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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青春电影的流变及发展方向
■ 张潇楠

扈

强

（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北京电影学院 教务处，北京 100088）

【摘要】 在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中 ，
青春电影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

并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在历史棱镜下，青春电影的发展折射出一个基本规
律就是自觉置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中 ，以表现青年为核心，始终与
社会变迁保持着同频共振，体现出强烈的历史继承性和内在一致性。《中长期
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对包括电影在内的多个艺术门类提出了新要
求，在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的过程中，青春电影应当站在党和国家事业
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高度，关注人类发展前沿，真诚直面当下中国青年的生存
现状，努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主动担当，不断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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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作为电影叙述的重要对象，青年群体为电影发展提供了
色彩斑斓和富有生命力的母题； 电影在表现青年的同时，
也以文化实践塑造着青年，
并形成了独具
内涵的青春电影。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崛起以及青年发展概念的深入，
进一步加强对青春电
影的研究，
对于深刻把握电影与青年的互动关系，
推动青春电影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产青春电影的基本概念解析
迄今为止，对于“青年电影”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不冲突或互不矛盾的
观点，可简单概括为“电影创作主体说 ”和“电影表现主题说 ”。 尽管这两种观点都以青年为核
心，但前者明确界定为青年制作的电影 ，后者指涉的则是表现青年的电影。
强调青年导演及其入门作品，是“电影创作主体说 ”的关键。李剑认为，青年电影是年轻导
［1］
演推出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 同样，从创作者角度出发，吴冠平也认为青年电影是“那些身处主
流电影工业之外，缺少创作经验，但又有强烈个人表达愿望的作品，只不过通常这些作品都是年
［2］
轻人的第一二部作品，那些承载着个人电影梦的作品 ” 。 之后，他又对青年导演的年龄以及
作品数量进行了界定，认为青年电影“是指 40 岁以下内地导演的作品和 45 岁以下内地导演的
［3］
前三部作品” 。张宏森则从内容角度进行了强调，即这种青年导演作品应该“是大电影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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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电影，体现在自我的追求、自我的个性发挥上” 。
强调“表现青年”，则是“电影表现主题说”的核心所在。陈墨认为，青年电影就是青年题材
［5］

的电影 ； 张卫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讲，青年电影应该具有鲜明的“青年题材、青年话题与青年
［6］
偶像。这几点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创作主体说 ”的观点中，也存在对电影表
现主题的认同。杨俊蕾认为，“青年电影在外部条件的创作方面对导演的年龄要求有自然设
限，在内部条件的作品性质方面则有内容和价值取向的要求 。 因此，出自青年导演之手的电影
［7］
未必属于青年电影” 。此外，还有一种综合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狭义概念，认为青年电影就是
青年导演创作的青年题材的电影。 青年和电影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对中国来讲，都是
“舶来品”。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国外的相关概念。
The Cinema of Adolescence（ 大卫·康西丁 / David Considine，
经过梳理可见，
在已有的文献中，
1985） 、
Teen Movies（ 阿德里安·马丁 / Adrian Martin，
1994） 、
Teenpics（ 托马斯·多尔蒂 / Thomas Doherty，
2002） 、
Teen Movies（ 蒂莫西·沙雷 / Timothy Shary，
2005） 、Teen Film（ 凯瑟琳 · 德里斯克尔 /
Catherine Driscoll，
2011） 等不同表述先后被上述国际知名电影研究者所使用。尽管许多学者认为
Teen 的概念远不如 Youth 和 Adolescent 恰当，
但 Teen film 的实际使用频率最高。界定青年，是国
际学术领域面临的特殊困境和难题。青年在各国一直都是个模糊概念，具体标准千差万别，现有
Teen Film（ 或 Teen movies）
的界定基本上只具有统计学意义。幸运的是，
在好莱坞类型片体系中，
并未拘泥于 12 － 20 岁的生理年龄界定，
相反是在更大的空间中释放着想象的弹性，
努力表现青春
的真实状态。在这种境况下，
这种类型的电影在中文中通常被翻译成“青春电影”或“青春片”，它
“相
既避免了使用“青年电影”的概念所带来的混乱，
也能够更加强烈地反映出青春的张力。因而，
［8］
”
关研究都在约定俗成地使用‘青春电影’或‘成长电影’这样的概念。
青春电影在本质上是对“表现青年”的艺术反映，
并与青年电影在定义上部分重叠，
综上所述，
而“电影表现主题说”层面上的青年电影本身就是青春电影。依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对青年的界定，
可以把国产青春电影的外延从国外青春电影的基础上予以积极拓展，有
效地扩大青春电影的现实研究边界，
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青春电影的内涵和价值。

