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惜的是， 电影遵循好莱坞的惯用模式， 对这样的奇迹人生做了过于戏剧化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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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现实的超越， 也是现实的伪饰。 当

我们无法面对现实 、 面对大众时 ， 我们就会

以戏剧的方式 ， 给自己戴上厚重的面具 。 电

影 《奇迹男孩 》 中的男主人公奥吉 ， 就是靠

一个厚重的宇航员头盔， 走向现实世界的。
因为遗传基因的缺陷 ， 奥吉出生后经过

27 次手术才得以存活。 由此付出的代价， 是

不断手术整容后导致他脸部扭曲而畸形 。 以

假想的宇航员生活方式 ， 用遮住脸部的头盔

把他与社会隔绝开来 ， 这是家人帮助他应对

现实的戏剧方式 ， 也是奥吉无奈中认同的对

现实想象性顺应。
所以， 即便家人后来放手让他摘下头盔，

步入学校， 每逢遭遇同学的打击， 他都会急急

回家， 用头盔把自己保护起来。 而宇航飞船起

飞一刻的倒计时， 也不时在他心头升起， 作为

一种画外音， 把自己的心灵包裹起来， 送入一

个无人侵袭的安全世界。
对面具的在意使得他敏感于同伴的伪饰，

期盼发自内心的真诚以待 、 互相交流 ， 所以

他会反复追问靠近餐桌 、 与他一起午餐的一

位同学 ， 真的是自己想来 ， 还是由于校长的

安排？
进校第一天 ， 校长确实安排了三位同学

来引导他 、 陪伴他 。 但一位女生喋喋不休诉

说她拍电视广告的喜悦 ，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中 ， 对奥吉基本上是视而不见 ； 而另一

