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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导演独特的叙事风格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李媛

指导教师    徐雪辉

摘要

    
本文力图通过影片的细读，对其电影叙事风格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对徐静蕾
的电影作品进行一个整体性的评价和总结。 
徐静蕾的六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偏于关注女性及其成长历程。但
是，随着时代潮流变迁，徐静蕾的电影风格也由传统叙事的艺术电影向商业电
影转变。由于徐静蕾在执导的影片中有着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等多重电
影身份,她能够将自己的表演理想贯彻到底,并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表演格式,即
让角色具有演员的魅力特征,强调了演员的"自我魅力",将自身的叙事风格极至
化，从而深入人心。

关键词：徐静蕾；叙事风格；女性主题；风格转变；电影

Study on the narrative style of Xu jinglei director

Student majoring in Drama Film and Literature    Name Li Yuan

 Tutor     Name Xu Xuehu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d to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film, the film narrative style 

system research, thus to xu jinglei films a holistic evaluation and summarized. Xu 
jinglei's six movies have a common theme, is to be focusing on women and the 
growth process. But,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hange, xu jinglei's film style also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art film to business. Due to xu in the films with 
multiple movie screenwriter, director, actor and producer, she was able to giv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ideal, and formed a sense of performing format, which charact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actor's charisma, emphasized the charm of \"self\" as an 
actor, will own the extreme narrative styl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xu jinglei；Narrative style；Women theme；Style translation；movie

引言

    

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演员，到成为一部电影的独立出品人并身兼数职，这在国内的

导演中也为数不多，女导演更是罕见。而徐静蕾导演的电影，都带着徐静蕾导演



鲜明的个人特质。尤其是她的电影中一直专注于以女性成长为主题。这样一个才

女，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做导演，不管她以哪种身份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她所

散发的那种自信与淡定从容的气质都为之动容。就徐静蕾导演的这六部电影而

言，从脱离大众的文艺电影到紧随时代潮流的商业影片，都体现着浓厚的“徐静

蕾”魅力。关注并着重表现“女性成长”是徐静蕾导演的主要的叙事主题，也是独

特叙事风格的主要着力点，视角独特的同时吸引大众的目光。

作为新生代的女导演，尽管徐静蕾已经有六部作品问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但研究者对其电影一般还是限于个案研宄，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了徐静

蕾作品的导演风格及影像风格转变等艺术特征。徐静蕾是新生代女性导演群像

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角色， 

尤其是《一个陌生女人来信》，体现了其熟稔的叙事改编及其驾驭能力，成功移植

了一个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纵观其不多的六部作品，尽管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强烈

