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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贝松：英雄主义的塑造者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赵凯丽

                      指导教师                 李波

摘要：吕克·贝松，被誉为法国的斯皮尔伯格。在法国，如果一个电影艺术家要拍迎
合大众口味的商业电影，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吕克·贝松成功的完成了从艺术影片向
商业影片的过渡。他的商业电影成功的塑造了几类英雄形象，他比较偏爱英勇的女性
角色，女主角个个都是女汉子，男性角色反而更添柔情，甘当绿叶。通过对《尼基塔
》、《这个杀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圣女贞德》这四部影片分别作女性角色
分析、男性角色分析、道具的应用分析，来阐述导演尼克贝松的英雄梦。
关键词：尼克贝松  尼基塔  这个杀手不太冷  第五元素  圣女贞德

Luc Besson: shapers of heroism

Student majoring in play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Zhao Kaili

                   Tutor                                      Li Bo
Abstract: Luc Besson, known as the French Steven spielberg. In France, if a film artists want to 
commercial movie, is takes a lot of courage. Luc Bess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art 
films to commercial films. His commercial success created some kind of hero image, he prefers female 
characters,everyone of the ladies are female man ，male role instead more tenderness, willingly as green 
leaves .Through the "nikita", "the killer is not too cold”, “the fifth element", "Joan of arc" the four films 
respectively for female characters, male role analysis, property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director Luc 
besson's heroic dream i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Luc Besson; nikita ;The killer is not too cold ;The fifth element; Joan of arc

引言

吕克·贝松电影中的角色塑造非常有特色，女主角们有着中性的外表，英气逼人，

个个都是女汉子般的英雄人物，比如《尼基塔》中的尼基塔、《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马婷

达、《第五元素》中的丽露以及《圣女贞德》中的贞德；男主角们都是刚柔并济的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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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他的电影中往往是用来衬托女性角色的，就像绿叶衬托红花，他们凭借自己的善良

与勇气，帮助女英雄完成质的蜕变；道具的运用也非常的奇特，往往能够出奇制胜，营造

了不一样的氛围，塑造了丰富的英雄人物形象。

             

一、女英雄主义大放光彩

吕克·贝松对坚强的、具有英气的女性非常偏爱，这也是吕克·贝松商业片的一个看

点——

女英雄主义。吕克·贝松商业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格外让观众记忆犹新，毫不客气的说已

经成为定式——

由兽性转化为人性，并成为女英雄。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不是一般的女人，外表冷酷刚

强，她们遭遇重重苦难，好在有一颗纯真顽强的心，她们都有自己的信念，她们都会为了

这个信念去努力。她们都是娇小的女孩，却都有一颗女汉子的心，一个一个成为了英雄，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环境——人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环境在人性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好的环境使人优秀，坏

的环境使人堕落。尼基塔的出现让人厌恶并且好奇，与她一起出现的朋友们流里流气、

神经兮兮，杀人抢劫吸大麻，无恶不作。再看看尼基塔，痞里痞气，由于吸食大麻精神恍

惚，杀人毫不手软。在法庭上被宣判时，声嘶力竭，毫无理智，直到她被实施死刑时的痛

哭流涕才让人知道她是有人性的，她还对生命有留恋。刚出现的她有一种难以驯服的野

性，她没有爱、善良、理想、以及活下去的信念，她是个女孩却没有正常女孩的心态，她

仅仅是一只小兽——

还未开发人性的小兽，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当她在特工部队训练时，她的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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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冷酷让人觉得她不可驯服。在这里，女孩称不上女孩，甚至，人称不上人。我们无可

得知尼基塔的出身如何，但我们看得出她生长的环境、接触的人是多么的糟糕。随着故

事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尼基塔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慢慢领悟到了爱与被爱，慢慢发

现自己是个美丽的女性，慢慢学会了承担责任。导演吕克·贝松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

一开始他把这个女孩塑造得多么糟糕，实际上，他也会将会赋予她多么高的赞美。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马婷达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观众却被她老练的行为语言

