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明星 、视觉政治与消费文化＊

———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明星

陈 晓 云

内容提要　电影明星在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里受到空前关注 ,同时也伴随着空前强烈的

消极评价 , 从而形成了一种悖谬的文化现象。对于女明星的争论尤其集中呈现出了当代中国具有

多重指涉的政治文化症候 ,成为各种权力争相角逐的场所 , 其中指涉着性别 、社会 、政治 、国家 、民

族以及全球化等多重命题。电影明星的 “电影表演”与 “社会表演”呈现为奇特的结合体和充满张

力的 “互本文场”, 不但纠结着各种权力关系的复杂运作 ,也成为当代都市消费文化语境里的文化

消费对象。

关 键 词　电影明星　视觉政治　消费文化　社会表演

　　在当代中国 ,电影明星(以及电视剧明

星 、节目主持人 、歌星和通过 “超级女声 ”之

类造星节目制造的 “草根 ”明星)尤其是女

明星在公共话语空间里受到空前关注 ,其中

毁誉参半。无论是处于娱乐圈风口浪尖的

章子怡 ,还是通过短信 “民选 ”产生的超女

李宇春 ,莫不如此。在演艺层面之外 ,明星

的私生活 (从情感 、婚姻乃至手机号码)更

成为了公共话语空间关注和谈论的对象 。

在关于明星的资讯与评判里 ,我们看到了一

种悖谬现象:明星在受到空前关注的同时 ,

伴随着空前强烈的负面与消极评价。如此

极端的状况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构成了一

个突出的 、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对于女明

星的争论尤其集中呈现出当代中国具有多

重指涉的相互矛盾 、兼容或者排斥的政治文

化症候 ,它往往指涉着性别 、社会 、政治 、国

家 、民族以及全球化等多重命题 。

一 、明星的身体呈现与视觉政治

电影创作本身的繁复 、多元以及电影研

究的多维视角 ,为我们从多重角度认知电影

提供了可能 。尽管有关电影史的研究更多地

关注了中外电影起源的差异性(比如 “纪录”

与 “戏剧”的差异),而如果从 “身体”角度切

入 ,我们却会发现中外电影之间更多的相关

性 。在卢米埃尔的 《工厂大门 》、 《火车进

站 》、《水浇园丁》等短片中 ,无声的人体动作

往往成为镜头表现的主体对象 ,这也是卓别

林的喜剧影片里最常见的视觉元素 。而作为

中国电影起源的 《定军山 》,不仅以戏曲与电

影的结缘为此后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独特

的基础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电影的

美学风范。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认知 ,它同

样是有关 “身体”的 , “动作 ”成为影片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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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而并非 “故事 ”。 “谭鑫培拍摄的第一

