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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涵

国产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
一个像《完美关系》中的斯黛拉这样的
角色。更准确一点说，是国内还没有哪
个女演员能够像陈数这样，将女强人的
能力和魅力发挥得如此彻底，又均衡得
如此和谐。

陈数在国内中年女演员的阵列当
中，并不是最显眼的，但她演绎过的角
色，却几乎个个扣人心弦，引人拍手称
赞。加在她身上的标签很多——— 知性、
优雅、成熟、淑女、风情……最后好像都
可以归结为一个词：精致。精致的长相、
精致的身段、精致的妆容、精致的服饰、
精致的演技……陈数的这种精致到底
是怎样炼成的？它本身就非常值得探
究。

在《完美关系》中，陈数扮演的斯黛
拉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女性的

“熟女教科书”。在工作上，身为公关公
司副总裁的斯黛拉是资深的职场“白骨
精”：面对公司的乱局她可以稳定军心、
运筹帷幄，面对空降上位的新总裁立马
压制内心不平，以专业来应对。生活中，
遭遇老公出轨的斯黛拉办理起离婚来
也是手起刀落。砸车窗寻找证据，正面
怼小三怼到哑口无言，面对渣男下跪冷
笑说出“请找我律师”，哪怕是伤心也只
是宿醉一夜，第二天就正面摊牌，主动
提出离婚并且要求对方净身出户。而另
一边，又马上跟小帅哥叶东烈谈起了年
下恋。陈数的表演即使微笑沉默也能不
怒自威，步步生风好似大佬出巡，气场
两米八。难怪被网友称赞“又飒又A”

“自体发光”。
像斯黛拉这样的女强人，在以往的

国产剧中，要么被刻画成横眉冷对千夫
指的“男人婆”让人不敢近身，要么就气
场不足显得徒有其表、外强中干。而陈
数则将干练果决和美貌柔媚完美融合，
这不是靠垫肩西装和烈焰红唇就可以
解决的，必须要有岁月和内心的积淀。
在被那么多伪精英辣眼睛之后，观众终
于看到了职场女精英最该有的样子。美
剧中有《傲骨贤妻》里的Alicia，韩剧中有
出演了《迷雾》的金南珠，日剧中有出演
过《女王的教室》的天佑海希……还好，
我们有陈数撑住了场子。

陈数也庆幸自己遇到了斯黛拉这
个角色，“这才是你们应该看到的完整
的陈数”。陈数说她接演的戏都是自己
价值观的体现，她自诩为一个女性主义
者，“职场是女性最能够摒弃性别差异、

跟男性平等对话的地方。
我很高兴，这几年

职场戏开始有
拥簇了。如果
没有这样的
题材、没有
这 样 的 角
色，我们演
员 也 没 有
用武之地。”

其 实
在 去 年 播
出 的 电 视
剧《幕后之
王》中，陈数
就 开 始 对
职 场 精 英
这 一 角 色

类型进行了试水。她在剧中扮演了女老
总郁海伦，虽然只是客串演出的女三
番，但照样给观众留下惊艳的印象。陈
数知道这种角色必须要把自己的气场
给架起来，她认为自己表演的一大特
点，就是能够“迅速把自己粉碎掉而变
成那个人”，“哪怕那个人是我非常不熟
悉的，我都有自我组装的能力”。陈数是
一个细节控，即使剧组有专门的造型
师，她也会亲自把关，“我认为人物的服
装造型不单纯是为了时髦、好看，更重
要的是它在这场戏中所传递的信息内
容。”

这让人想到了《和平饭店》播出的
时候，陈数在剧中的口红色号引起了观
众的好奇。于是她在微博上晒出了在剧
组时使用的口红，竟然多达70多支，而
且每一支口红陈数都亲自贴上了颜色
的标签，根据每场戏的情节和人物造型
来快速方便地选取合适的口红。由此可
见，陈数身上那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精
致感是其自身本就追求且具备的，这也
就解释了，为何她所诠释的角色都是那
样的细腻和精准。

《和平饭店》中的陈佳影这个角色
对陈数而言非常重要，拍摄时陈数正值
不惑之年，这个年纪对许多女演员来说
是一个关卡，不少女演员从此就要跨入
到演妈妈的行列里去。而能够出演行为
痕迹分析专家兼地下党员陈佳影，对陈
数来说是“一个祝福”，让她不至于陷入
到一些比较单调的角色中去。如今再出
演斯黛拉，陈数对高知精英女性角色的
把握越来越游刃有余了。

