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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国产剧

前阵子， 两部谍战剧同时在卫视

黄金档播出： 一部 《脱身》， 一部 《爱

国者 》。 两部的演员阵容不可谓不强

大， 《脱身》 有陈坤、 万茜， 《爱国

者》 有张鲁一、 佟丽娅， 还有一众实

力派客串捧场； 播出的也都是 A 级平

台。 然而， 两部剧却同时遭遇了滑铁

卢 ， 平均收视率不过 1%， 网播量不

过 20 亿。 两部剧未能如愿火爆， 背后

原因值得深思。

想走杂糅路线， 却忘
了类型是观众接受的前提

《脱身》 最大的卖点就是阔别电

视荧屏近十年的陈坤。 可以想见， 这

部剧的观众有很大比例就是冲着陈坤

来的。 而且， 《脱身》 也给了陈坤很

大的表演空间： 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两

角， 扮演一对双胞胎兄弟， 哥哥乔智

才是个市井小民， 性格油滑， 能言善

辩， 弟弟乔礼杰是物理学家， 性格高

冷， 不通人情世故。 这样的设定本身

具有了不错的戏剧张力， 陈坤也很好

地完成了表演。 尤其是剧中兄弟互换

身份的桥段， 哥哥假扮弟弟， 弟弟假

扮哥哥， 陈坤也细腻地刻画出了人物

的区别。

然而， 电视剧终究不是单靠一个

人可以撑起来的， 陈坤卖力的表演也

阻止不了收视的颓势。

《脱身》 的类型是谍战剧， 是国

产剧最成熟的类型之一， 有一套完整

的叙事体系与叙事符号， 但是该剧在

最基本的谍战情节上却存在许多的逻

辑漏洞。 创作者想走类型杂糅的路线，

将谍战与爱情相融合， 剧中陈坤与万

茜这对组合的日常占据了大量的戏份，

以至于有人调侃道： “全剧认真演谍

战剧的只有反派楚科长一人”。 这当然

满足了粉丝消费偶像的愿望 ， 然而 ，

类型是接受的前提， 当观众去看一部

谍战剧时， 他期待的自然是烧脑的情

节设计， 而非家长里短的琐碎。 《脱

身》 大部分的剧情都在那条小小弄堂，

如果抛开时代背景， 基本就是八点档

家庭伦理剧。 当观众的期待得不到满

足时， 除了部分明星的 “真爱粉”， 弃

剧就是大多数人必然的选择了。

《脱身》 的编剧多次申辩， 这部

作品起初是年代生活剧， 只是在多方

的要求下加入了谍战的元素。 这大抵

解释了 《脱身》 中谍战情节的不伦不

类， 但是退一步讲， 就算它是生活剧，

也未能触及当时生活的本质。 弄堂里

的人家老一辈搞婚外恋， 小一辈搞三

角恋， “喜当爹” “家斗”、 兄弟爱上

同一个女人的桥段逐一登场， 难道市

井文化就是狗血言情剧？ 这不是旧时

代的浮世绘， 只是肤浅的描摹。

剧作方面， 《脱身》 也存在一些

问题。 比如推动剧情发展， 使用了太

多的 “巧合”： 男女主通过拿错箱子相

识的老套桥段不提， 结果他们还碰巧

住在同一个镇子， 他们的父母碰巧还

是老情人。 戏剧冲突的制造也很刻意，

比如乔家的葬礼和丽娜的婚礼安排在

一天， 且不说婚礼和葬礼都莫名其妙，

两者的冲突也毫无意义， 属于为冲突

而冲突， 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都没

有作用。 双胞胎的设定张力十足， 但

是导演似乎在后十集才想起来运用这

个梗， 前面弟弟最大的作用竟然只是

衬托男主在家中的不得志。 这样的角

色功能根本不需要用双胞胎这样的设

定。 人物塑造上， 女主角相当不讨喜，

也成为让观众吐槽最多的点。 黄俪文

软弱迟钝又不坚定， 一次次间接伤害

着乔智才。 虽然万茜的演绎无甚瑕疵，

但是人设的问题难以挽救。 罗伯特·麦

基曾说主人公必须是一个有意志力的

人， 黄俪文就是反例， 最终成了为塑

造男主角服务的工具角色。

可以说 ， 除了演技在线之外 ，

《脱身》 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问题。 虽然在最后几集中， 剧情有了

渐入佳境的感觉， 人物成长与情感纠

葛也同家国大势有机结合到了一起 ，

但是为时已晚， 前面过长的篇幅已经

耗尽了观众的耐心， 收视率最终未能

挽回。

太注重写意却不讲