二、国产青春电影的历史脉络与演进逻辑
（ 一） 历史脉络
研究青春电影，确定历史起点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事实上
青春电影的出现都要早于狭义的认知 。凯瑟琳·德里斯克尔在研究美国电影时发现，“《法典 》
［9］
（ 即 1930 年的《海斯法典》） 之前确有青春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平凡也认为 ，通过
［10］
梳理内地青春电影的发展不难发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内地就出现了一批青春电影 。 与
此同时，对青春电影脉络的梳理还需要找到合适的研究主线 。塑造青年形象是青春电影的表达

方式，也是青春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电影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青年形象
在各个时期变化多样、表现不一，但正面塑造是主流，也是常态。 西奥多 · 罗萨克 （ Theodore
Ｒoszak） 、迈克尔·布莱克 （ Michael Brake） 等历史学者都强调，社会中的青年主要由“保守 （ 正
派） 青年”组成，“近年来拍摄的中国青少年电影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罗萨克和布莱克对青
［11］
年一代成员划分的有效性。” 由此，青年正面形象的刻画就为观察青春电影提供了重要视角 。
20 世纪 30 年代，在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马路天使》《神女》《渔光曲》《船家女 》等一

批影片，都以青年人为表现对象，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产生了空前的震撼和影响。 在强
烈的社会使命感驱使下，社会底层的悲惨命运以及残酷处境在这些影片中得到了深刻揭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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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40 年代，时局动荡、战争连连，银幕上的青年表现出强烈的“觉醒与反抗 ”的进步性，但他
们却“举棋不定、孤立无助、心烦焦虑、命运难测 …… 笼统地说，这正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
［12］
青年的真实写照” 。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形象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标签式电影《青春之歌 》中，主人公林
道静不断超越自我，在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革命事业的过程中 ，毅然与封建家庭、封建阶级和旧
我决裂，逐渐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实现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到无产
阶级革命战士的人生蜕变。特定时代赋予了主人公崭新的政治内涵。 再如，仅在 1959 年一年
中，就集中上映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 》等一大批优秀影片。 尽管
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的电影很少直接表现青春主题，但众多电影以榜样指引为理念，集中展示了
广大青年投身祖国建设的精神风貌 ，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青年形象的内涵 。
改革开放打破了思想樊篱，社会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电影题材与风格越发多样化，现实
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再现，青年形象也发生了新变化。《街上流行红裙子》《快乐的单身汉 》等
影片，集中反映了改革大潮中青年的生存现状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时代气息强烈。 而《爱
情啊，你姓什么？》《小字辈》等则表现出人性的善良美好，正面回应了青年的劳动观、爱情观，朴
实真切，深受当时青年喜爱。尽管后来的《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等都市题材的青春
电影出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商业娱乐元素 ，但是依然具有深刻的内涵，特别是《青春祭》中塑造
的青年形象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电影取材多样、风格迥异，青春电影更是异彩纷呈。 总体来看，这个
时期的青春电影基本上延续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的青春风格，青年的生存状态和青春困惑得
到了真实体现，即使是在阴郁的日子，青年人也会在冲动中成长，也会自我绽放。《站台》《青
红》《孔雀》等影片咀嚼着时光的味道，从不同角度再现了平凡世界中普通青年不安于现状的苦
闷、
渴望未来的焦虑、相互间以及与代际的隔膜、冲突和照料，生命冲动和青春梦想在共同记忆
中被重新审视，既有反思的功能，更有启示的价值。 当然，现实总是五彩斑斓的调色板，梦想与
现实始终并存。在《十七岁的单车 》中，进京打工的小贵和城市青年小坚只有户口簿上属地的
不同，单车对于两人的意义同等重要———一个是谋生工具，一个是精神寄托。 对底层青年和边
缘人物的关注，使得青春电影形象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
由此可见，在青春的展示中揭示青年成长是青春电影艺术表达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之前的