所震撼。“生活本来这么苦，还是只有童年的生活才会如此？”那个瘦小的女孩有双过于

早熟且受伤的眼睛。根据影片所给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糟糕的家庭环境导致她

的性格乖张。她的爸爸满脸横肉，脾气暴躁，只会打她骂她，吩咐她做家务，把她当成累

赘，从来没有关心她呵护她，当她发现爸爸死后她反而淡定的说就算那帮人不杀死他，

她也会杀死他。让人震惊之余也不得不同情这个瘦弱的女孩。她的妈妈从言行举止行看

应该是个坐台小姐，妆容妩媚，语言冰冷，只会嘲讽她、吩咐她，没有一丝母爱的温暖；

而她的姐姐语言粗俗，一直与她抢电视机，一不满意就会毫不留情的打骂这个瘦弱的妹

妹，丝毫不懂得忍让。除了那个可爱的弟弟，马婷达对于这个家庭的亲人们除了痛恨没

有一丝留恋，当她接到管教问题孩子的学校的电话时，那句“她已经死了”就已经表明她

对这个家的绝望。其实马婷达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在看到一家被血洗的场景时，她强

忍住恐惧机智的躲过了一劫。在后来的表现中她机智的求里昂收留她并教她做杀手，她

拿起手枪向楼下一顿乱开，那股放肆的神情满是不服输的倔劲，令莱昂彻底呆住了。马

婷达的疯狂之举让她有了一个得以栖身的场所，她一直坚定着为弟弟报仇的信念，也从

此开始了她颠沛流离的历程。

《圣女贞德》中的贞德出生在农家是个文盲，在她的家人遭到英国敌人屠杀后，她的

内心一直存在击退敌人，报我国恨家仇的信念。一些神奇事件的发生让贞德坚信自己就

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让她肩负起为国效力的重任。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贞德凭借对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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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对敌人的痛恨、对君主的热爱使她使她在战场上鼓舞士气，顽强抗敌最终取得

胜利，她也成为了一个女英雄。。

    （二）在爱的恩惠中得以开化

尼基塔在特工训练营中鲍勃是她的上司。也许，在鲍勃的位置上，尼基塔就是个被

他培训的学生，而对于尼基塔来说，鲍勃是他的上司、朋友，还有爱人。鲍勃对尼基塔的

好是基于把她培训成女特工的基础之上的，给她过19岁的生日，给她吹蜡烛、切蛋糕，让

尼基塔第一次有了被人爱的感觉，让她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她开始学习微笑、化妆、

打扮，努力发掘自身女性的魅力。在尼基塔二十三岁生日时，被鲍勃邀请去西餐厅，在她

收到对方递过来的礼物的时候，那种欣喜激动的表情跃在脸上，而当她拆开礼物发现那

是把冰冷的手枪时，心底的那种失落心寒也表现了出来。吕克·贝松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

候特别细腻，她的一颦一笑、一痛一哭都是对角色内心深处的反馈，时时刻刻牵动着观

众的心。在毕业时与鲍勃浅浅的一吻，那是一道分界线，预示着她永远告别昨天即将获

得新生，却也是另一段残酷命运的开始。

与马克的相遇是尼基塔最美丽的人生，马克的温柔体贴、多情浪漫，既是尼基塔的

幸运却也是她的负担。因为她随时都会得到新的任务，她既要心安理得的接纳马克的关

爱，又要承担着欺骗爱人的心理负担，那段生活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她与男友相处的过

程中，既不能泄露自己是杀手的秘密，同时也不能破坏与男友的和谐关系。每当马克对

她的行为产生怀疑时，她总能通过卖萌、装可怜来转移男友的视线，并且总能成功。每当

她与男友共浴爱河、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的时候，那声“加斯黑了”总能通过电话找到她

，那种从幸福到恐惧的心理状态让她的心始终受到煎熬。在那场“浴室射击任务”中，门

外是男友深情款款的告白，而耳机中是冰冷残酷的任务指示，在紧张急迫的行动中，她

不能让男友发现丝毫破绽，又要承受欺骗男友的自责，那种煎熬迫使她落泪，使她虚脱。

“我越来越了解你们这些虐待狂了，你们是一群疯子，用我来做工具，跟着你们玩这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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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她终于爆发了对这种“工具生活”的不满，她开始渴望摆脱这种非人的生活，想要和

马克安稳的生活在一起。她从马克那里收获了爱，同时也学会了爱自己，她既要给爱人

自由也要给自己自由，终于，她逃离了，她再次获得了新生。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马婷达叛逆、邪恶，直到她遇到那个又高又瘦、又冷又酷的