逻辑， 观众的耐心经不
起如此考验

与 《脱身》 相比， 《爱国者》 更

接近于传统的谍战剧类型。 虽然男女

主角的感情戏也占了很大比重， 但基

本是在谍战情节中穿插的。 故事发生

在 “九一八” 时期， 主人公宋烟桥领

导地下工作， 之后组织抗日武装与敌

人周旋； 舒婕是名 “菜鸟” 特工， 在

男主的帮助下不断成长 。 《爱国者 》

虽然不像 《脱身》 一样顶着明星大剧

的光环， 但是也有张鲁一、 佟丽娅的

加盟 ， 最终收视成绩未能达到预期 ，

主要原因在剧情与节奏方面。

谍战剧需要有严密的逻辑、 烧脑

的情节和符合历史环境的设定 。 而

《爱国者 》 这部作品 ， 重写意多过写

实， 许多情节上严谨性不足。 比如舒

婕开头一身大红风衣登场， 直接暴露

在敌人眼前； 被叛徒用四个排比句反

问住， 智商完全下线； 男主竟然精通

易容术这种武侠世界技能， 然而只用

过一次……创作者把重心放在了情怀

的渲染上， 逻辑完备退居其次， 因此

造成了观众对该剧作为一部谍战剧在

智力较量上的期待落空。

影像方面， 看过剧的观众一定会

对剧中 “大特写慢推+黑场 ” 的镜头

运用印象深刻。 《爱国者》 的视听语

言十分风格化， 甚至有几分舞台剧的

感觉 。 创作者有艺术追求是很好的 ，

不过， 观众接受起来就有那么一点不

适感。 观众早已经熟悉了那套传统的

讲故事的方法， 现在让他们走出舒适

区， 重新适应另一套表达方式， 这是

考验观众的耐心。 还有那些充满文学

性的大段台词和无处不在的主题音乐，

既是这部剧独特的艺术创新， 也随时

都让观众跳戏。 当然， 如果耐下性子

看进去， 观众也能体会到创作者的情

怀， 但是 50 集的体量让人望而却步，

毕竟可看的剧那么多， 为什么一定要

把时间交给你呢？

演技派的悖论， 要用
更加精良的剧作来破解

《脱身》 与 《爱国者》 的收视失

利， 其实是观众的选择。 陈坤、 张鲁

一们带来的流量， 大部分来自普通电

视观众， 而非 “铁粉”。 这样的流量来

得快 ， 去得也快 。 没有过硬的剧情 、

制作为保障， 收视率很难维持。

在网络时代， 电视剧的接受已悄

然发生了变化。 观众已不能被视为单

一的整体， 而是有着多样化审美趣味、

文化结构的不同群体。 比如， 谍战剧

的主力受众是中年男性， 受众的审美

趣味和电视剧的类型叙事已达成了内

在的默契 。 而 《脱身 》 与 《爱国者 》

都想要冲破套路， 融入其它类型元素，

试图把年轻观众也拉拢过来， 这就造

成了接受上的错位。 结果主力受众看

得云里雾里， 年轻观众也不买账。

当然， 并不是说不能对谍战剧进

行类型创新、 年轻化， 但如果把年轻

观众作为目标人群， 要想获得收视成

功必须要有流量作保障。 此前播出的

另一部谍战剧 《麻雀 》 就是一个例

子———李易峰、 周冬雨带来了年轻观

众的流量， 加上播出平台的契合， 收

视自然能够上来。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对电视

剧来说， 演员的表演或说演技毫无疑

问是作品的基础， 《脱身》 与 《爱国

者》 出现的背景， 就是大家都在呼唤

演技派， 批评流量明星频繁 “刷脸”，

这也是两部剧受到广泛期待的原因 。

但是， 电视剧是一个整体， 好的演技

并不能代替好的剧作。 而且很多时候，

越是演技派出演， 观众对于作品的整

体质量要求越高 ， 越是需要在剧情 、

制作上做到尽可能优秀。 当前许多剧

虽然打着演技派的旗号， 但和那些流

量剧比起来， 在思路上没有本质区别，

无非是今天流行流量明星， 我就用流

量明星， 明天流行演技派， 我就用演

技派。 国产剧精品意识的建立， 依然

任重道远。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 中国传媒
大学影视学院青年教师）

———从电视剧《脱身》和《爱国者》的收视高开低走说起

付李琢

我第一次读亦舒的小说 ， 是因为

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 的热播 。 自己

也实在觉得奇怪 ， 作为一名从小爱看

闲书的文艺女少年 ／青年， 当年可没少

在数学物理化学课上偷看琼瑶 、 岑凯

