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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话题。从出生到

死亡，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个体总是要经历

成长所带来的变化。变化基于两方面的差异展开 ：一

方面，变化的主体具有先天的差异，包括性别，种族，

肤色等，这意味着成长初始阶段的差异。另一方面，

成长主体所面对的成长环境也纷繁复杂，其中即使有

重叠和相似处，也绝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昭示着成长

的过程也不同。

从现实层面看，符号身份具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方

面。先天的主体差异必须面对一个身份问题，由性别

身份而言，女性和男性的划分过于简单化，因为现实

更趋于复杂。主体在成长过程中同样可能面对性别身

份的转换，这种转换既有可能是外在生理特征的变化，

也有可能是心理性别的翻转。主体的国籍、宗教等身

份伴随着全球化也可以发生改变。

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社会分工的外在压力，个体

必须进行社会身份的选择，在选择一定身份的同时又

将面对不同身份的转换。即使放弃选择，固守某一身

份，外在的身份评价体系也会将其纳入不同的身份当

中。因此，成长中的主体始终要面对身份问题。身份

问题始终伴随着成长，人在成长过程中则始终与意义

相伴，研究意义的符号学同样关注着身份差异和变化

所带来的意义。因此，符号学将能有效阐释成长过程

中的身份问题。

从电影层面看，必须得先确定成长电影的类型特

征。按照罗伯特•麦基的说法，“电影是对于生活的提

喻。”电影通过短暂的时间展现了生活的面貌，其内

在的时间跨度可以包含人的一生。在电影中展现的人

生总会侧重于某一个或某一些特质，这样就塑造了不

同类型的电影。虽然对于电影类型的划分至今并没有

一个统一标准，某一类型下的次类型也纷繁复杂，但

内在的类型差异的确存在。这是因为某一类型的电影

总是有其“类型常规”。这一类型常规一方面限定了

电影创作的框架，另一方面又能够激发框架内的创造

力。同时，这一类型常规也会伴随时代发展，社会观

念、态度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除了某一类型界定的困难，不同电影类型之间也

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导致不同电影类型之间界限

的重叠。“类型并非静止、死板、而是不断演进且相

当灵活的，同时又具备足够的稳定性，使之可以鉴别

和操作。”①这种稳定性形成的基础即是电影的类型

常规。

可是成长电影的类型常规的界定却处于模糊状

态，其与青春电影、教育电影之间的重叠现象甚至可

能淹没掉其本身存在的特殊性。罗伯特•麦基在划分

25种电影类型时，提到了“成熟情节或曰成长故事”

与“教育情节”，这有意识地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后者强调了“主人公人生观、他人观和自我观的深刻

变化。”②但后者却只有单一的向度，即从负面到正

面的教育维度。而“成长故事”因为没有进行明确的

阐述，给予了开放性解读的可能。

面对这样的局面，针对于近年来中国成长电影自

身的发展。首先有必要厘定成长电影其本身的类型常

规，找到其归纳的核心要素。其次，对于各种次类型

的发展将要紧密联系当下的现实发展，从中窥见符号

身份问题在成长电影中的表现。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

学科的公分母将成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借助于

主体符号学，以近年来中国成长电影为研究对象，结

合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从中分析中国成长电影所反映

的身份问题将成为本文论述的关键。

一、成长电影与符号身份
成长电影往往与青春电影相混淆，这里涉及到青

中国近年成长电影中的符号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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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成长这两者关系的纠缠。混淆的原因在于部分研