部影片 ,是《定军山 》中`请缨 ' 、 舞̀刀 ' 、 交̀

锋 '等场面 ”① 。早期影片 ,包括俞菊苼和朱

文英合演的 《青石山 》、俞菊苼表演的 《艳阳

楼 》、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俞振庭表演的

《白水滩 》、 《金钱豹 》、小麻姑表演的 《纺棉

花 》等 , “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 ,这些戏

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

富于表情的场面 ”②。与本文论题相关的电

影明星 ,首先被观众认知的 ,同样是其身体在

银幕上的视觉呈现 ,而后才是其所蕴涵的文

化价值或者梦想寄托 。 “随着电影的诞生而

得到复兴的视觉文化使形体美重又成为群众

的一种重要的体验 ”③。构成观众对于明星

“身体”认知的视觉经验的 ,当然并不仅仅是

“形体美 ”。对于电影明星 “身体 ”的视觉认

知 ,往往与大众的欣赏趣味构成一种互动关

系 ,并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当代社

会 , “身体”不仅成为大众文化关注和表现的

主要对象 ,也成为大众本身关注的焦点。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刘晓庆为代表的

电影女明星一定程度上的 “淡出 ”银幕 ,为巩

俐的独领风骚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 。当

然 ,这并不意味着巩俐是完全依赖这样的一

个空间来成就自己的 。成就明星往往需要各

种元素的通力合作 ,而并非单纯依靠演技或

者绯闻 。而 90年代后期巩俐的 “淡出 ”,尤

其是在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后她终止了与

张艺谋的合作 ,则为章子怡提供了一个可能

的发展空间 。类似于 “四小名旦 ”之类的说

法 ,在一个电视剧市场比电影市场来更加火

爆的年代 ,被用来指认 “影视明星” ,而非单

纯的 “电影明星 ”。除章子怡之外 ,其他同辈

的女演员或多或少地与电视剧发生关联。徐

静蕾在电影表演之外 ,还有参演电视剧(《将

爱情进行到底 》)和当电影导演 (《我和爸

爸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梦想照进现

实 》)的经历;周迅在电影和电视剧领域都成

绩不俗;赵薇在大众中的知名度 ,基本上停留

在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的层面 ,其电影表

演则一直是毁誉参半 ,甚至有 “票房毒药”之

说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影后 ”头衔也是毁誉

参半。另一方面 ,如果一定要在章子怡与其

同辈演员中寻找到可资比较的特点的话 ,那

么似乎 “国际化 ”更成为其鲜明的商标。然

而 , “国际化 ”的坦途与本土遭遇的普遍的否

定性评价 ,屡屡构成以章子怡为女主角的一

幕幕 “电影事件”。

从刘晓庆 ,到巩俐 ,到章子怡 ,这三位堪

称中国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具有标志性的电

影女明星 ,似乎从一出道开始就伴随着诸多

的争议 ,而争议的焦点却常常偏离表演和演

技本身 ,更多地落在 “社会表演 ”,而并非 “电

影表演 ”上 ,扮演的角色和角色的扮演者也

常常被混淆 。到了世纪之交 ,此类争议愈发

呈现出它的矛盾性。围绕着章子怡的种种争

议除了偶尔会有些文字批评性地提到她的

“演技 ”外 ,常常与电影无关。一个颇有意味

的现象是 ,这些争议几乎都与 “身体 ”有关 ,

围绕着 “身体”来展开 。

从出任 《我的父亲母亲》女主角开始 ,在

媒体和大众的各类文本中 ,对新一代 “谋女

郎 ”与老一代 “谋女郎 ”的比较 ,就一直与章

子怡相伴相随。有人根据巩俐 、章子怡 、董洁

的脸部特征总结出了张艺谋的 “美人指数 ”:

脸形:瓜子脸 。

额头:既阔又高的 “大脑门 ” ,也就

是常说的 “天庭饱满 ”。细微的区别是

巩俐的额头最狭 ,董洁的额头最鼓 ,章子

怡的额头最方。

眉毛:眉型属于 “柳叶眉”。比较而

言 ,巩俐的眉毛最粗 ,章子怡的眉毛最

细 ,董洁则居中。

眼睛:非大非小的眼睛 。三人中 ,章

子怡的眼睛稍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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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眼间距:一只眼的长度 。巩俐和

章子怡刚刚好 ,董洁的稍长一些 。

鼻子:介乎于东西方人之间。董洁

更修长 ,章子怡更挺拔 。

嘴巴:唇型基本一模一样 。区别在

于巩俐的嘴唇最厚但最小 ,董洁的嘴最

大 。

头发:一把未经修剪和漂染 、“清汤

挂面”似的油黑直发。

发型:随意的 “马尾巴 ”,没有刘海 ,

完全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脸部清晰的轮

廓 。④

这种 “美人指数 ”的描述中显然排除了瞿颖

(《有话好好说 》)和魏敏芝 (《一个都不能

少 》)这两位同样在张艺谋影片中担任过重

要角色的女演员 ,也排除了何赛飞(《大红灯

笼高高挂 》)这样与巩俐同时出演而且演技

并不逊色的女演员 。同时 ,这种 “美人指数”