的导演风格，但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女性主体意识体现的年轻女导演，我们非常有

必要将其置于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对女性导演所代表的话语空间进行一次较

全面、系统的深入研宄，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女性话语空间在公共话语场

域中的发言策略和呈现怎样的主体意识形态。

简单就其叙事风格而言，徐静蕾的电影艺术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风格

上的演变。本文力图通过影片的细读，对其电影叙事风格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

对徐静蕾的电影作品进行一个整体性的评价和总结。徐静蕾的六部电影都有一

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偏于关注女性及其成长历程。但是，随着时代潮流变迁，徐

静蕾的电影风格也由传统叙事的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转变。由于徐静蕾在执导

的影片中有着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等多重身份,她能够将自己的表演理想



贯彻到底,并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表演格式,即让角色具有演员的魅力特征,强调

了演员的"自我魅力",将自身的叙事风格极至化，从而深入人心，在不久的未来

形成自己独特的导演风格。

一、徐静蕾电影的叙事特征

在徐静蕾的这六部电影中，对方的交流基本都是以女性的出场展开的，在关

注女性成长的同时，她也运用固定式内聚焦的叙述视角来讲述故事，从而使电影

具有第一人称独白的特质，比如初期拍摄的两部影片《我和爸爸》和《一个陌生女

人的来信》，后期则偏向于以外在的女性主义叙述视角来描述事件进展，如《杜拉

拉升职记》和《亲密敌人》，尽管看似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始终从女性立场

出发并且一直保持自信乐观等等女性特质也成为她电影叙述视角的一大亮点。

（一）徐静蕾电影以“我”为主的独特叙事视角

在徐静蕾的电影中，通常是女性作为主人公形象出场，在主观叙事上也运用

了以“我”为主的独特叙事视角。在电影中“我”不仅仅是电影中的行为主体，同时

也一并承担着叙述功能的叙述人。在电影《我和爸爸》中，第一人称“我”就是叙述

人小鱼，影片中真实存在的“我”以及画外音里的“我”一并叙述，从而借助情节开

展来体现女儿和父亲的微妙关系。

通过影片中的小鱼和画外音中的“我”，借助这种主观的叙述视角的叙述来表

达内心真实情感，从而将一个女人对爱情和家庭的失望、寂寞以及后来的期待表

现出来。而《杜拉拉升职记》则从片名就展现了故事完全是围绕着“杜拉拉”展开的

，从最初的一个低层小职员，到成为DB公司的骨干，“杜拉拉”这一简单的名字就

像一个自信的标符，令观众记忆深刻。

（二）独特的故事情节的设计



徐静蕾电影中的故事情节看上去就似会真正发生在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中

一样，但徐惊雷在细节的处理上又有点出人意料却合乎常理。《我和爸爸》里面小

鱼被她姨说“心硬”，尽管和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也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在我们平常观众看来显得不真实，但是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她具备

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有的冷静和成熟，但是并不是说内心没有起伏变化，只是在

压抑。在电影中小鱼与老鱼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在一次看电视时失声痛哭，接受

着老鱼——

这个父亲给予她的安慰。这样处理既表现了小鱼内心情感走向，也表现出了与父

亲情感磨合的过程，为后来小鱼对父亲的依赖做铺垫。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则以比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特殊的故事情节展开。

现实中这种“完全陌生”的爱情，其实并不多见。该影片中这个女人对爱情的执着

追求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但是却并不给对方压力，只是说 

“我爱你，与你无关”这种话，从而使观众从不认同到一点点接受。从刚开始情窦

初开的爱，到上大学后那大胆的爱，包括后来在舞会相遇那放肆的爱，早上情景

是那么的相同，又是那么的可怜，但是“她”却依旧相信这是那“该死的缘分”，这

个情节设计过于夸张了一点，女人走出宅子，老管家尽管年事已高并多年未见，

但还是认出了女人，一句 

“早啊小姐”，将这部平淡的电影推向了情感的高潮。对男人的失望让她崩溃，甚

至绝望。直至最后一句“我写不下去了，亲爱的”正式离开这个男人。这样的情节

设计增加观众对于这个女人的同情和认同感。

（三）叙事技巧的运用

1．画外音对于叙事的作用



在徐静蕾的电影中，前期情节开展多以画外音展开。电影《我和爸爸》一开头

，就是女主人公在墓地前画外音独白“小时候，妈老说，长大你一定要有孩子，让

他陪着你。我是妈带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家里就我和妈两个人，我知道她是怕

我孤单。”故事以倒叙的方式来叙述，尽管父母已经离开自己，但是自己依旧带着

爱，传给自己的孩子以及更多的人。电影中对父亲简单的介绍以及几个简单的场

景切换，介绍故事发生背景，父母离异并且表现了父亲现下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

。由于角色设定，小鱼是很寡言的，只能借助画外音你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波动。

但是随着与父亲关系的渐渐缓和，真实的交流变多了，画外音的运用自然就少了

。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画外音则是以第一人称书信诵读的旁白形式

来表达，观众会情不自禁的被拉进那个情景中。电影为了加强故事真实性，同时

更立体的表现这个女人为情所困的一声，用画外音则是不二选择。这个先生尽管

是故事中的一员，却被蒙在鼓里，像观众一样是未知的。从而使这个女人掌控电

影故事的走向，让观众心中深刻的记住她，记住她逝去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唯一

给予她温暖的儿子，唤起银幕前观众的爱与同情。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一句在电影中反复出现，从而增加了些许悲凉的感觉。渐渐