位富二代男生虽说注意他 ， 但又不时奚落他

嘲讽他的容貌并连带一并嘲笑他的智力 （尽

管奥吉的智商远高于他）。 他们两位的言辞倒

是真诚的 ， 就是真诚得让奥吉无法接近 ， 这

样 ， 只有一位不时表露出善意的男生 ， 让奥

吉自然和他成了好友。 但也恰恰是这位好友，
在万圣节奥吉戴上面具时 ， 听到了他放肆地

和同学一起谈论他的面容， 言辞是那么刻毒、
那么伤人 ， 从而把他振作起来的精神给予重

重一击 。 其难以接受 、 难以面对 ， 超过了一

直视他为病菌的其他同学。
于是， 伪饰问题又被凸显了出来： 同学间

毫无忌讳地直接表明讨厌态度， 与并不发自内

心的善意言行， 哪一种， 会对奥吉造成更大的

伤害？ 然而， 电影似乎有意弱化了这一冲突，
让家人对他既善意又真诚的态度， 把由家庭外

部带来的这一问题化解了 、 也可以说是回避

了。 在家人眼里， 他的脸容无所谓美丑都不会

被嫌弃， 母亲把他扭曲的脸视同自己的皱纹，
都是过往生活的一种印迹， 父亲则藏起他的头

盔， 更愿意直面儿子， 也许希望在儿子脸上，
看到他的成长和振作。

然而让奥吉真正得到成长和振作的， 不仅

仅是家人善意的目光、 鼓励的言辞以及外人尊

重他 “丑相” 的态度。 这当然也很重要， 但更

重要的， 是周围人有发自内心对他的需要， 有

他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姐姐需要向他倾诉自

己被朋友疏远的孤独、 父母需要他来抚慰失去

宠物狗的忧伤， 同学需要他来给予一个表示歉

疚的机会， 乃至疏远他姐姐的朋友需要他来传

递自己对朋友的需要。 在这里， 奥吉主要不是

作为一个弱者被关怀和尊重， 而是作为一个沦

落在痛苦和孤独深渊的人， 才成为一个能够更

好倾听他人、 理解他人痛苦和孤独的安慰者。
这样， 一个惯于戴上头盔放逐自己内心到安全

世界的 “局外人”， 反成了世界的中心， 一个

能够把他人内心最软弱的一面汇聚到他世界的

心灵中心。 于是， 属于他的那顶头盔， 既表征

了他内心需要保护的一面， 也似乎成了他人无

形头盔的隐喻。 切实体会到这一普遍性， 才终

于能够让奥吉理直气壮摘下头盔， 面对现实、
面对他人。

当奥吉的人生充满戏剧性时， 他夺走了家

人的所有注意力， 无意中把他姐姐薇娅边缘化

了。 不错， 薇娅还在年幼生日时， 曾许下一个

心愿， 希望有一个弟弟， 但当多灾多难的弟弟

降临人世时， 家人就把她自己忘记在了一边。
奥吉第一天上学回家， 父母急切地想了解他在

校的情况， 他的内心感受，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也是薇娅假期后第一天上高中， 他的父母

却没有想到问一声她的内心感受， 其实， 也恰

恰在一天， 她的好朋友突然疏远了她， 让她既

困惑又难受， 却不知道该向谁去述说。 最后只

能把她的哀怨说向了家中的宠物狗。 所以， 当

戏剧人生在奥吉身上充分展开并吸引了父母全

部注意力时， 薇娅参加了高中的戏剧社， 看似

在逃避她的失落， 其实冥冥之中需要一次在家

人面前上台的机会， 让他们重新把目光聚焦于

她。 戏剧开演前， 虽然薇娅剧烈反对父母前去

观看演出， 但那不过是对自己被忽视的积怨宣

泄而已。 只是当奥吉提出薇娅的拒绝是不想让

外人知道有他这么一个长相丑陋的弟弟时， 薇

娅也就不好再有反对的理由了， 因为毕竟她也

是深爱他的弟弟的。
让家人的目光重新聚焦到薇娅， 这是戏剧

的设计， 也是生活理念使然。 奥吉的不幸固然

让人揪心， 会把家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但也

不应该以无视其他成员的内心感受为代价。 我

们尊重奥吉、 关爱奥吉， 把他的扭曲的面容，
不是作为美丑而是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生印

迹来对待， 如同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

式， 只要这种生活方式是无损他人的。 从这一

意义上说， 对奥吉的倾斜式关爱和对薇娅的关

怀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这种不分彼此的尊重，
其实就是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 这种尊重是基

于一个理念： 人类的最大共同点， 就是每个个

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 这样 ， 在关爱奥吉的同

时， 不忽视薇娅的存在， 其实也就是更好地尊

重奥吉， 因为这样的尊重并不因此给旁人带来

什么伤害， 这样的尊重才是充满温暖的， 也是

富有理性的。
当然， 实现这样的理念， 并不是非要借助

舞台形式才能把她重新置于生活的中心。 问题

是， 好莱坞的制作方式， 使得追求戏剧效果成

了一以贯之的原则 ， 不但对薇娅是这样处理

的， 而且， 就是在表现奥吉的内心成长时， 也

过分依赖了他与同学间的外部戏剧冲突， 而这

种冲突早已经是屡见不鲜的老套。 比如考场作

弊 、 比如与大同学打架 、 比如散发侮辱性传

单、 制作夸张性的科学小实验， 导致这种种表

现， 对于触及人物的心灵深处显得比较有限，
情节也不够舒卷自如。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一度大热的 IP 剧在去年出现下滑迹象， 尽