伦、 梁凤仪和金庸 ， 怎么会单单漏了

大名鼎鼎的亦舒？

冲着靳东和马伊琍去追剧 ， 但越

看越觉得不对劲 ， 人设缺少说服力 ，

剧情也狗血得可以 ， 全靠几个主演的

颜值和演技苦苦支撑 。 带着对电视剧

的深深失望和不满去读原著小说———

网上关于这剧的各种吐槽中 ， 几乎都

在叹息和愤怒着亦舒原著中独立 、 自

尊的女性价值观在剧中的面目全非 。

我满怀期待在原著小说中获得一个好

故事和独立、 体面的女性人物 ， 然而

并没有。 电视剧够狗血， 小说也够弱，

而二者共同的问题在于 ， 都不过还是

一个玛丽苏的去女性主义的俗常故事，

女主角的逆袭与救赎 ， 言之凿凿之女

性 “尊严、 体面”， 终究都是要靠一个

强有力的男性来实现 ， 而这个男性名

叫贺涵或者翟有道 （小说中子君离婚

后再嫁的高富帅） 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有点不解 ， 还有点不甘心 。 这

可是亦舒啊！ 这就是亦舒吗 ？ 虽然一

直没读过她的小说 ， 可他没少被各种

亦舒 “金句” 刷屏 ， 没少被各路专栏

女作家文章中对亦舒的引用和膜拜洗

脑。 带着这份不解与不甘心 ， 我又找

来多本亦舒小说去读 。 但不得不说 ，

阅读亦舒的过程 ， 居然成了对亦舒去

魅的过程。

亦舒以她犀利 、 泼
辣的语言 ， 参与塑造了
一代女性的爱情想象

她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伶

俐而个性十足的 ， 这分明是作者个人

的内心气质在文本中毫不掩饰的反映，

故而小说中总能挑出一些修辞精致又

显聪明的句子来———哦 ， 正是那些被

顶礼膜拜的 “亦舒金句” …… 然而读

得多了， 会感到明显的重复 ， 人物形

象、 情感关系模式 ， 以及女主角的性

格底色与言语方式都似曾相识 。 甚至

似乎特中意 “家明 ” 二字 ， 多部小说

中的男主或男配都在重复这个名字 ，

虽然他们之间并无情节或人物关系上

的延续和关联。

我知道 ， 亦舒小说参与塑造了一

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想象 。 其作品

长时间、 大范围地流行 ， 一定自有其

道理， 在流行的背后 ， 一定有其受追

捧的社会和时代的文化 、 心理密码 。

亦舒开始流行的岁月里 ， 尚不那么见

多识广的内地年轻女生们， 不谈别的，

单就对着小说中云淡风轻提及着的细

麻或真丝的白衬衣 ， 开司米披肩 ， 辜

青斯基， 以及字里行间对 “麻将牌大

小的钻戒” 与卡地亚的嫌弃 ， 就已经

被震撼和征服。

亦舒小说确有明显辨识度 ， 她的

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足够泼辣 、 犀

利， 不留余地， 甚至有点得理不饶人。

那种直中要害的犀利和透 ， 依稀可见

她最爱的鲁迅与张爱玲的风采 。 亦常

有人把亦舒同张爱玲来做比较， 的确，

二位女作家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 她

们都有一种对世事人心难得的看破看

透， 然而却并不愤世嫉俗 。 所不同的

是， 那个 “因为懂得 ， 所以慈悲 ” 的

张爱玲， 她在抖落了人物华丽外袍的

同时， 在看透了人世冷暖之后 ， 自己

也黯然神伤。 而亦舒 ， 我总从她的字

里行间独出一味因着看透而生出的

优越感和睥睨心 ， 她大概很为自己

看透之后的精明干练得意 ， 慈悲心

淡了很多 。

文本内部的矛盾与
分裂 ， 在亦舒写作中始
终无法自圆其说

亦舒的多部小说中都扭结 、 贯穿

着这样一组矛盾 ： 一方面 ， 她所致力

于塑造的， 是现代都市中坚强 、 自尊

的女性。 她们追求经济与人格独立过

程中的力量和魅力 ， 正是广受读者粉

丝追捧的关键。 在这个着力点上 ， 亦

舒塑造性格、 发布观念的方式主要借

助于人物的语言 ， 对 ， 就是那些满天

飞的———， “真正有气质的淑女 ， 从

不炫耀她所得到的一切”， “我的归宿

就是健康与才干 ， 一个人终究可以信

赖的， 不过就是她自己 。 我就是我的

归宿”， “姿态难看， 赢了也是输了 ”