究者将成长作为主题纳入到青春题材中，认为“只要

涉足青春题材的电影，总离不开对成长主题的描写与

关联。”③这样处理，成长就成为青春电影的表现对象。

而另一方面，成长电影总是将关注视角集中在青少年

阶段，使得青春期成为成长电影主要表现的时间段。

回到电影类型常规的视角上看，“类型是人类在

长期的审美过程中所渐渐形成的心理认同经验。”④要

确立某一类型电影的稳固地位必须从电影审美的观感

中探寻出一致的认同范畴，青春作为要素出现在电影

中并不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类型支撑，但凡电影主人公

表现对象为青少年都可以纳入其中。爱情、战争、恐怖、

科幻等电影类型都会触及到青春这一要素，而“一部

类型片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不同的特征，而

在于它组合类型特征的独特方式，每一种特征元素可

能是一种类型片和其他类型片共同拥有的。”⑤青春

即是这种共有特征元素。以成长变化为类型支撑点，

组合进青春元素成为当下成长电影的主要趋势，同时

组合进战争背景、爱情纠葛、悬疑恐怖等形成了成长

电影的多样性变体，成长所导致的变化成为成长电影

确立类型的关键。

成长这一核心要素的确立要能够形成心理认同

上的一致同时需要理论佐证。何谓成长？从传统的生

理和心理来考察则偏重于心理成熟，因为电影情节的

展开意味着人物生理的必然成长，而心理成长必须借

助于事件的展开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可考

察性，例如人物由懵懂到困惑，由迷茫到选择都是心

理变化的具象化。成长过程必然涉及到符号身份问

题，社会人总是要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化作

为一切社会表意活动的总集合必然涉及到意义问题。

而“身份是处理意义过程的前提，自我是符号活动的

产物。” ⑥

在确立成长电影这一特殊类型的稳定地位之后，

次类型的界定就变得清晰。以成长变化为类型支撑点，

可以具体考察其中的符号身份问题，涉及到其他类型

特征仅作为辅助时，将其置于次类型下。例如涉及到

青春，即为青春成长电影，“在当下的成长电影中，

青春时段是表达的重中之重。”⑦因而成为成长电影的

主流趋势。涉及到战争，即为战争成长电影，如《狂怒》、

《兵临城下》等以战争为背景展现主人公的成长历练。

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电影，在各个次类型的

丰富下成长电影如今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同时，大

陆、香港和台湾立足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同样创造了

一批优秀的成长电影，触及成长内核，将个人的成长

融入到时代、民族的发展中。“对个体成长和命运的

探索，也成为对民族成长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个人的

成长史往往成为民族的寓言。”⑧两岸成长电影在自身

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联系在一起，基于成长核心，共同

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这种变化本身通过具体的个人成长经历展现，同

时，民族、时代本身的成长也将从中折射，得以探究

民族性和当下的文化现实。这种现实的投射也有整体

趋势上的变化，由对于边缘人身份焦虑问题的揭露到

掩盖身份问题的暂时性满足，中国近年成长电影成为

了时代发展的寓言。

二、边缘人的符号身份问题
中国成长电影对于符号身份的关注点发生了转

移，这种转移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发展对于个体身份造

成的焦虑感。整体的表现趋势呈现为由争取身份到迷

失身份，个体面对的成长环境由限制身份转变到多重

身份选择，成长主体所要实现的目的也由获取某一身

份到稳定某一身份。这种整体趋势的展现实际上在某

种程度上是现实的投射，要改变已有身份，必须动摇

传统身份秩序的桎梏，等到各种身份能够进行不断转

换，主体身份便开始试图寻找一种暂时的安歇，成长

电影中所展现的身份危机以及如何摆脱危机成为了当

代人成长的寓言。

以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导演着力开掘边缘个体

的身份问题，这种边缘是一种相对的含义。相较于城

市发展带给城市人的优越感，农村人成为边缘人，城

乡之间经济差距造成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权力话

语的不平等刺激着农村人身份的原有安定。正是在这

种比较中，农村的称谓实际上暗含了以城市为中心的

地理分割标准，这些边缘人正是因为城市“他者”的

存在形成了新的参照对象，回视自我的生存境遇便能

感到自己的“落后”，从而产生改变自己身份的欲望。

《小武》（1998）的背景设在九十年代，农村正在接受

城市文明的渗透，台球、KTV、西式婚礼构成了城市

文明的提喻。主人公小武则挣扎于无法转变身份的困

境中，以手艺人自居而实际从事偷窃行当，最终成为

严打的对象。这种城乡文化碰撞产生的身份危机集中

爆发，《十七岁的单车》（2000）中保姆偷穿女主人的

着装实现了农村人对城里人身份的短暂满足，小根拼

死捍卫的自行车实际上是他由农村人向城市人上升

的工具。

这种边缘化反思在性别领域内则是对于女性、尤

其是对于同性恋者的身份问题关注。相较于以往男权

话语垄断，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性别意识觉醒，使得

人们开始反思性别身份的不对等。女性通过各种外在

修饰在自己身上加上风格标记从而使自己标出，“女

人的‘自觉自愿’的标出，是女性在文化中边缘化最

明确的证据。”⑨成长电影既展现了女性身份的边缘

化，同时又试图去冲击这一观念本身，引发观众对于

女性成长的思考。《上学路上》（2004）中因为学费上

涨，经济拮据，母亲本着“女孩上学无用论”剥夺了

王燕的受教育权，但继续供两个弟弟读书，同村女孩

三花嫁人的命运成为边远地区年轻女孩命运的提喻。

这种不平等有传统观念的历史根源，在现实层面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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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面对男性的压制，《青红》（2005）中面对父亲撕情书，