的描述又是局限于 “身体” ,并且是局限于脸

部的 ,却并不指涉演员气质或者演技。从巩

俐到章子怡到董洁 ,从她们的身体形象到她

们主演的影片 ,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张艺谋

影片在女性身体 、性别认知与影像表达上的

一些变化 ,比如由 “性感 ”而 “纯真 ”。与巩俐

在张艺谋影片中更多展现女性生命的压抑或

狂放不同 ,章子怡在其与张艺谋合作的处女

作 《我的父亲母亲 》中更多地呈现出远离 “身

体 ”欲望部分的所谓 “爱情” ,尽管这部影片

并未真正指涉现代人观念中的 “爱情 ”。与

张艺谋以往的影片相比 ,这部影片里的 “爱

情 ”是相对剔除了身体欲望成分的 ,而被净

化为一个爱情童话 ,无论是在视觉呈现上 ,还

是在文化内涵上 。这与我们此后对章子怡的

认知(尤其是对其 “社会表演 ”的认知)形成

了一定程度的悖谬 ,恐怕也是此后章子怡备

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此后 ,拍摄《艺伎回忆录》过程中网络上

流传的 “剧照”, 《夜宴 》替身索要署名权引发

的争议 ,这些以章子怡为女主角的电影事件

也是围绕着 “身体 ”二字展开的 。一个有趣

的悖论是:当人们无限地关注章子怡的 “身

体 ”的时候 ,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真正 “看 ”到

章子怡的身体 ,因为她的 “身体 ”无论在 “电

影表演 ”的舞台上 ,还是在 “社会表演 ”的空

间里 ,都是被遮蔽的。当然 , “文化研究强调

身体不只是物质实体 、生物数据或是生理学

事实 ,在某种真实和重要的意义上来看 ,它是

一种社会建构”⑤。在电影制造出的奇观中 ,

在由电影延伸出来的争论中 , “身体 ”不再是

身体本身 ,而是各种权力争相角逐的巨大的

张力场 。在这些争议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丰

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并可以据此读解出某些

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症候。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里 ,作为一

位电影明星 ,章子怡的 “身体表演 ”是双重

的 ,并非像 《我的父亲母亲 》中的奔跑与 《十

面埋伏 》中的舞蹈段落那么简单 、易解。在

对章子怡的读解中 , “电影表演”时时被延伸

至 “社会表演”,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

两者之间的界限 。有关 《艺伎回忆录 》的风

波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来认知和分析。

网络对这一事件的过激反应 ,常常模糊了

“电影表演 ”与 “社会表演 ”的界限 ,于是 ,在

《艺伎回忆录》里出任角色的 “国际影星 ”章

子怡就被简单地置换成了 “中国女人” ,而那

位日本演员则被简化(或扩展化)为 “日本男

人 ”。一部影片中两个 “角色 ”之间的故事就

被简单化为 “一个中国女人”与 “一个日本男

人 ”之间的关系 。于是 ,一张未必是属于 《艺

伎回忆录》的剧照就因为指涉了一段特殊的

民族历史和一种解不开的民族情结 ,而让章

子怡再次处于娱乐圈的风口浪尖上 。

女明星身上引发的许多风波 ,一旦触及

那段历史和那种情结 ,便会在媒体和网络的

渲染中上升为一个社会事件 ,但在中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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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仅局限于文字的讨伐 ,并不影响明星的

持续走红。

二 、明星作为文化消费对象

在都市消费文化语境中 ,电影明星身上

不但纠结着诸种权力关系的复杂运作 ,事实

上电影明星本身也成为大众的消费对象 ,或

者说成为大众文化消费指南。李欧梵在比较

分析上海与好莱坞电影时更多注意到了其在

文化消费上的差异性:

我们也应注意到上海 ,这个新兴的

消费和商品世界(其中电影扮演了重要

角色),并没有全盘复制美国的发达资

本主义时期的文化 。一个显著差别就

是 ,由中国电影杂志上的照片所展示的

“流行女性气质 ”并没有好莱坞影星的

那种大胆性感 。从 《玲珑 》杂志的范例

看来 ,那些亮丽的好莱坞明星照无一例

外地展现着对身体的狂热崇拜———浓妆

艳抹的脸庞 ,半遮半掩的身体以及最经

常裸露着的双腿 。相比之下 ,中国著名

影星像胡蝶 、阮玲玉等的照片除了裸着

双臂之外 ,身体都藏在长长的旗袍里。

这种根本性的区别表达了一种不同的女

性美学 。⑥

他认为 ,通过对阮玲玉照片的细读 , “我们会

发现她是一个带着哀愁的传统女性形象:这

不光是因为她穿着传统服饰(旗袍也可以很

性感),或是因为我们知道她于 1935年自杀

身亡。相反 ,一个更可信的原因是 ,在观众的

心里 ,阮玲玉的公众形象和她所扮演的角色

是紧紧相联的 ,其中最著名的角色就是 《神

女 》(1934)中那个善良的妓女 ”⑦ 。毋庸置

疑 ,中国女明星与好莱坞影星的性感表达存

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而另一方面 ,对于阮玲玉

的读解却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周慧玲在 《表

演中国:女明星 ,表演文化 ,视觉政治 , 1910—

1945》一书中以 “性感野猫的 政̀治易容术 ' ”