管 IP 剧越来越长， 50 集打底 100 集不多 ， 制

作成本也是一路狂飙， 最早几千万投资就能上

天， 现在三四亿都等闲， 但口碑却是一路跌破

发行价， 再难挽回。 从年初的抠图巨制 《孤芳

不自赏》、 顶级流量鹿晗担纲的 《择天记》， 再

到前后被电视台退片只能转到网络平台播出的

《将军在上》 《海上》， 基本都是既不叫好， 也

不叫座。 这种情况和前两年的 《花千骨》 《琅
琊榜》 不可同日而语。

从 2014 年的 《古剑奇谭 》 到 2017 年 的

《海上》， 仅仅三年而已 。 种种迹象表明 ， 被

不少业界名人批评的 “大 IP+流量=名利双收”
的粗放时代过去了 。 或者应该说 ， 靠着流量

明星和 IP 自带的粉丝来冲量的赚快钱模式 ，
兴盛和失效一样快。

然而， 急着为 IP 的衰退鼓掌， 其实和之

前一味鼓吹 IP 的万能一样， 都是把 IP 妖魔化

的表现。 近一两年来成为热词的 IP， 不过是

为了资本及背后的急功近利背了锅。
放眼全球， 在影视产业相对成熟的国家和

地 区 ， 并 非 没 有 IP 成 功 的 例 子 ， 比 如 美 剧

《冰与火之歌》 和日剧 《大奥》。 它们都来自于

有强大号召力的 IP 底本， 同时也是成熟影视

工业的外显结果， 是整体的好故事、 好演员、
好制作产生化学作用的结果， 并非单项元素的

成功， 更没有什么砸钱就能解决的捷径。
举个例子， 日剧 《大奥》 的原作是吉永史

的漫画。 在改编成剧集的过程中， 漫画分格被

直接复制到电视剧镜头上， 构图、 姿势乃至于

服饰上的家纹毫无区别， 活生生从纸面的 2D
活化到了 3D 世界。

然而美国和日本的模式很难被我们直接

复制， 除了工业化程度不同之外 ， 我们的 IP

大多来源于网络文学， 改编难度本来就很高，
因为原作的完成度不够。 这些作品都来自网络

连载， 主线和戏剧冲突都是为了连载服务。 而

作者日更一万是基础， 全文数百万乃至于千万

字的长度都是常态， 也决定了小说很难塑造人

物的成长弧， 只能是最基础的性格一成不变。
且很多支线情节的注水， 也冲散了主线冲突的

激烈性。
这注定了， 在中国改编 IP 要成功， 必须是对

原著大刀阔斧的、 碎片化的改编。
口碑大热的 《河神》 《无证之罪》 可以说

探索出了中国 IP 改编的一条路： 电影班底+强

剧情+对人性的开掘。 这种模式令本来平庸的原

作脱胎换骨， 转化为精彩的影视作品。
《河神》 原作更像笔记体小说， 没有很完整

的主线， 就是河神郭和他的徒弟丁卯不断遭遇

妖怪， 中间穿插了很多天津异谈和民俗传说。
到了改编剧， 班底是电影导演陈国富的工夫影

业， 从服、 化、 道上首先做足了符合戏剧性的

还原， 又以片尾加入小花絮来表现民俗传说， 增

加氛围， 把平面的世界扩展立体。
《无证之罪》 把事发地点从原作中的江南

移到了东北， 辉煌的工业史为剧本增加了历史

的纵深感； 同时增加了人物， 样本十分丰富，
也开掘了人性的深度。 由此， 制作方把一个本

来单薄的二维世界在三维世界重新搭建起来。
最后 ， 故事 、 故事 、 还是故事 。 情节要

“烧脑”， 戏剧冲突一定要足。 碎片式改编， 尊

重 的 是 小 说 和 电 影 的 不 同 ， 回 归 到 强 情 节 。
《河神》 抽出了魔古道这条线， 把原作中无足

轻重的小头目树立成了大人物； 又把丁卯单拉

出 来 做 了 一 条 线 ， 形 成 了 几 方 势 力 的 重 合 。
《无证之罪》 也同样。 原作就是一场两人之间

的较量， 更近于本格推理， 但剧集版把它完善

为一出社会推理剧， 通过形形色色涉入罪案的

人， 展现光明面、 黑暗面交织而成的人性， 极

大增加了情节的厚度和可看性， 也给了演员足

够的表演空间。
顺便一提， 《河神》 一共 24 集。 《无证

之罪》？ 12 集。
要说 《河神》 和 《无证之罪》， 不是没有破

绽， 也并非开创了什么前所未有的模式， 它们的

成功， 表面看是好的故事和好制作， 底层逻辑是

尊重工业， 尊重观众， 尊重了戏剧规律。
曾出品了 《琅琊榜》 《欢乐颂》 系列的金

牌制作人侯鸿亮谈及 IP 改编时说过， “IP 就像

选演员， 我们有一个角色， 要去找一个合适的

演员， 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 IP， 基础是能够改