的对于这个女人从不理解转为理解，甚至是感动，从而掳获人心。 

2．构图技巧及含义

在影片《我和爸爸》中，母亲意外去世，从而小鱼和父亲一起生活。其中一个

镜头是老鱼对于在妻子的花篮上写什么字征询小鱼的意见，包括小鱼职责老鱼

不要收拾她的房间，这两个镜头都用的对角线构图，在一个画面中父女两离得很

远，从而表现出父女两之间的生疏与距离感，但是慢慢的父女两开始了交流，小

鱼吃完老鱼包的饺子后，躺在沙发上，而老鱼同样也是躺着和她交流，尽管没有



面对面，只在说话时偶尔的眼神交流，但是使用的构图是交错平衡的，透过眼神

交流表达出一种温暖。 

在小鱼和作家准备结婚时，请老鱼来家里吃饭，但是父女两和各自恋人却发

生了冲突。这个场景运用了居中构图，幽暗的光线来回切换，表达了每个人内心

的想法和真实的心理世界。当餐桌上只剩下老鱼和小鱼父女俩时，在一张构图里

，显得如此亲近。 

小鱼离婚后回到北京家中，在人生起起伏伏后，她仿似明白了父亲对于她的

那种深沉的爱。后包括后来老鱼因为给小鱼赚钱养孩子而中风，小鱼一直悉心照

料。老鱼坐在轮椅上和小鱼照顾她放在一个画面中，一个构图里，那种融洽和谐

的关系将父爱表现出来。 

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则以痴情女与负心男的故事展开，简单来

说就像是女人在电影中时常表明的态度“我爱你，与你无关”，该电影构图则处处

为之着想，但是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仔细观看电影会发现这个女人的脸多朝又，

而这个男人的脸多朝左，仿佛预示了两个人感情的距离以及女人一生都在等待

的悲剧，将那种女人痴心的等待表达出来。

《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节奏较快的都市职场电影，构图相对简洁一些。影片

开头对于高楼大厦的拍摄多采用仰拍，高大的建筑群多位于构图的中心，从而表

达出职场人的压力。杜拉拉和王伟在泰国有一场戏，是王伟拉着杜拉拉在前面跑

，身后则是美丽的异域风光，让观众感受两人爱情的萌芽。两个人在一起后，走

廊墙壁上的花开的芬芳夺目。两个人有矛盾时，花朵则纷纷凋零。导演运用这样

的画面构图，形成鲜明对比，为影片的主题添彩。 
3．色调叙事



在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多运用黄色和蓝色交织，不同时期颜色不

同，从而更好地区分不同时期女人和男人的心理状态。蓝色多偏向于忧郁，是女

人的代表色。女孩年轻稚嫩是用的淡蓝，长大读大学后深蓝，透过色调的转变体

现女人从儿时忧郁的单恋转变成为一个女人对这个男人执著深沉的眷恋。黄色

则代表这位作家，作家的房间里到了晚上总是黄色的灯光弥漫。这两种色调表现

了男女之前情感的不同，也为叙述主题做铺垫。 

《杜拉拉升职记》影片中，杜拉拉刚刚进入 DB 

时朴素的着装主要是以淡色为主，随着职位的提升颜色也逐渐明亮起来，既展现

了内心的转变，也表现出了职位变化。               

二、徐静蕾电影叙事风格的转型

（一）徐静蕾电影叙事风格的转变过程

1. 前期：由小说改编，艺术味儿重

在《我和爸爸》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部影片中，女主人公比较自我，有

绝对的掌控意思。徐导对于这个故事娓娓道来，从而绝对控制影片。导演经常集

编剧和制片以及演员于一身，尽管自我风格并不明确和完善，但在电影中仍不难

看出徐静蕾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影片《我和爸爸》这种从生活的细微点滴入手，让

观众悉心感受生活的真实。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徐静蕾改编茨威格的

同名小说, 

在四五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一个陷入爱情的的女人，恪守着自己对于爱情的那

份执着，孤单的守着孩子期盼着男人的眷顾。这部影片虽有西方女性追求爱情的

大胆，但是还是偏向中国女性的温婉，也体现了徐导想营造的独特的艺术氛围。 

《梦想照进现实》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为场景单一，一男一女，加上海量的台

词。一这种表现方式在电影艺术中呈现的较少，在近一个半的时间里面要想让观



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调的场景和两位男女主演身上，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这部电影终归没能迎合大众品味。