来描述 “左翼论述中的 `阮玲玉 ' ”:“左翼意

见领袖们在阮玲玉自杀后纷纷发表的社会评

论 ,以及对她的艺术成就的政治解读 ,更是进

一步企图将三十年代面貌多变的都会女性 ,

`易容改装 '为单一的革命典型 。在这个污

名化 、简化的易容改装术中 ,阮玲玉看似主

角 ,实则只是媒介 , 提供他人论述的投射对

象 。”⑧这种单一的读解 ,往往会忽略掉读解

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鲜活性和歧义性。即使

是在《神女 》这样具有鲜明主题意旨的影片

里 ,就观众深层心理而言 ,也许他们的兴趣并

不仅仅是其进步的主题指向 ,而是阮玲玉借

助镜头通体呈现出来的独特性感 /美感。即

使视觉呈现与意义指向并不矛盾 ,前者也是

观众在观看影片过程中首先本能地被感知

的 。正是这种矛盾性 ,真正构成了阮玲玉的

独特魅力。

如果说 ,用 “政治易容术”来描述阮玲玉

是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 ,我们也许可以借用这

个说法 ,用 “文化易容术 ”来描述 21世纪初

的电影明星章子怡。张颐武将 《新闻周刊 》

封面章子怡的眼睛读解为 “欲望之眼”和 “梦

想之眼 ”:“有了章子怡的欲望之眼 ,阮玲玉

的忧伤之眼变成了另外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过程对全世界来说是

重新接受中国的过程 。我觉得阮玲玉恰恰代

表着我们要认识章子怡的时候 ,发现阮玲玉 ,

发现了阮玲玉以后 ,才知道哀伤的历史有什

么样的作用 。”⑨这种论述上的对接是很有意

味的。 “欲望之眼 ”和 “忧伤之眼 ”分别成为

两位女明星所处时代的一种表征。阮玲玉身

上存在的 “易容改装 ”的矛盾性 ,在章子怡身

上延续着。章子怡与张艺谋 、李安 、徐克 、成

龙等大牌导演 /明星的频繁合作为其迅捷地

打开了通向 “国际影坛 ”的大门 ,而由于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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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影片在国际电影节或者电影市场的影响

力 ,章子怡的 “身体”在西方人的期待视野中

被 “易容改装”为 “中国女性 ”的单一标志符

号 ,这与当年的巩俐是异曲同工的 ,尽管身处

本土的中国观众并不认同章子怡的 “文化代

言 ”(这一点在网络上有关孔子 、章子怡 、姚

明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如果说 ,在阮玲玉

的 “政治易容术”背后 ,是主题指向与性感符

号的对立与错位的话 ,那么 ,章子怡的 “文化

易容术 ”所呈示的 , 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与

误读。巩俐通过 《红高粱》、《菊豆 》、《大红灯

笼高高挂 》、《秋菊打官司 》等影片在银幕上

所塑造的一系列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 ,建构

起了西方观众关于中国女性的文化想象 ,以

此来认知中国女性 、中国社会与文化 ,其中的

片面与偏颇本是在所难免的;而巩俐在国际

电影节上的现代身份与时尚姿态 ,则呈现了

“电影表演”与 “社会表演”的成功对接。尽

管人们总是将巩俐与章子怡作比较 ,但在

“中国符号”的文化意义上 ,章子怡客观上成

为巩俐所塑造形象的一种延续 。事实上 ,

“中国符号”并不仅仅是通过她们主演的影

片来认知的 ,更借助了她们在国际电影节上

的 “现代 ”亮相。

曾经作为中国最流行的电影杂志之一 ,

《大众电影》封面照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十分

重要地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

指向。从 1979年第 5期封底刊登《水晶鞋与

玫瑰花 》中王子与灰姑娘拥吻的剧照所引起

的轩然大波⑩ ,到 1982年第 5期封面刊登金

鸡奖最佳男主角张雁(《月亮湾的笑声 》)的

照片所导致的发行量的下跌 ,到 1993年第 2

期封面刊登女演员石兰侧面性感照片所引发

的争议 ,这一曲折的进程还是证明了:无论是

像 《大众电影 》这样的专业电影杂志 ,还是与

时尚 、服装 、健康等相关的刊物 ,年轻 、美丽 、

性感的女性身体是其商业发行上屡试不爽的

成功招术 ,这在后来诸如 《男人装 》这样带有

擦边球色彩的杂志的一路走红中再次得到了

验证。这也就是如李欧梵所说的由 “传统 ”