编成电视剧……我觉得 IP 的编剧更重要， 因为

一个好的 IP 再好也不可能直接去影视化。 大家

不要买椟还珠， 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
说到底， IP 不必被神化， 也不该被妖魔化。
艺术创作不是金融产品或者互联网创业产

品， 提出一个模式就可以无限分裂增长和普及。 它

非常依赖人力与智慧， 又夹杂了太多感性和不确

定。 就好比互联网创业， 真正改变时代的创新是少

数， 最后能成功的， 大部分胜在团队强大的执行力

上。 点子难吗？ 不难， 难的是后期的完成度。
回过头来看 《海上 》， 它的缺点很明显 ：

注水太严重， 形式大于内容。 把原著里分量不

多的瀚北草原放在了最重要的头两集， 大肆展

示原始部族的风俗、 草原景色的辽远豪阔。 导

演的摄影功底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可是把一

个情节拉长到半集的量， 是否有足够信息量和

吸引力来撑剧情？
事 实 上 ， 原 著 作 者 今 何 在 自 己 也 承 认 ，

“有的戏的确有些慢……完全可以多剪掉些。 但

这些戏都是花钱拍出来的， 真剪了可能连本都

收不回来……也请大家理解其中的苦处。”
问题是， 当 IP 变成了剧， 原著粉可以体谅

苦处， 普通观众却没有提前做功课补习的义务。
观众已经在改变， 从最初的有华服有颜值

就照单全收， 到可以出教程分辨抠图与实拍，
趣味在渐渐回归正途。 这样的变化正反过来倒

推制作方提高水准。 现在一出戏不行， 已经不

能让 IP “背锅”， 也不能让观众的品味 “背锅”，
制作方也是时候调高一下对自我的要求了。

（作者为文艺评论人）

每一个独特个体
都是奇迹

不必神化 IP，
但也不该将其妖魔化

爆发于天宝十四载 （755） 的安史之乱是
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捩点， 追溯其缘起， 自
然会令人联想到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
间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 唐代的诗人们为此低
徊唱叹， 或感慨昔日繁华的一去不返， 如 “忆
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
一人， 同辇随君侍君侧” （杜甫 《哀江头》）；
或反思祸乱肇始的前车之鉴， 如 “长安回望绣
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
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 《过华清宫绝句》）； 或
微讽山盟海誓的虚妄无凭， 如 “此日六军同驻
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
卢家有莫愁。” （李商隐 《马嵬》）， 都能自出
机杼， 各擅胜场。 在众多同题材诗作中， 李白
的 《清平调》 组诗和白居易的 《长恨歌》 更是
脍炙人口、 不容忽视的名篇佳制。

李白于天宝元年 （742） 秋奉诏再入长安
任翰林供奉， 至天宝三载 （744） 春因失意而
上疏请退， 《清平调》 三首应该就作于天宝二
年 （743） 的暮春时节。 唐人李濬的 《松窗杂
录》 记载过这组诗的创作本事， 称玄宗召贵妃
观赏牡丹， 虽有乐工在旁助兴， 却意犹未尽，
乃宣召李白进献诗章。 诗人尽管宿醉未醒， 仍
然援笔立就。 玄宗遂命梨园弟子调抚丝竹， 促
李龟年歌之， 甚至亲自擫笛倚曲。 不同于后来
的诗人们仅能凭借想象来描摹刻画， 李白得以
近距离领略杨妃顾盼生姿的神采， 落笔也能独
辟蹊径。 如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
浓”， 不说衣裳若云霓、 容颜似鲜花， 而翻进一
层说云霓、 鲜花倾慕想往衣裳、 容颜， 就显得
格外新奇别致。 而最后又特意强调 “名花倾国
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 可知表现贵妃的绝
代风华， 意在揄扬君王的儒雅倜傥。