2. 后期：商业元素增多  艺术性减少

经过前面两部意识流电影后，徐静蕾意识到这种太艺术的电影不能为人们

接受，所以转而把目光放到了商业化上面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在追求商业

化的道路上也要与艺术的结合，所以出现了两部职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和《亲

密敌人》，包括近期上映的新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充满时尚

元素，提供了更多的正能量，同时也让人们对于爱情和工作充满期待。《杜拉拉升

职记》和《亲密敌人》两部职场电影的商业性冲淡了徐静蕾相较于之前作品的文艺

特色，可谓更接地气。而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艺术性相对强一点，但

是仍旧是迎合大众的。宣传手段也是相当到位的，使电影充满话题，从而引人注

目。无论是拍摄还是宣传，都成功的塑造了一职场电影新风尚，值得期待和关注

。

三、评析徐静蕾电影叙事风格的转变

（一）影响徐静蕾电影叙事风格转变的因素

1．消费因素的影响

电影众所周知自出现就是以一种消费产品形式存在的，作为一种大众传播

途径，消费人群自然是大众，如今形形色色的电影层出不穷，要想让观众选择你

的电影，就得迎合大众审美，吸引大众消费。准确的说就是迎合消费者和消费人

群，过度的注重个人艺术性的发挥很显然是得不到高票房和商业回报的。而徐静

蕾导演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由之前的文艺片转为现在的商业片，从而适应

消费人群，不得不说徐静蕾导演是聪明的，有的放矢，让自己电影之路走的极为

顺畅。



 