禁足、责骂的强势话语，主人公青红只能缄默，最终

试图摆脱而与情人夜会，却惨遭强暴，女性在男性面

前只能退让和受伤的悲剧命运被揭露，引发反思。

这种性别身份的边缘化更突出地表现于同性恋

者，成长电影将镜头关注了这部分群体的生存状况，

展示了他（她）们内在的心理状况，同时将外在的压

力与内在的冲突相结合，实现了对于边缘身份的同情

和关注。《东宫西宫》（1996）冲击了固有的观念束缚，

披露了一个同性恋者被情欲扭曲的童年，坎坷的少年，

在与警察的话语对峙中，拷问着人性本身。《霸王别姬》

（1993）借助于动荡的历史环境，将个人成长融入到

时代剧变中，深入开掘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

除了地域和性别上的边缘化呈现，成长电影成为

了小人物成长的传记，不同于史诗化背景衬托英雄人

物的宏大叙事，小人物的成长通过电影镜头的放大同

样达到了一种崇高化的目的。关注小人物的成长实际

上模拟了史诗、传记对于伟大人物的细节展现，通过

生活化的全景透视，让平凡人在平凡生活中折射人性。

身份关注焦点发生转移，由传统的崇拜伟人身份转移

到对普通身份的理解同情，这样，小人物的成长史同

样成为了时代、民族成长的寓言。《颐和园》（2006）

将一对男女的成长融入到中国1987至2001这一历史阶

段的许多重要事件。《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将一

群大院少年青春期的成长放置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没

有宏大叙事，而是小人物在特定时代下的苦闷和挣扎。

另外，《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艋舺》

（2010）、《青龙复仇》（2014）展现了黑道少年的另类

成长，在以往被视为危害秩序的边缘群体身上投射了

必要的关注，将成长的复杂性放置在同样复杂的黑道

秩序上，拷问着个体身份在成长过程中受外在环境影

响的无奈和抉择。

这种边缘身份的产生建立在与中心的对比上，农

村较于城市，女性较于男性，同性恋较于非同性恋，

小人物较于大人物，黑道较于普通生活，这些都处于

边缘和中心相对比较的位置上。中国成长电影在成长

主体身份上的开掘打开了社会的全景图。同时，不同

身份的成长主体都会面对成长过程中的身份压力与焦

虑。人物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在已有身份上获

取更多的支撑点，这都是由于原有身份所凝聚而成的

自我在发生变动，这种自我的变动则是受到外在力量

的影响。经济发展带动了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则加剧

了不同身份之间的接触和摩擦，传统经济秩序所形成

的身份评价体系也发生了动摇。

在宗法制社会，农村身份并没有被标出，家庭中

男性占据话语权也并没有引起女性普遍的强烈反抗和

抵制，性观念的扭曲则一直处于暗流，所谓的大人物

被供奉在神坛上，由于时空距离的阻隔并不会对既有

的身份秩序构成诱惑或威胁，因为“远远地不成比例，

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

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 ⑩。

伴随时代自身的发展，成长环境的变化必然引发

主体对于自身身份的思考。当外来的经济优势强势冲

击保守的物质水平，生产催生了欲望，个体意识到在

自己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填补膨胀的欲望需求。参照

群体发生变化，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自我的期待视野

不断拓宽，束缚欲望的藩篱被拆毁，强烈要求改变或

者说提升自己身份的焦虑感开始蔓延。女权主义思想

的传播召唤了潜藏的受压抑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个

人上升渠道的扩宽使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希望跃入

身份等级的上层，从而享受到处于中心的优越感。意

识到原有的边缘化身份，力图通过各种手段摆脱边缘

化处境的渴望将更加强烈。

摆脱原有身份，或者由原有单一身份切换到多重

身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这种改变本身对于

边缘人而言有自我的意愿，另一方面，身份在各种压

力下的变动本身又是外在环境使然。这样，成长电影

中所展现的边缘人同时面对着变换身份的双重力量 ：

自我和外在。而伴随着外在因素的不可控，内在自我

如果不能强有力地调控各种身份，将会迷失在身份转

换的泥沼中，“自我无法找到自身精神稳固的核心，

内心永远处于失望、焦虑之中，我无法知道我的身份

是否还由我控制。”这种失望、焦虑、不可控，恰

恰是现代人的成长困境。

成长本身理想化状态应该是一种向上发展的维

度，伴随着时间对于人的考验，生理和心理迈向成熟，

形成强有力自我调控身份来适应环境。而立足于现实

生活，成长电影借助于不同个体的成长，将身份与自

我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关注重点。在具体的实践发展过

程中，中国成长电影又发生了新的趋势，由揭示边缘

人身份转变的焦虑，发展至现如今，焦虑问题的深入

揭示退场，而建构化解焦虑的“成长神话”一时兴起。

三、身份焦虑的掩盖和满足
在面对现实环境所引发的各种身份焦虑后，近年

成长电影发展的方向产生了新的转向，即搁置自我焦

虑，建构理想自我。这种理想化的建构必然直接避开