前几年有网友臆想出了讲述40+女
人生活的“脑洞剧”《淑女的品格》，并设
定由陈数、袁泉、俞飞鸿、曾黎来出演。
在许多观众心中，陈数就是“魅力熟女”
的代言人之一。甚至连董卿都曾评价
说：“我认为陈数才是优雅女人的典
范。”陈数这种独有的精致女性魅力，也
许是源于从小的耳濡目染。

陈数的爸爸是一位舞蹈家，于是她
从小就学中国舞、芭蕾舞，奠定了体态
的美感。陈数的母亲是一位长笛演奏
家，她小时候就常常看着母亲穿着希腊
女神式的白色长裙在台上演奏，发自内
心地觉得美。“小时候别人见到我都会
说，哎呀，陈数，你怎么没有长过你妈
呀”。即使是现在年事已高，陈数的妈妈
还是每天都会化妆，涂个BB霜、画个口
红，让自己看起来“有样子”，“她从来没
有放弃过对自己的要求”。后来陈数慢
慢明白，“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美德，出门
见人总得有个基本的体面，这个体面是
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陈数的表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从舞蹈半路出家的她，中戏毕业时
已经24岁了。直至2005年在《暗算》中出
演黄依依一角，才被观众所熟知。她为
了纪念这个天才数学家的角色，把自己
的原名陈澍改为陈数。后来朋友一句

“你的气质适合演年代戏”的话点醒了
她，她拿出了自己半年的收入去拍了一
组旗袍的写真照，发往各个剧组为自己
争取机会。后来被导演高希希相中，于
是成就了《新上海滩》中那个风姿绰约
的交际花方艳芸，高希希评价陈数是

“中国穿旗袍最美的女演员”。
这时已经30岁的陈数马上就要错

过女演员的黄金时期，而她却在要更上
一层楼之时拒绝了60多部影视剧的片
约，返回话剧舞台出演了《日出》中的陈
白露一角，只因这部剧“可遇而不可
求”。陈数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在舒适
区域里面长时间待的人。”在此期间她
还要拿出话剧演出费用的三分之一
支付给化妆师，只为能呈现出最讲
究的陈白露。

从《日出》归来，陈数又出演
了《倾城之恋》中柔婉动人的白
流苏，《铁梨花》中泼辣彪悍的女
豪杰。由于在拍摄《铁梨花》期间
太过投入，陈数甚至一度需要
喝中药来调理身体。最终她凭
借《铁梨花》获得白玉兰奖最佳
女演员。

正如陈数在《朗读者》中
分享的那段文章，“一个人就
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
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
召唤，爱自由”。这大概是陈
数对自己的最佳注脚。

□师文静

新媒体时代催生出很
多新的影视创作形式，明
星纷纷上线的新风格个人
纪录片就是其中一种。从
国外的泰勒·斯威夫特、贾
斯汀·比伯到国内的王源
等，他们推出的适应新媒
体传播的剧集式、短片式
纪录片都很吸睛。这种非
虚构的明星个人记录虽然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却可
以帮助观众穿越围绕在明
星身边纷扰的信息场，直
接看到明星个人的深层自
我表达。

近日，美国歌手泰勒·
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
个人纪录片《美国甜心小
姐》上线，以纪录影片的形
式呈现了泰勒的人生信
念、作为名人承担的各种
误解、压力以及她的反抗
等，同时也不避讳自己的
人生尴尬、艰难和失意。

泰勒出道13年，发布7
张专辑，新专辑上线屡屡
打破各类销量榜单纪录，
获得过29座全美音乐奖、
10座格莱美奖，可以说是
全球当代流行音乐歌坛最
成功的歌手之一。但她身
上的标签也不少，比如“招
黑女王”，也有“塑料闺蜜
花”形象，还把“多个前男
友写进歌里”等，是被淹没
在掌声与嘘声中的娱乐明
星。

但一部好的纪录片可
以提升观众对明星的好感
度。在这部纪录片中，一开
始泰勒就通过展示自己的
日记强调了她的人生理
念：“儿时和现在的整个信
仰体系，就是要成为一个
好人，做正确的事，做好
事。”但追求完美就没有挫
折，没有困惑，没有各种人
生失意吗？当然不是。纪录
片接下来一一展开泰勒最
想呈现给观众也最能引发
共鸣的东西。