青春电影表现出更多的悲剧色彩，青春理想难以跨越现实的沟壑。“50 年代的‘教化成长 ’与
‘激情成长’，直到 80 年代‘展现成长 ’，才走向明显的美学特征。 而从偏重群体思想成熟到注
意心理情感成长，从个性成熟、依托群体精神到注重展示个体成长烦恼 ，构成了改革开放前后青
［13］
春影像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青年发展、成长及困惑的深度触碰，标志着国
产青春电影进入了新时代。
（ 二） 时代演进
从世界电影发展历程来看，电影之所以具有“从出生之日起就散发着年轻人的光芒 ”的美
誉，就在于《La Sortie des usines Lumière à Lyon》（ 即《工厂大门》） 作为首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青
年工人下班的场景，从一开始就设定了电影在社会变迁中反映青年生存状态的叙事逻辑 。 于
是，青年与电影联姻，青年成为电影的重要母题，电影通过特有的艺术形式关照着现实中的青
30 年代开始的
年。中国青年在银幕上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 周星认为： “可以说，
［14］
电影和从‘五四’影响下来的时代潮流直接接续起来。” 的确，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中，
在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变革中 ，中国青春电影伴随着社会变迁的轨迹
一路向前，在不同的年代与文化语境中呈现出迥异的风格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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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上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也可以看作是青年电影运动。
在摆脱旧文化的束缚、用
全新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的背景下，
早期的中国电影十分敏锐地关注到青年。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一批优秀青春题材的影片把矛头直指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充分体现了左翼电影的人文
关怀。《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具有极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影片，
聚焦社会现实，拷问灵魂
与人性，
直面社会变革，
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在救亡图存、
反抗黑暗统治、
批判封建文化、
思考社会人生等宏大叙事背景下，
面对社会变革，
青年的本源追求、
内心呼喊、
思想变化、
命运抉择
等被一一展现出来，
青年的精神世界清晰可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青年职业女性的艰辛在电影
，
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青年形象的塑造在青春电影起步之初已经趋于丰满和完整。
新中国的青春电影意气风发，散发出强烈的生命律动。国家“一五”计划的实施，取得了远
超旧中国一百年的成就，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国民经济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巨大的、全面的跃进”。与此同时，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文学艺术战线呈现出生
机勃勃的景象，党和国家面临着把旧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 。 在这种背
景下，《年青的一代》《江山多娇》等青春电影充分发挥了思想教育功能 ，极力强化青年政治化的
精神导引。在红色经典电影年代，“不追求个体的生存价值，而将个人生命意义无条件地融入
［16］
到宏伟的革命事业中去” ，勾画出这一时期青年银幕形象的基本底色 。
伴随着改革开放，电影《小花》问世。主人公赵小花的朴素情感诉求，展现了对美好新生活

18
的向往。影片一经放映，打动了无数观众，呼应了期望走出历史阴霾的时代心声 。 与此同时，
24 岁的刘晓庆、
27 岁的唐国强等演员，瞬间红遍大江南北，为亿万青年树立了心中偶
岁的陈冲、
像。尽管此后“伤痕电影”曾经风靡一时，但《小花》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大胆突破，获得了“电影 ”
百花奖，迎来了青春电影的百花盛开。20 世纪 80 年代的青春电影像春天的蓓蕾芬芳多彩，青
年有血有肉、朝气蓬勃。“想到那更美好的未来，我要从心里唱出来”。 电影《小字辈 》的这首主
题歌，无疑体现了改革开放后青春电影对社会变迁的应有呼应 。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与激情、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与集体主义、七八十年代的伤痕与
反思、九十年代的成长与困惑以及 21 世纪的怀旧与回忆 …… 青春电影始终敏锐地感知着历史
变革和社会变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进入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悄然替代了“愤怒的青
年”的标签，传统的主流文化在青春、时尚、反叛等青年亚文化的冲击下，逐步由青年主导进而
被替换为青年文化。在青年成为核心消费群体之后，青春叙事的市场价值骤然升高，青春电影
成为屡试不爽的叙事主题，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其演变始终与社会变迁保持着同频共振 ，在
讴歌青年中体现出青春电影的历史继承性和内在一致性 。