了现实的复杂处境和身份变换所产生的震荡。因此，

这类成长电影虽然也依赖于成长变化这一类型特征，

但其他电影类型特征由原先的辅助渐趋主导，即借助

于成长电影的外在框架，植入其他因素，将成长本身

的复杂性削平深度，取而代之的是成长主体理想自我

的虚构呈现。而“理想的自我选择指挥身份的充分能

力，只有在理想社会才能实现。”成长电影建构了

这样一个理想的现实。

第一种是怀旧式青春成长电影。人物成长的轨迹

借助于特定时代的符号引发观众的移情作用，怀旧成

为此类电影的着眼点，成长历程不再小众化，而更贴

近于大众。表现的对象不再是鲜明的边缘人，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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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不再是受压抑的身份困境。《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的女孩》（2011）掀起了青春成长电影回忆叙事的

高潮，成长过程伴随着几个青少年对同一个女生的追

求，以女生的婚姻为叙述的起点，以女生嫁与他人做

叙述终结。《致青春》（2013）依托于大学恋爱的故事

脉络，整个成长的矛盾集中于情感的纠葛。《匆匆那年》

（2014）跨越了15年的回忆铺开了成长轨迹，将成长

的烦恼聚焦在一对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友情。《同桌

的你》（2014）温情地叙述了一对同桌从初中、高中、

大学到毕业10年后的情感故事。

这些次类型无一例外地都将成长关注的核心聚焦

在了个体的情感世界，大部分叙述依托于校园背景，

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冲突被简单化。叙述者都展开对过

去的回忆，“在思考过去的经验时，思考的是对象自我 ；

在思考到我此刻之后果时，面对的是未来自我。”

观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

系，回忆过去冲淡了此刻的压力，同时又因为对未来

产生了新的期许而获得满足。

成长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校园生活成为这类叙

述依托的固定背景，成长电影将逝去的青春作为审视

的对象，青春中的性萌动、暴力冲突、友谊与挫折等，

作为母题借助于各类事件引发观众共鸣，如《同桌的

你》的同名歌曲曾是一代人的记忆。这类青春成长电

影虽然也要面对抉择和考验，如《匆匆那年》中的早

孕，《同桌的你》中早恋引发的家长和校方压力。但

在怀旧式成长电影中，符号自我对于过去我的审视是

为了满足现在我的情感需求，回忆过去填补了现实欠

缺的遗憾，“自我思考的过程往往是审视过去的经验，

期望未来会有某种结果。” 过去的经验指向了一个单

纯的身份，未来的结果则是试图摆脱现在身份的焦虑

回归到青春的纯粹，最终“具有精神塑形功能的成长

主题蜕变为充满商业气息的怀旧。” 

第二种是梦幻式青春成长电影。成长主体不再面

对生存困境，也不再处于社会边缘，在中心领域建构

了梦幻的成长经历。以郭敬明《小时代》为典型，成

长故事本身成为了物质欲望展现的依托，虽然故事不

断要回溯校园时光，但现实的纸醉金迷掩盖了当下身

份的焦虑。边缘人的身份危机起始于经济发展催生的

一系列观念变化，而梦幻成长故事满足了物欲的渴求，

名牌时装、国际公司、罗马旅行、俊男美女，这些构

成要素填补了当下青少年对于向上身份的渴望。

当基本的生存困境不再成为问题，成长电影所建

构的现实就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将一种虚构

的欲望满足作为填补焦虑身份的手段，这种填补本身

并没有直面身份焦虑产生的社会动因，而是象征性地

满足了自我的想象。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上，原本

焦虑的身份不再受迫于外在的压力，成长所面对的各

种困境和焦虑都可以通过物质进行解决，这种拜金式

的观念折射了当下身份焦虑产生的现实根源，正如阿

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昭示的 ：“历史证明，

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

生之时。”基本需求的满足并不能抑制其他需求的

产生和膨胀，身份等级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身

份的巨大落差往往意味着自我的崩溃。”梦幻式的

欲望满足恰恰说明了现实中需求被阻将是主流，自我

在落差前的崩溃渐趋常态，而人们又急需填补现实内

需，这类电影的高票房和低评价恰恰反映了欲望虚假

满足和现实未曾改变的矛盾。

结语
本文论述的中国成长电影涉及九十年代至今，在

这一时间段内，成长电影在大体趋势上伴随着现实环

境有了新的转向。以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电影人从原

先压抑的氛围中，以个体身份为关注点反思人性。而

新时期导演迎合市场需求的成长电影，面对当下的身

份危机以怀旧和梦幻的方式提供了暂时满足。成长电

影的未来走向将始终围绕成长所带来的变化，以及成

长中不可割裂的主体身份变化。但对于如何反应和解

决符号身份问题将会呈现不同的叙述策略，成长电影

自身也在成长，其成长本身也构成了民族和时代成长

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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