里昂。自己的家人待她如仇人，而那个高冷的陌生人且能递过来一方手帕，就算他只是

出于礼貌。在被里昂收留的那段时间里，马婷达又恢复了自己孩童的本质，看动画片、被

人逼着喝牛奶、模仿名人表演、与里昂互相泼水嬉戏打闹，她那鬼马的神态令人忍俊不

禁。里昂并不是一个好的监护人，但他笨拙的关心让马婷达脆弱的心灵获得新生。马婷

达有了生活下去的目标，一个是为死去的弟弟报仇雪恨，将坏人铲除殆尽；另一个就是

守护在里昂的身边，照顾好他，过幸福的生活。马婷达娇小，但却坚韧大胆，她紧跟着里

昂的节奏锻炼身体、获得射击技能，成为里昂的帮手，协助他捣毁制毒分子，不断获取成

为杀手的技能。她渴望被爱灌溉，她说“如果你希望我长大，我才是需要被灌溉的”；同时

她也发现她对里昂的爱不仅仅是单纯的亲情，她想做他的情人，她想把她的第一次献给

里昂，“不管以后睡的怎么样，我只要爱或者死”，哪怕她才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如此沉重

的话从她稚嫩的嘴角说出来却没让我们感到可笑，因为她的眼神那么坚定，她曲折的身

世经历让她过早的成熟，那沧桑的眼神早已超越了她的年纪，甚至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

的忘年恋。马婷达也以同样的爱回馈给里昂，教他写字、教他如何躺在床上睡觉，她告诉

里昂， 

“如果你真的爱它就应该把它种在公园的中间，那样它就会长出根来”，这句话不仅仅是

说怎样让那株盆栽活下去，更是希望里昂能找到自己的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这段

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激励着她弃恶从善，重新回到学校，做一个真正用善行去回报社会的

人。她将莱昂栽培的那株万年青种在树下，让这种叫做“莱昂”的植物永远扎根大地，永

4



远常绿常青。“我跟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人生活在了一起”，当他俩遇到了对方，都获得了

新生。

    （三）女性的光辉

    

吕克·贝松对女性英雄格外的偏爱。尼基塔由杀人犯到为政府做事的女特工，再到为自由

与现实作斗争的坚强女人，她有传奇的一生，她是个女英雄。马婷达只有十几岁的年龄，

她却有为亲人报仇的决心，刺杀仇人的果敢，追求忘年恋的勇气，她小小年纪却也是个

敢爱敢恨、敢为的小英雄形象。《第五元素》中的丽露也被塑造成了拯救人类的女英雄。《

第五元素》是一部成功的好莱坞科幻片，按照惯性，男性往往被塑造成为拯救万民于水

火当中的大英雄，这得益于男权主义长期占据社会的主要地位。而在尼克贝松的电影中

，男性往往被用来衬托女性，将女性的英气衬托到高于柔美之上，成为那万绿丛中一点

红。丽露是完美的化身，她纯洁得没有一点瑕疵，她是五元素之一，是爱的化身。如此纯

洁的女性是拯救人类的使者，她勇敢、聪明、执着，当她了解到人类自己发动的几次世界

大战后，对人类非常失望，只有人类互相爱自己才能解救人类。她也像个未经人事的小

女孩一样渴望着爱，当柯本告诉她，人世间确实存在着很多丑恶之事，但同样也存在着

美好的事物，比如爱。柯本的一吻唤醒了丽露的爱，同时奇迹也出现了，五元素爆发出了

惊人的能量保卫了地球。男性的丑恶与丽露的完美形成鲜明对比，贪婪是由男性引发的

，战争也是由男性引发的，如此鲜明的好坏之分，成功的塑造了丽露的女英雄形象，就连

男英雄柯本的表现也是为了衬托丽露的形象。《第五元素》中的另一个女性形象是一个歌

女狄娃，她的歌声净化人的灵魂，她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无私的。她为了保护石头而将其

塞在自己的肚子里，当柯本从其肚子中将血淋淋的石头取出时，让人想到女性对繁衍后

代做出的贡献，那个场景与生产简直是一模一样。整部片子都充斥着对女性的赞美。

    

《圣女贞德》同样也是赞美了一个具有传奇人生的女英雄。圣女贞德是法国人民心中的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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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神，是法国的军事家、天主教圣人，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也是历史上唯一能在17