而走向 “大胆性感 ”,而后者不再是好莱坞影

星的专利 ,也成为中国电影明星的标志符号。

“明星的身份是互本文的 ,而明星制的

组成部分之一则是由不断进行的报导形成的

互本文场。明星的身份便是被好奇的影迷们

在这一互本文场里捕捉到的 ” 11。或者可以

这样说 ,明星是创作者 、媒体 、观众 “共谋 ”的

产物 ,在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 “互本文

场 ”里 。有意味的是 , 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语境里 ,我们发现了一个似乎是悖谬的矛盾

现象:电影明星的制造并非都是在积极的 、良

性的力量驱动下来完成的 ,相反 ,诸多消极

的 、负面的信息常常可以引发观众的关注度。

中国电影的明星制尚未形成 ,一个演员的走

红往往掺杂了太多的偶然因素 ,而不具备可

复制性 。明星尚无法真正引导文化消费 ,但

却在批判声中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 。章

子怡成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个案 。她的迅捷走

红以及张扬的个性 ,使其身上沉积了几乎难

以解释的巨大矛盾:她在国际影坛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而这一增长的过程 ,同时

也是在国内 “互本文场 ”里进一步遭受抨击

的过程 。她在国际影坛地位越高 ,在国内遭

遇到的攻击就越犀利。 “章子怡 ”这个符号

是在批判声浪里被消费和解构的。

三 、明星的商业配置与大片策略

“虽然个别影片可以没有明星而存在 ,

但一个没有明星的电影业是难以想象的 ———

至少没有明星的美国电影业是难以想象

的 。” 12这样的断言同样适用于电影产业建构

进程中的中国 。说它是一个建构过程 ,是因

为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电影产业 ”尚未完全

形成。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电影更多

被理解成为 “事业 ”, 而非 “商业 ”或者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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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产

业在时隐时现中摸索着前进 ,仍然处于 “现

在进行时”。迄今为止 ,中国电影产业依然

还没有能够通过整体结构的运作得以完整地

建构起来 ,在 2004年的 212部和 2005年的

260部国产影片中 ,数量有限的 “国产大片 ”

支撑起中国电影的主体市场 , 从 《十面埋

伏 》、《功夫 》、《天下无贼 》、《手机 》,到 《无

极 》、《神话》、《七剑 》,少数 “国产大片 ”占据

着全年国产影片一半以上的票房 。 2006年

值得关注的影片中 ,仍然是 《满城尽带黄金

甲 》、《夜宴》这样的 “国产大片 ”。 “大片”的

概念和创作可以追溯到 1995年 。在 《真实的

谎言》、《生死时速》、《纽约大劫案 》等 “进口

大片”狂卷票房的时候 ,中国本土有了 《红樱

桃 》、《阳光灿烂的日子 》等能在票房上与 “进

口大片 ”抗衡的影片 ,某种程度上成为 “国产

大片”的先声。当 2002年的 《英雄 》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 “国产大片 ”而与 “进口大片 ”过

招时 ,其悬空的叙事 、豪华的场景 、绚丽的动

作几乎成为 “国产大片 ”能够在市场上与 “进

口大片 ”对抗的重要元素 ,明星的商业配置

更成为一项基本策略 。

本土电影中的明星配置总是伴随着巨大

的争议 ,正如 “国产大片 ”中的穿帮镜头总是

比好莱坞电影中的穿帮镜头更容易招来非议

一样。当人们猛烈抨击章子怡的时候 ,往往

将巩俐作为一个参照;有意味的是 ,巩俐当年

遭遇的抨击 ,一点也不亚于现今的章子怡。

这种种非议常常是远离演技本身的 ,甚至是

远离影片的 。

电影明星在成为大众消费对象或者引导

大众文化消费的同时 ,他们自身也往往成为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相对量化的对象(比