三、国产青春电影的困境及缘由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以影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为起点，青春电影在市场中迅
速崛起。一般认为，以《同桌的你》等为代表的虐恋情深的残酷青春、以《微微一笑很倾城 》等为
代表的成长奋斗的励志青春、以《七月与安生》等为代表的挖掘成长心理的文艺青春 ，在一定程
90 后的喜怒哀乐，并形成了当代青春电影的基本框架和主基调 。然而，从青
度上反映了 80 后、
春电影 2013 － 2014 年的“爆发式增长”，到 2015 年的“泛滥成灾”，从 2016 年的“人人喊打 ”，到
2017 年持续低迷，再到 2018 年的票房锐减，票房口碑双双落败。 综观近年来青春电影的剧烈
变化，可以发现并无多少质量上乘的巨制力作 ，真正符合青年心理需求，或者说为青年量身打造
的影片并不多见。
单一的创作模式和浮夸的商业模式 ，严重降低了人们对青春电影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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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中，有模仿之嫌的《青禾男高》、饱受诟病的《小时代》等一批影片暴露出表面繁荣背后的
“虚火”。简单归纳起来： 一是内容同质化，以怀旧替代青春、幻想青春； 二是设定趋同化，故事、
情节和人物千篇一律； 三是表现套路化，出国、车祸、堕胎必备。 同时，在叙事风格上，碎片化、
MV 式叙事依赖、第一人称和解说式叙事盛行； 在视听语言上，俊男靓女、觥筹交错，唯美影像表
达与粗糙影像表达并存。 青春电影一味迎合市场，充斥着 IP 改编、公众话题改编、亲身经历改
编的臆想与虚构，存在着艺术担当缺失、价值取向偏离的不良倾向。在娱乐至死、伦理无度蔓延
并冲击着青春电影底线的背后，传递出在社会融入中的自我迷失、身份焦虑和现实逃避，传递出
颠覆与背离价值观的友谊撕裂、情感混乱； 传递出理想畸形的“白日梦”“小确幸 ”甚至 “无梦 ”；
传递出格调低俗的行为粗鄙、行乐主义； 传递出极度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倾向。这种价值观的
暧昧，导致了口碑与票房的两极分化，以及影片的整体艺术品质下降。
缺乏奋斗的底色，青春叙事就会苍白无力； 夸大成长的代价，人生道路就会失去方向。“当
下国产青春片的整体特征是缺少跟这个时代的砥砺与激荡 ，因而更像一种对现实有意无意的逃
［17］

避。” 在这种氛围中，对于青春电影的探讨，多是从电影美学角度出发，或从叙事方法进入，或
从电影语言入手，或以人物、身体景观和故事年代设置为模式，或借鉴日美青春片的爱情、叛逆、
成长以及浪漫、励志、狂欢的分类，形成了青春电影的分析框架。 这种研究范式的蔓延和固化，
催生和助长了“消费青年”的局面，客观上弱化或消解了电影的深层次功能，尽管热热闹闹，但
无益于青年价值的挖掘和青年精神的弘扬 。
实际上，内容雷同、逻辑混乱，以及对青春的空洞凭吊和卑微渴望 ，只是问题的表面，而真正
原因在于青春电影的题材危机。电影是内容产业，但“青春电影正面临着故事资源荒漠化的危
险。新一代的讲述者似乎仍在重复 90 年代流行的青春文化母题，故事模式、角色气质和表达情
［18］
绪没有多少变化的迹象，对青春的理解和对成长的感受趋同 ” 。 作为成长电影，青春电影应
以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年参与和青年融入为主要呈现 ，缺乏对青年学习、生活、工作的关注，在电