岁时就指挥国家大军的少女。圣女贞德主张直接攻击英军，亲身投入了每一场小规模战

斗中，身处战斗的最前线，手握战斗旗帜是她的形象标志。有位历史学家描述了她对后

代的影响力：“在她死后5个世纪的人们，对她做了一切纪念：（她是）狂热的信徒、宗教神

秘主义者、天真纯洁，却又可悲地成为一枚被当权者摆弄的棋子，同时又是现代民族主

义的创始者和象征，被崇拜的女英雄和圣女。她即使面临酷刑的威胁和火刑的死亡时，

仍然坚持著她所听到的来自天主的声音。无论那个声音是真是假，她的事迹让所有听到

她故事的人都会震撼不已。”她对上帝充满热爱，她经历过一场刻骨铭心的变故，她以无

以的伦比的激情，唤醒了法国民众抵抗英军的斗志。所以，她依然是圣女贞德。在她将死

之时，她的肉体经受着火的煎熬而扭曲，她的灵魂却坚强无比，她的眼里见到了上帝的

光芒。吕克-贝松说：“我喜欢电影的结尾。 

贞德历尽艰苦后感悟到命运的飘忽，但她接受命运的安排，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

五百年来，贞德的形象被利用的成份居多，因此我希望借此片让她回归独立的身份。”影

片中的贞德剪成短发、身披盔甲、身骑战马、高举旗帜的形象英气逼人，那果敢坚毅的眼

神让战士从不怀疑她是上帝派下来的使者，面对敌人时的声嘶力竭无不彰显出她神圣不

可侵犯的女英雄形象。

二、 男性角色塑造的是刚柔并济的男英雄

    （一）杀手里昂的刚与柔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里昂，高瘦结实，一身黑色风衣，一架圆框墨镜，一脸络腮胡

子，高冷的气息不容人靠近。他身手敏捷，做任务时神出鬼没杀人于眨眼之中。他异常敏

感警觉，毫无安全感，夜晚睡觉必须坐在椅子上，从不敢躺在床上。就这样一个硬朗无情

的男杀手，再遇到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时，也慢慢变得温暖起来。他收留马婷达只是一

念之间，但马婷达的出现让他领略到了人世间的美好。马婷达激起了他的父爱，他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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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小猪逗马婷达发笑，他逼马婷达喝牛奶让她补充营养，他用残酷的训练手段磨练她的

意志，他给她买漂亮的小裙子，在外行走也一直以父女相称，马婷达给了他一种责任感，

让他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面对马婷达的告白，“莱昂，我想我是爱上你了，这是我的初

恋，你知道吗？”他愤然离开其实是在掩盖自己的不知所措，他有过失败的恋情，让他不

敢再去触碰爱情，并且一个小女孩从嘴里说出的爱情是多么可笑；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知

天高地厚的小女孩让他领悟到生存的意义，他第一次不知所措地躺在床上睡觉，对着枕

着自己胳膊的小女孩道了声晚安，在清晨起床后还贪恋躺在床上睡觉的美好，他的内心

深处是如此贪恋平凡的生活“你以后不会感到孤单了，马婷达”，这既是给马婷达的承诺

，也是给自己的承诺；在面对生命危险时他将马婷达推走，告诉她“你让我尝到了生命的

滋味，我开始想要过的快乐，睡在床上，有牵挂”，一声“我爱你”，让观众看到了这个铁血

男子的柔情。

    （二）亦师亦友，亦严亦爱

《尼基塔》中的鲍勃作为杀手的教官冷酷无情，他毫不留情的打消尼基塔出逃的念头

，残忍的让尼基塔出任务，对尼基塔来说他是恶魔的化身，但他又是第一个给尼基塔带

来温暖的人，他是给你甜言蜜语又给你一巴掌的人，他是尼基塔又爱又恨的人。对尼基

塔这种顽固不灵、不招人喜爱的人，只会让人用狠辣的手段制服她，然而鲍勃却在尼基

塔十九岁生日时端来蛋糕，让她吹蜡烛，告诉她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看到在跆拳道

教室不守规矩、手舞足蹈的尼基塔时，他竟然笑了，并没有发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在尼

基塔第一次完成任务死里逃生时，他竟然感慨尼基塔要离开他，而那临别前的一吻带有

多少的无奈与深情；在他以鲍勃叔叔的身份去尼基塔家中做客时，他为尼基塔编造了一

个美丽快乐的童年时光，他的内心深处是盼望着尼基塔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的，像他编

造的那个谎言一样无忧无虑；在他面对尼基塔愤怒的追问时，他只能以一句“因为我想你

”来解释他的无可奈何，这是他的责任，同样也是尼基塔的使命，这样的一句我想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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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戏谑，一半是真心；在他得知尼基塔逃走时，他冷酷的面容上竟然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一句“我们都会想她的”，道出了他的欣慰与开心。

    （三）给予对方平凡而坚韧的爱也是英雄

《尼基塔》中的马克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他不是英雄却胜似英雄。他的出现，让尼基

塔深深地陷入到爱情里面，他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是什么身份，他发现她没有亲人朋友