如明星有所谓的 “身价 ”),这恰恰是消费文

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事实上 ,我们还缺乏

一套对明星进行市场调查和价值评估的有效

机制 ,而更多是凭主观猜测与随意判断 ,这可

以解释为何一些来自港台的 “过气 ”明星在

我们的银幕上频频亮相。所谓 “明星制 ”的

引入 ,恰恰是为了尽力避免选用演员上的过

于主观性和随意性。

中国 “明星制 ”的雏形可以追溯到 20世

纪 20年代 , “随着 1920年代早期电影业的繁

荣 ,尤其是叙事长片的兴起 ,观众对 现̀实的

口味 '和对文艺片的兴趣的日益强烈 ,要求

女演员的加入甚至成为主角的呼声也日益高

涨 。演员的职业为不同背景的妇女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会 ,反对家庭和社会偏见的新型

女学生勇于拥抱这种银幕生活 ,艺妓 、歌唱小

姐则从电影中看到了改善社会地位的可能。

加上印刷媒体 ,如早期电影期刊和影迷杂志

从旁佐助 ,明星制的雏形出现了 ” 13 。而在电

影产业的意义上 , “明星制 ”在后来的中国电

影发展中起伏沉落 ,最终没有完成一个可成

功运作的模式建构 。 50年代至 80年代中

期 , “明星 ”在中国更像是一个荣誉称号 ,而

并非电影产业体制的重要环节和必备元素。

中国电影中尽管有了巩俐 、章子怡这样 “走

向世界 ”的电影明星 ,也有了更多在本土具

有一定票房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明星 ,但 “明

星制造 ”的完整链条并没有形成 ,于是 ,明星

的出现就常常成为 “意外”的个案 ,而不像好

莱坞 、香港或者韩国那样 ,具有 “批量复制 ”

的功能 。

相对而言 ,尽管《英雄 》和《十面埋伏 》伴

随着种种争议甚至非议 ,但他们在演员选择

上却凸显了 “明星制 ”的基本特征 ,而少了一

些创作者带有个人偏好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事实上 ,两部影片的高票房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明星来决定的 。李连杰 、梁朝伟 、张曼玉 、

陈道明 、章子怡 、甄子丹和刘德华 、金城武 、章

子怡的明星组合或在欧美尤其是北美具有票

房号召力(比如李连杰 、章子怡),或在亚洲

和中国本土具有相当知名度(比如陈道明 、

刘德华 、金城武),或曾问鼎重大国际电影节

—17—

文艺研究　2007年第 1期　



影帝影后(比如戛纳影帝梁朝伟 、柏林影后

张曼玉),从而奠定了基本的票房基础 。按

照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状况 ,投资如此巨大

的 “国产大片 ”,依靠中国本土市场是无法收

回成本的 ,因此 ,明星的选择会更多顾及其在

各个地区的知名度 、影响力以及回报的可能

性 ,而并非导演个人的偏好 ,这一点非常明显

地区别于张艺谋以及 “第五代 ”的前期作品。

投资更为庞大的 《无极 》理应熟谙这一基本

的市场规则 ,但在明星的选择上却还是陷入

了某种困境 ,比如谢霆锋出演的无欢与张柏

芝出演的倾城 ,是出于制片人或者导演的个

人偏好 ,还是对电影市场准确把握的结果 ,我

们不得而知 ,但最终的效果却并不理想。类

似影片的明星配置属于商业配置 ,既非单纯

取决于制片人或者导演的个人偏好 ,也不会

单纯顾及演员演技 ,而需要更理性地考量明

星身上隐含的商业潜力。尽管制造和炒作电

影明星的机制似乎是由影片的制片方来决定

的 ,但事实上 ,电影明星也是由观众来造就

的 。或者如前所述 ,是创作者 、媒体与观众

“共谋”的结果。没有了消费者 ,明星这种大

众文化的产品就失去了存在和消费的价值 。

当 “超级女声 ”将明星制造的决定权交

予观众手中的时候 ,电影却还常常不能真正

站在观众的立场来打造明星或对明星进行取

舍 。作为一档依托现代传播手段 、借用网络

平台而完成的双向 /互动的电视节目 , “超级

女声”的造星方式与以单向方式传播的电

影 ,并无纯粹意义上的可比性 ,但却给产业理

念上相对滞后的电影业提供了启示。

正如电影在中国并非纯粹的艺术 ,也非

纯粹的商品 ,电影明星也非单单与电影相关 ,

在他们身上也往往纠结着多重社会文化元素

的复杂构成和多重权力关系的复杂运作。在

当代中国 ,电影明星从 “电影表演 ”走向 “社

会表演 ”从而形构为一个奇特的混合体。电

影明星的视觉呈现以及这种视觉呈现背后复

杂的政治内涵 , 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 “中国

电影的身体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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