澜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主要展现了以冯晓琴、顾清俞这对姑嫂为代表的上海市民
们，
在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的故事。

▲《人世间》由李路执导并担任总制片人，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领衔主演。该剧
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北方城市的一个平民社区
“光字片”为背景，讲述周家
三兄妹等平民子弟在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02 三重角色的分离：
“女人”
“母亲”与“自己”

那么，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母亲又
中老年女性：她们经济独立，儿女也不需
发现买错了教材。
“老少女”之外还有“花
是什么模样？这是一个难以进行概括性
要照顾，她们是已完成了母职的母亲。 蝴蝶”，
《我的前半生》中的薛甄珠，
《我们
回答的问题。女性的三种角色——
“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剧集热衷于展现她们
的婚姻》中的蔡胜美，其“女性气质”主要
“女人”
“ 母亲”，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是重
如何做
“女人”，
表现她们的
“女性气质”。
通过纷繁的黄昏恋来表现。
叠交叉的，但在一个故事或一套叙事中，
同样在今年早些时候登陆央视的《老
然而，这些已经“母职毕业”、坚持
三者大体可以指向三个清晰且有所区别
闺蜜》，讲述了五位中老年母亲的故事。 “做女人”
“ 做自己”的母亲，似乎并不为
的主题或价值，分别是个人志趣的实现、 其中，
退休中学教师宋丽娜被塑造成一位
观众所喜爱。不喜爱的背后，有价值观
两性情爱的实现和家庭角色的实现。总 “老少女”
：
外在形象上，
她衣着年轻柔和、 念的冲突，但更多的是剧作艺术手法和
体上看，女性三重角色的凸显及其分离
说话神情语气很“嗲”；个性气质上，她温
叙事技巧的粗糙。简单地说，便是人物
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柔而有活力，
对许多事情保持着充沛的好
立不住。例如《老闺蜜》中宋丽娜考驾照
前文已提到，这一主题在周蓉身上
奇心。剧中，
围绕宋老师展开的第一段情
的桥段，自然是为了凸显她的活力，但作
已初现端倪。更有趣的是，多重角色问
节是高龄考驾照，
结果报名时找不到身份
为与教材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退休教师，
题不仅影响着影视剧中青年女性的塑
证，打电话把正在开会的女儿找来，却发
她不大可能分不清教材。这便属于较为
造 ，同 时 也 投 射 至 中 老 年 女 性 形 象 之
现身份证装在了手机壳里；
学习理论知识
典型的“硬拗人设”，使得人物夸张生硬、
上。近几年的荧屏上出现了一类新型的
时学不通，频频打扰工作中的丈夫，结果
悬浮失真，甚至带来反面效果：
“老少女”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

《白蛇·人间启示录》

的出行安排或演出的入场验证要求。
地或您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可能影响您
各位市民请知悉，因各地疫情情况，演出

时间：6 月 29 日、
30 日 19:30
地点：杭州大剧院·歌剧院
票价：80/180/280/480 元
电话：0571-86855003
简介：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需
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古典故事，而
是一个兼容古典故事框架的现代化
改编。
《白蛇·人间启示录》的改编着
重于未来时空的场面描写、故事的
叙 述 结 构 、人 物 充 满 想 象 的 刻 画 、
建立一个未来的人类世界。
这个世界既反映了客观社会现
实，又在艺术的手法下超脱于社会
现实，且包罗万象，充满了人性的冲
突与碰撞。在这个世界中，观众可
以领略到人性的复杂变化，妖与神
的悲欢离合、
秩序的坚固与必然。
舞剧《白蛇·人间启示录》的全
体主创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
产生共鸣和思考。

变成了“烦人精”，本想突破对“母亲”的
刻板印象，却强化了女性不独立、没条理
的刻板印象。
手法技巧粗糙的背后，是认知和观
念的欠缺：女性三重角色的分离是当下
时代的命题，一个大众文化产品的叙事
要获得成功，不在于重复这个已知的命
题，而在于用妥帖的叙事技巧弥合这种
分离，用虚构和想象的“特权”解决这个
命题。
从这个角度看，
《你好，李焕英》所取
得的票房成功实在情理之中。借助时空
穿越的叙事装置，将青年女性李焕英多
姿多彩的青春岁月与贾晓玲妈妈的母亲
身份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弥合了这

个时代性的分离。当然，也并非所有观
众都能认可影片的这一弥合，尤其是那
些能清晰地分辨出装置与手段的观众，
然而影片仍不失为一种真诚的尝试。
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近十年来或者
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银幕小荧屏上的
“母亲”似乎已经从无私伟大的神坛跌落
至平庸凡俗的人间。人物形象变化的背
后皆是家庭结构、制度和伦理的现实变
迁，李素华和郑娟作为人物形象的成功
是可以复制的，我们可以在逝去的历史
中寻找抚慰；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我
们的留恋而停止，即使磕磕绊绊步履维
艰，我们也只能努力去想象未来的母亲，
去创造未来的家庭。

谢欣舞蹈剧场 编导尹昉

当代舞《熵》
时间：7 月 2 日 19:30
地点：杭州运河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80/280/380/480/680 元
电话：0571-88278800
简介：
“熵”是一个物理学概念，
指的是“系统的混乱程度”，事物发
展的趋势是一个“熵增”的过程 ，也
就是从有序向无序发展。为了对抗
“熵增”，人在各种场景中通过各种
方式不断去建立和维护秩序 ，使这
个系统能相对有序地运转。
这部舞剧借用物理学“熵”的概
念，
将舞者的身体视作物理性材料，
编写身体概念下的秩序模式 ，模拟
“熵减”
“熵增”的动态过程。
通过舞者的动作运动模型 ，观
看人在各种关系场景中秩序的建立
和变化，
同时也在观看人置身于“身
体”下的行为与意志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