、对过去一概不谈、做护士却总是神神秘秘的，简直就是个“神秘女郎”，每次产生疑问想

要得到尼基塔的回答时，都被她顺利转移视线，他没有生气反而很大度的就放弃了质问

，那是因为“我不想惹你烦”。鲍勃的来访让他吃了颗定心丸，听到鲍勃谈论起尼基塔快

乐的童年，他真的很高兴，那是因为他的爱人原来的生活是那么的幸福。两人的威尼斯

之旅是他们最开心最幸福的日子，却也是引爆高潮的导火索，“换点心”事件要是放在之

前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在这里却激起了马克的猜疑，但他还是像从前那样没有过多

的计较。在与尼基塔分离的前夜，他告诉她他都知道了她的所有事情，他不怪她，只是非

常心疼她。尼基塔被深深的感动了，她没想到这个男人是这么的宽容大度，能容忍她的

一切。没有几个人能拥有如此无私的爱，马克很平凡却爱得很伟大。      

三、 道具塑造英雄

一部经典的影片，不仅要有演员的高超演技、出彩的故事情节、优良的制作，还要有

不容小觑的道具。道具可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也可以交代环境，推动故事情

节的发展。吕克·贝松是个擅长使用道具的导演，道具在他的电影中意义深刻，看似不经

意的道具却能塑造个性独特的人物形象。

    （一）绿色的植物塑造了善良的里昂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道具就是那盆绿色植物。绿色植物的出现

塑造了里昂外表冷酷内心善良、却孤单的铁血柔情形象。里昂带着这盆植物的出现让观

众对里昂这个人的形象产生了好奇，一盆鲜绿的植物出现在一个黑衣杀手的手上，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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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不入。它是里昂的朋友，里昂出门在外都会将它带在身边，每次都会小心地擦拭叶

子上的灰尘，精心的浇水，细心的放到窗外置于阳光下；它就是里昂，它无根，可以四处

漂泊，象征着里昂四处漂泊、四海为家的孤苦寂寞。

它的出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里昂在屋内细心的浇灌这株植物，马婷达在旁边

说“我才是最需要灌溉的”，引发了一场搞笑温馨的嬉戏场面，这株植物见证了两人关系

的变化；在面对生命危险时，里昂要求马婷达带着这株植物好好生活下去，这株植物代

表着生命力、信念，它激励着里昂接受生命的考验、完成报仇的使命；马婷达带着这株植

物来到了教管院，并将这株植物种在了大树底下，照应了影片前部分玛婷达说过的话，“

如果你真的爱它就应该把它种在公园的中间，那样它就会长出根来”，这是里昂的愿望，

马婷达帮他实现了，马婷达也会守着有根的植物顽强的活下去。

    （二）命运的套圈

《尼基塔》影片一分钟四十多秒处出现了一个道具——

药店标志，是一个绿色的圆圈，出现在镜头的前景中，四个青年男女走到标志的下面，交

代了这是一家药店，象征了这四个男女是被药物控制的奴隶；一个青年走到门前掏出钥

匙开锁，这个绿色圆圈出现在他的头顶之上，像一个套索随时会套住他的咽喉，预示着

他的所作所为即将会付出代价；下一个镜头出现了尼基塔和另一个青年，这时的绿色圆

圈出现在右上方，交代了她们也在被药物控制之中，这个绿色的圆圈也会将他们绳之以

法，这个标志的出现深化了主题。

    （三）成就英雄的线索

《第五元素》中的四块石头始终贯穿于全剧，它是故事发生的导火索，剧中的正反两

方都在致力于寻找这四块石头，不同的是，坏人寻找它是要完成自己雄霸宇宙的贪念，

正义的一方寻找这四块石头是为了拯救地球免于灾难。也是因为对石头的找寻，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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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正义争夺之战，同时也成就了男女主人公的浪漫爱情，这四块石头作为线索，揭示

人物关系，塑造了丽露无私奉献的精神形象，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四）胜利的象征

《圣女贞德》中贞德为自己设计了一面旗，她总是随身带着她那明显的旗帜，投入到

每一场小规模战斗中，身处战斗的最前线。这面旗帜作为道具的出现，塑造了贞德英勇

无畏、充满智慧的女英雄形象，这面旗帜出现在哪里就象征着贞德出现在哪里，她不向

强大的敌人低头，她总是高举旗帜冲在军队的最前方，鼓舞士气，带领士兵攻下战壕。这

面旗帜的出现推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将贞德的英勇形象推向高潮，带动了剧情

的发展，深化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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