清平调是唐代新创的曲调 ， 根据现有资
料， 起初就是为了配合这组诗而谱就的。 李白
擅长乐府歌行， 又熟悉当时的燕乐新声和词调
曲谱 ， 创作这样清丽旖旎的诗作自是得心应
手。 而玄宗也通晓音律歌舞， 曾遴选梨园弟子
亲予教授； 李龟年更是久负盛名的乐工， 经常
出入王侯府邸献艺吟唱。 他们和诗人间的默契
配合， 正可谓相得益彰， 这组诗也堪称李、 杨
爱情的最初见证。

前人在评赏这组诗时， 或认为暗寓讽谏，
或斥作艳情宫体， 都不免胶柱鼓瑟。 唐王朝此
时并未显露衰飒气象， 李白在入京之际满怀憧
憬， 受到玄宗礼遇后也极为感激， 怎么会平白

无故地语带讥讽？ 更何况他任职翰林供奉时并
未另授正式官衔， 其身份是陪同帝王宴游的文
学侍从， 撰作此类称赏风流的应制诗正是其分
内之事， 能如此挥洒自如、 空灵脱俗已属难能
可贵， 又何必再对天真浪漫的诗人求全责备呢？

时隔六十余年的元和元年 （806） 岁末 ，
年轻的诗人白居易和陈鸿、 王质夫等朋友闲谈
起李、 杨之间悲欢离合的往事， 感慨唏嘘不已。
王质夫称赞白居易 “深于诗， 多于情”， 鼓动他
写下了 《长恨歌》。 陈鸿则另撰 《长恨歌传》，
以相互配合。 白居易在糅合历史记载、 民间传
说和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个人的丰富想
象， 尽情铺陈敷演这场爱情悲剧的始末原委。
尤其是最后奇峰陡起， 并不拘泥于史实， 写玄
宗移驾返京后始终怀着铭心刻骨的相思之情，
深陷痛苦孤寂之境而难以自拔思念殷切， 遂招
集方士作法。 而方士则宣称海上仙山有众多仙
子， 其中一人听闻君王派遣使者前来探访， 立
刻戚容满面出来迎接， 还特意提到昔日与玄宗
曾有密誓，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
枝”。 只可惜人天永隔，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
恨绵绵无绝期”， 最终只能徒然怅惘， 永留憾
恨。 白居易借助长篇歌行的体式， 将这个哀感
顽艳的故事展现得跌宕起伏， 形成了虚实交映、
圆美流畅、 明丽宛转的独特风貌。

尽管白居易对李白这位前辈的坎坷不遇颇
为同情， 感叹过 “可怜荒垄穷泉骨， 曾有惊天
动地文” （《李白墓》）， 《长恨歌》 开篇 “汉皇
重色思倾国” 也和 《清平调》 其三 “名花倾国
两相欢 ” 的构思相仿 ， 用受到汉武帝宠爱的
“倾国倾城” 的李夫人来比拟杨妃， 但白居易对
李白这组诗的创作旨趣想必并不认同。 陈鸿在
《长恨歌传》 中就明确指出， 白诗 “不但感其
事， 亦欲惩尤物， 窒乱阶， 垂于将来也”。 白居
易本人也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
而作” （《与元九书》）， 可以与此互相印证。