拿奖拿到手软，全球
演唱会开到爆，那么作为
歌手就只有被赞誉，只有
满足感了吗？影片画面从
众星捧月的万人演唱会现
场切到了泰勒在黑暗中独
处的时光。成为众人期待
的人，每个人都好开心，然
而对创作的不满，创作中
的受挫、压力、苦闷只能自
己承担，泰勒说作为歌手

“稍有不慎，就会让一切崩
溃”。

但作为有实力的歌
手，泰勒呈现了她作为偶
像的力量。经历了领奖时
被其他歌手抢走麦克风以
及领奖时全场嘘声之后，
泰勒变得更强大了，“你不
能控制你遭遇什么，但可
以控制自己写什么歌，唯
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当之
无愧”。此后的十年她成为
风靡全球的歌手，用事实
证明了越是被诋毁就越强
大。

这部纪录片妙就妙在
情节起起伏伏、环环相扣，
让观众慢慢走近主人公的
世界。十年后成为全球艺
人榜Top10第一位的明星、
拿下10座格莱美奖，人生
就圆满了吗？不是的，站在
山顶的人其实很孤独、很
寂寞。泰勒说，“这是梦寐
以求的一切，你登上山顶，
环视一切，但发现自己登
山途中没有搭档，登顶了
没有击掌的对象，也没有
可以打电话的人，没有任
何人可以倾诉，也没有任

何人跟我有共鸣。”
纪录片的后半部分，

从妈妈患癌、身形胖瘦惹
争议、被批虚伪、被性骚扰
等事件呈现了泰勒的所思
所想，她说作为明星更多
的其实是痛苦和孤独。但
泰勒不会被打倒，像一只
受伤的动物发起猛攻，把
所有的委屈和呐喊都写在
歌词里：“所有人说我是骗
子，我的王冠被夺走，我隐
匿数月，但我越来越好，超
越以往的自己……”

年少成名、形象一度
岌岌可危的歌手贾斯汀·
比伯近日也推出了个人纪
录片《季节》，该纪录片分
季播出，第一季以10集“剧
集”的形式陆续上线，观众
可以像追剧一样追纪录
片。从十几岁就承受沉重
荣耀光环的比伯这些年来
黑料缠身，外人看来这就
是一个“很作”的年轻人，
纪录片里则呈现了他与海
利的婚姻，他丰富的日常
生活，可以看到比伯挣扎
着从沉重的过往重新站起
来的努力，他的痛苦、不自
控但又深情、心思细腻的
一面跃然画面，原本在观
众心目中一直坠落的比
伯，有了更加具体和复杂
的样子。纪录片给观众提
供另外一种理解这个人的
角度：“想象一下，一个孩
子，从来没有机会去体验
普通人的生活，他身上发
生的一切都被仔细检查，
在镜头前生活，就要完美，
但他做不到。这是一个礼
物，又是一个诅咒。”

近日国内明星王源也
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纪录片

《没有哪个夏天像今年一
样》，纪录片虽然只有30分
钟，但呈现了王源非常文
艺的侧面，让很多不了解
他的观众看到了这个年轻
人的更多状态。纪录片的
镜头从王源的演唱会、音
乐录制、考驾照、品牌活动
等现场自由切换，也呈现
了他与小动物独处、受伤
后躲在家中疗愈的情形，
记录了一个万人瞩目的明
星的生活，剖开他面对自
己与面对世界时的两面
性，让观众看到一个被粉
丝塑造的时代偶像的思维
方式、他的外在能量与内
在苦涩。

明星们拍纪录片最直
接的作用就是打造明星品
牌，塑造明星形象，但从另
外一个角度来说，纪录片
可以呈现偶像的自我主张
和自我表达，让其不再选
择做被外界不断加码塑
造，甚至不断被外界误解
和误读的工具人偶像。其
实粉丝、歌迷、影迷期待的
是有喜怒哀乐的真实明星
形象。追随者若能对偶像
的高兴与迷茫、勇敢与软
弱、得志与失意有情感共
振，若能感受到他的真实
的性情，也会更加欣赏他，
当然也可以提供多面的解
读与理解。哪怕是做流量
明星也应该有鲜明的个
性，有专属自己的气场，打
造自己的气质，一个真实
非虚幻的形象才更有能
量，更能吸引目光。希望这
种非虚构的娱乐时尚能流
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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