影市场就是自娱自乐、自嘲自讽的青春“旋转门”，必然会冲淡青春电影所固有的独特内涵 。 与
此同时，《桅子花开》《李雷与韩梅梅》等影片忽视青年的思想实际和现实需求 ，一味地从创作主
体出发，居高临下，以关爱的姿态遮蔽成长的烦恼，回避青春的苦涩和痛楚，无视友谊的失落和
背叛，把青春电影置于说教的位置，推崇“传帮带”“优帮差”，以致于走向另一个极端，自然会令
人心生抵触，敬而远之。
“如果用青春主题来概括 20 世纪后半叶青春电影 （ 包括微电影 ） 的某种发展流变的话，不
妨说，中国的青春类电影，大体上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
［19］
路。” 以致于网媒惊呼： “2018 青春已殇 ”。 青年是电影消费的重要力量，更对青春电影充满
期待。令人欣慰的是，在“IP + 鲜肉 ”的青春电影退潮之后，国产青春电影正逐渐走出同质化、

低质化的困境，在题材广度和艺术深度上正逐渐回归 。

四、国产青春电影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青年是年龄、是状态，更是社会、价值与历史的综合体。 在人类发展史上，青年的概念不断
被建构，青年在与社会互动中也不断发生着角色变化 。 表现青春是电影的天然主题。 的确，一
代人有一 代 人 的 青 春 故 事，一 个 时 代 有 一 个 时 代 的 青 春 主 题。 在《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 2016 － 2025 年） 》中共 7 次提到“影视”（ 微电影） 一词，从资源配置、生产发行、人才培养、内容
监管、社会推广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充分表明了电影创作与青年之间的特殊关系 ，也为青春电
影发展及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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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青春电影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 青年的生存状态、行为模式、内心世界、成长
历程，始终是青春电影关注的焦点。青春电影具有内在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是观察和研究
青年发展的生动社会文本。同时，青春电影从本质上说是哲学的衍生品，具有一般工业产品所
没有的情感和温度。因此，在意识形态支配下，青春电影应当反映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 ，
关注青年成长与未来，缓解青年群体的集体焦虑，调和成人社会和青年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
隐喻的方式构建现实，并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层面不断发问，努力尝试给出方向和答案。
青春电影的银幕投射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是电影对青年现实镜像的一种创造性表达。
“发现青年”，努力践行青春电影对现实人生的介入，是一个严肃的重大命题。 实践证明，青年
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之一 。只有将青春电影置身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自觉回归现实生
活，直面青年的具体问题，积极吸收现代青年观念，摒弃对说教路径依赖，坚持青春电影的艺术
内涵和娱乐特性，主动在青年参与和青年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实现主题向度的扩张 ，才能“发现
青年”、感知青年，为更好地“表现青年”打下坚实基础。这是“发现青年”的真正价值所在。
“表现青年”，在电影范畴探讨青年的社会学意义及其对社会变迁的积极作用 ，进而形成全
新的青春电影话语体系，是青春电影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当担。 从促进青年发展的角度来讲，新
时代的青春电影应当发挥正向功能 ，以促进青年发展为导向，借助技术手段，在社会变迁中围绕
代际差异、阶层分化、身份认同、社会参与、社会焦虑等核心问题，讲好“青年故事 ”。 同时要通
过对青春本质和价值的追问，努力实现从“悦耳悦目 ”到“悦心悦意 ”再到“悦神悦志 ”的有效跨
越。青春电影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发现青年”和“表现青年”，达到“塑造青年”的目的。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一个标杆。在促进青年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青春电影应当站在党和国
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高度，真诚直面当下中国青年的生存现实 ，努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主动担当，不断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面向未来，青春电影
还应积极探索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互动模式 ，深入挖掘青年故事、丰富青年形象、建构
青年话语，散发出独特的人文光芒，释放青春电影特有的唯美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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