不过前人在探讨本篇主旨时虽多持讽喻之
说， 也存在不同意见。 诗中写玄宗得到杨妃以
后，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又
说杨妃备受宠幸之后，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
怜光彩生门户”， 固然都明显流露出讽谏批评的
意味； 然而与此同时， 又着力渲染玄宗的凄凉
处境和痛切悲悼， 如 “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
闻铃肠断声”、 “夕殿萤飞思悄然， 孤灯挑尽未
成眠” 等， 不免让人大为叹惋； 最后用隐晦迷
离的笔法， 写化为仙人的贵妃 “玉容寂寞泪阑

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 并寄言玄宗 “但令心似
金钿坚， 天上人间会相见”， 更透露对两人的不
幸遭遇满怀同情。 这些内容看似背离了创作宗
旨， 其实也并非难以索解。 即便诗人事先有过
明确的创作意图， 可随着创作进程的展开， 受
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最终完成的作品未
必都能如其初衷。 白居易在编定诗集时将 《长
恨歌》 归入感伤类而非讽喻类， 还自诩 “一篇
《长恨》 有风情”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
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可见他本人也并未将
讽刺鉴戒视为此诗的主旨。

李白的 《清平调》 开创了唐人用诗文演绎
太真遗事的悠久传统， 白居易的 《长恨歌》 则
淋漓尽致地叙述了李 、 杨悲欢离合的整个过
程。 从 “露华浓” 到 “梨花雨”， 既展现了杨
妃在不同境遇下的意态姿容， 也折射出唐王朝
的盛衰兴替。 《清平调》 和 《长恨歌》 在李、
杨故事的流传递嬗中影响深远 ， 清人洪昇撰
《长生殿》 传奇， 有不少情节和曲辞就取资于
此。 相较而言， 《长恨歌》 更是雅俗共赏， 妇
孺皆知。 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 中述及， 当时
有歌伎自夸能诵得此诗， 从而声价倍增， 唐宣
宗在 《吊白居易 》 中也提到 “童子解吟 《长
恨》 曲”。

白居易的诗作还受到域外人士的欢迎， 很
早就流传到周边国家。 日本僧人空海于贞元二
十年 （804） 入唐求法， 在长安时先后寄居在
西明寺和青龙寺中。 白居易当时也正在长安居
住， 诗集中有 《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青
龙寺早夏》 等， 可见还探访过这两座寺院， 很
有可能与远道而来的空海有过交流。 另一位日
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时也大量寻访搜求汉文
典籍， 在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中提到过自己
在大中元年 （847） 归国时携带的 《白家诗
集》。 成书于宽平三年 （891） 的 《日本国见
在书目》， 更著录了 《白氏长庆集》 《白氏文
集》 和 《刘白唱和集》 等多部诗文集。 白居易
的诗作通过大批日本僧侣 、 使者传入日本之
后， 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紫式部
的 《源氏物语》 就大量承袭、 化用 《长恨歌》
中的诗句， 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 《源氏物语与
白氏文集 》、 中西进的 《源氏物语与白乐天 》
等在这方面做过细致缜密的考论， 有兴趣的读
者不妨一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从 “露华浓” 到 “梨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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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正在上映的电影 《奇迹男孩》

一度大热的 IP 剧在去年出现下滑迹象， 从年初的 《孤芳不自赏》 到年尾的 《九
州海上牧云记》， 都是既不叫好， 也不叫座。 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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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展现了杨妃在不同境遇下的意态姿容， 也折射出唐王朝的盛衰兴替

长达 75 集的 《九州海上牧云记》 第一季 （以下称 《海上》） 日前收官。 尽管顶着

“东方魔幻史诗” 的前缀且从制作到播出耗时三年， 但反响却并不热烈。 到目前为止， 除

了演员转发外， 其在新浪微博的热门回帖， 平均转发基本一两百。

不同于之前 《孤芳不自赏》 《上古情歌》 在制作上的不走心， 《海上》 在制作上可

算是近年来奇幻题材 IP 剧里的良心之作。 大量实景拍摄， 剧中道具美工也相当考究。

问题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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