……这些或铿锵或犀利 ， 聪明而精致

的言语， 看上去有品位有个性有见识，

它们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或人物对

话 ， 更是亦舒高声大气的理性宣言 。

我们对亦舒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赞许 ，

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些言语 。 而有意

思的是， 另一方面， 在这些言语之外，

亦舒给人物安排的命运起伏与剧情跌

宕， 又是传统旧式的。 《我的前半生》

中， 被丈夫抛弃的子君是失去了物质

与情感供养的女人 ， 小说结尾处 ， 她

走出人生困境的方式不过是被更英俊

更多金的翟君爱上和求婚 ， 她甩给无

情前夫的那记耳光 ， 并非个人生存与

发展的奋斗成功 ， 而是世俗尺度下更

好的再嫁。 整个故事的主线 ， 不过是

女主角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更优秀的

男人那里， 兜了一个圈子 。 女性终归

是要依靠婚姻来实现自我完成———这

种价值观念下， 和电视剧的改编相比，

原著不过是半斤八两 。 女性自我救赎

的力量， 终归来自外部世界里那个爱

恋她们的男人。

和理性宣言相比 ， 更能够真实 、

淋漓显露写作者深层文化想象和价值

观的， 可能是小说的某些细节和故事

铺排。 如果女性的救赎最终还是寄托

在一个有力量的男性之爱上 ， 那么之

前所有高声大气宣称的独立 ， 未免就

很有点 “打脸 ” 了 。 《我的前半生 》

中， 亦舒使用了一个词 “上岸”， 这是

一个常见于明星八卦帖子中的词 ， 用

来指代结婚 ， 而且专门用来指代女性

的结婚。 包括 《她比烟花寂寞》 中， 姚

晶的死， 是因为没能完成好 “上岸 ”，

而那个极具个性的徐佐子， 还是得到了

男友的谅解和爱。 这个时候， 作为读者

不免沮丧： 前头那些反复渲染的 “独

立” “清冷高艳” 的姿态与腔调， 原来

并不是女性真正独立自强的要素， 而不

过是她们吸引优质男之爱所摆出的一种

姿态。 而这样一种刻意摆出的姿态和腔

调， 在文本内部， 负责吸引一个又一个

多金英俊男， 文本外部则负责吸引大批

的粉丝在女性独立的人设下追捧亦舒小

说。 不由得 ， 想起 《喜宝 》 中的一段

话： “女孩子最好的陪嫁是一张名校文

凭， 千万别靠它吃饭 ， 否则也还是苦

死， 带着它嫁人， 夫家不敢欺负有学历

的儿媳妇。”

“我们这一代的爱情观都由亦舒

饲养长大 ”， 但其实 ， 单从言情小说

论 ， 亦舒笔下的爱情其实不够动人 。

爱或不爱都来得太过突兀 ， 缺乏说服

力和感染力 ， 与小说整体上的现实性

和批判性有不搭调的违和感 。 同样的

“爱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 ”， 发生在琼

瑶笔下， 是有过程有描绘 ， 让人相信

甚至感动的 。 而发生在亦舒笔下 ， 更

像是一个情节发展的道具 ， 她写起爱

来是潦草和不走心的 。 比如罗子君被

洋人上司和翟有道莫名其妙地爱上 ，

比如喜宝被冒家两代三个男人爱上 ，

我读来都不太能入戏 ， 包括 《圆舞 》

中的洛丽塔情结。

而这种文本内部的矛盾与分裂 ，

既是她写作中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的巨

大破绽， 却也成就了亦舒小说的迷人

之处。 传统的性别秩序的强大和坚硬，

使得今天很多女性自身也是分裂和犹

疑的， 而亦舒小说中内含的分裂和矛

盾———恰好贴合了女性读者的分裂与

矛盾， 既在表层伸张了那些铿锵的主

张， 够爽， 够大方 ； 同时 ， 在一番作

天作地的个人奋斗之后 ， 又总会有一

个或几个白马王子来来收尾 ， 王子与

公主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 让人心

安。 女性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亦舒 ， 来

舒张内心的那些不可能实现也不便诉

诸于人的隐秘欲望。

面对我关于亦舒小说的挑剔与疑

惑， 某女友嗤笑道， “谁让你现在才开

始读亦舒？ 以我们现在的阅历和经验，

包括职业病的挑剔和审慎， 当然读不出

好来。 亦舒原本就是我青春期的陪伴，

我不会再以现在的心境和审美重读， 但

在我记忆中她永远是最好的 。” 好吧 ，

我这也才恍然， 我读亦舒， 实在发生得

不是时候。 所以 ， 也许 ， 不是亦舒不

好， 而是我与她 “遇不逢时”。

(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家 、 中国
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被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开启的
认识亦舒的过程

金赫楠

▲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金岁月》剧照，主演张曼玉、钟楚红

▲电视剧《脱身》剧照

荨电视剧《爱国者》剧照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有了演技派，
观众为什么还是不买账？

书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