徐静蕾拍摄的两部职场女性电影，而在观看职场电影的观众中，初入职场的青年

人或者年轻的女性占了多数，她们这群人追求的不单单是物质的满足，更是精神

上的支撑。随着这两部影片先后上映，影片中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成为新一代白

领们追逐的目标和方向，渐渐的与受众融为一体。徐静蕾的电影转型，无疑是成

功的。

2．电影产业化、市场化的推动

现如今随着时代的演变，电影也不仅仅着重艺术，而以一件商品的形式出现

在大众的审美视野里。早起电影多被用以宣传政治，所谓好的电影作品也只是教

化工具，教化意义是首要的。但是当今社会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能带给自己什么

样儿的审美趣味和娱乐意识。

虽然电影在进入新时期后,电影自身具有的文化和艺术本质逐渐的被大众认可，

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载体的作用没能改变，从而使电影商业色彩淡出。 

电影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这方面，好莱坞电影商业的发展无疑使我们学习的榜样，

要想和他们保持一致甚至超越他们，娱乐性元素自是必不可少的一点。中国电影

的发展仍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开放的内容相对少一点，也从一定程度限制电影

人的发挥，当然也就不利于商业化、市场化的推动和发展。

徐静蕾则做正确的分析了电影市场的趋势，并且两部职场电影也确实收到了很

好的商业效果，要想让电影推出去，商业化还是大势所趋。

（二）徐静蕾电影叙事风格的成与败

1．过多植入广告   商业色彩浓郁

商业电影中植入广告是正常的，毕竟商业电影的最终目的是在迎合观众审

美的同时达到经济收益双重效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随着商业电影兴起和发

展，越来越多的导演在电影中植入广告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如 

《黑客帝国》里面对三星手机、喜力啤酒和凯迪拉克汽车的推广等。《非诚勿扰一



和二》也因植入广告太多，被人揶揄为看广告之余顺便瞄一下情节，成为一个反

面典型。但是并不是说植入广告不好，新近的《里约大冒险》是一个好例子，片方

与愤怒的小鸟这款游戏联手，可谓天作之合。其后，愤怒的小鸟更是推出了“愤

怒的小鸟之里约大冒险”游戏关卡，享受了销量狂飙的又一春。还有一个小小的

细节值得留意，就是那只猴子使用了安卓机，片中仅仅露出了短信界面，就是这

一点被很多粉丝乐此不疲地分享到face 

book和twitter。这就是商业电影中植入广告的一个商机。广告植入的效果如何

关键看是怎么处理的。

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例，经过大约估算，一共有33个广告植入，不得不说这

部电影广告植入太多。不过《杜拉拉升职记》中的植入广告并没有对剧情产生多

大的障碍，而是尽量的做到情景合一，在一定程度内观众还是可以接受的。

简单举例，杜拉拉负责装修工作时，因为王伟的销售部不搬家而产生了一点分歧

，但是杜拉拉仍然不畏惧，勇敢的站出来表明态度和立场。当她把自己的态度喊

出来以后，后面的纸壳上写着的是“Kartell 

空享生活”的植入广告和广告词“要不怕  FIGHTING 

坚持到底”和一个拳头，这个广告的出现就可谓是恰到好处，既为杜拉拉的勇气

加油鼓劲儿，又让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广告还不至于方案，正所谓两全其

美。 

但是植入广告过多而且太刻意就会使电影情节衔接很生硬，也会让观众反

感，从而背离影片。尤其是在这种剪辑节奏较快的都市职场电影中，刻意的为了

广告而广告，会让影片那仅存的艺术性消失殆尽，而且观众会心生厌烦。当王伟

胃疼时杜拉拉给他冲了立顿红茶，如果简单带过也就无所谓了，但是镜头反复出

现就会太刻意、太做作，脱离主线。所以会有人批《杜拉拉升职记》是从世界五百



强高管驾乘的马自达6，到高级白领用的联想电脑，再到一水的LOTTO运动服，甚

至时不时出现的屈臣氏，诺基亚等等，还有徐静蕾代言的智联招聘、立顿红茶，

甚至是泰国旅游局的拍摄外景地赞助。整部戏完全就是一出中国廉价版的“欲望

城市”。当然尽管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但是徐静蕾导演也还是应该关注一下。 

广告可以出现，但是一定要与故事情节吻合或者连贯，出现的频率要适度，不能

太突兀，不然的话因为纯碎饿的商业而拍的电影也会受观众抵触。

2．引用职场故事吸引观众  论风格转型的成与败

徐静蕾的处女座《我和爸爸》以及后来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两部影

片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认识了作为导演的徐静蕾。这两部电影虽然也是徐静蕾导

演和表演的，但是其中浓郁的艺术气息使得没能得到高票房和大众的认可。而到

了后来徐静蕾转为职场电影以后则大不相同，不仅在票房上突破了百亿大官，而

且后来包括最近拍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都是商业化和艺术性处理的

较为到位的影片。

在《杜拉拉升职记》和《亲密敌人》这两个职场电影中，都是讲述了一个初入

职场的青涩女生，体会到了各种心酸苦楚，后来经过自身不断努力最终成功的故

事。其中这两部电影的积极影响是较大的，满足了人们对于自己职场生涯的幻想

，从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徐静蕾的前期电影选题上普遍是平常的小事来表现女性的独特思想，后期

的两部则从一个职场普通女生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的成功女性的，满足了处于职

场中的小女生对于自己的职场期待，仿似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从而找到共鸣。《杜

拉拉升职记》中的主角杜拉拉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长得一般，不会打扮，能力也

不是那么出众，但是随着她渐渐的转变，变得时尚，变得出色，而且和上司谈恋



爱（所谓的办公室恋情），这些设定使杜拉拉这个平凡的角色变得出彩，从而引人

注目。影片《亲密敌人》也是一样。其实看完徐静蕾导演的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以

后，我们会觉得和美国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有很多重叠之处，时尚、努力都是

他们的代名词。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细分成不同的受众群落，每个群落的

文化水平和品位层次不同，导致他们对影视作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而电影导

演要做的就是发现受众的这种需求，引进适合的投资，打造一部贴近市场的电影

作品，通过商业的市场营销来获得票房回报，才是当下商业电影的必由之路。

结语

徐静蕾从一名演员成功转型为一名优秀的导演，并且身兼数职，本身对

于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就发挥的比较到位。可以将自己想说的、想要表达的

思想和欲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释放。

徐静蕾导演是聪明的，也是冷静的，她总能准确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并

且紧随时代潮流。在知道艺术流电影不那么为人们接受时往商业电影转型也

的确是成功之举。

徐静蕾带给我们关于电影的感受不仅仅是表达或者传递了一个主题，更

让我们从女性本身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角色、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人

生体悟以及未来努力奋进的信心，也让我们对她的下一部作品满怀期待。

致谢

转瞬四年的大学时光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即将离开我学习生活过的我的

母校，心里十分不舍。在这里我想对我的母校，我的父母、朋友们，我的老

师和同学们表达我由衷的谢意。快乐的时光总是过的飞快的，那一张张熟悉

的面孔，一幕幕教书育人的画面，此刻仿佛在我眼前，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这

青葱岁月里最难忘的记忆。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需要感谢大家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徐雪

辉教授，她为人随和，严谨的学术风范，卓越的个人品质，引导并激励着我

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我。除此之外在成长道路上，也教会我养成了积

极的生活态度与谦虚谨慎的作风。从论文选题到写作过程，徐老师都了我很

多指导与帮助，徐老师对我思想意识上的启迪与指引，将使我终生受 

益。当然在大学期间，感谢给予我帮助与鼓励的各位老师！在此， 

深深致谢。

再者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在我查找资料以及写作遇到困难时，给予了

我很多启发和动力，是你们让我在最美好年华积极进取、发奋图强。感谢你

们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给予我的无私的帮助，真诚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你们的期望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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