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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一

上映就引发了尖锐的争议： 这部电影，

乃至整个系列，是否仅仅造福了“哈利·波

特迷”群体？ “哈迷”和“路人”对“神奇动

物”有截然不同的观感，但两个阵营在

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作者罗

琳的这部“魔法世界前传”或多或少地

受到读者的“倒逼”，她虽然发表过不满

于粉丝“同人写作”的言论，但是，读者

变得越来越主动，把原作当成具有互动

性质的开放文本，这种全新的“读写关

系”在当下的流行文学领域，恐怕是势

不可挡的潮流。

这种读写关系，让“阅读”的行为带

上明显的交互式色彩，这和弥漫于新生

代际中的游戏文化，基本是同质的。 以

电竞游戏为背景的《全职高手》可以看

作这种新型读写关系在华语流行文学

领域缔结的一朵奇葩。 《全职高手》的篇

幅超过《追忆逝水年华》，这部“超长篇”

被视为近年网络文学领域的现象级作

品，它奇异地混合了网络写作和类型小

说，跨越了游戏和文学的边界，并且，因

为读者的主动参与，不断涌现的同人创

作促成了原作的传播。这和流行文化的

走向是不谋而合的， 即 “游戏美学”和

“游戏思维”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渗透。

比起争议这部小说
的 “文学素养”， 它更值
得研究的是读者的接受
方式

《全职高手 》 讲述网游 《荣耀 》

风靡十年， 职业选手叶修见证了这款

游戏发展， 却因被认为 “缺少商业价

值”， 被强制退役。 他成了一家小网吧

的网管， 在那里， 他集结队伍， 打回

职业赛场， 并最终赢得冠军。 乍看之

下， 这是一个复仇故事， 在受到不公

正对待之后， 男主人公奋起反击 ， 获

得胜利 。 在类似的传奇故事模型中 ，

英雄坚韧不拔， 披荆斩棘， 达成使命。

然而， 《全职高手 》 里没有正义

与非正义的抗衡， 故事中展开的不同

战队、 各异的选手， 首先展现的是极

高的职业素养。 这些人在职业赛场上

是对手， 但他们首先是 “一起玩游戏

的人”， 是和主角一样渴望冠军的年轻

人， 作者刻画了一大群面目鲜活 、 可

亲可爱的选手。 比起争议这样一部小

说的 “文学素养”， 它更值得研究的是

读者的接受方式。 大部分的年轻读者

对 《全职高手 》 培养出 “手不释卷 ”

的感情， 是因为一项不经意的选择在

阅读过程中悄然完成了： 你能够寻找

到自己的队伍。 “游戏竞技” 的基本

设定， 带来了不同读者投身不同战队

的可能性 ， 在一些视频网站 ， 点开

《全职高手》 的动画或相关的视频剪辑

作品， 能在弹幕中看到观众鲜明的立

场 ， 他们支持特定战队的狂热表达 ，

像极了球迷力挺 “主队 ” 的样子 。

《全职高手》 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把

原作变成了具有互动性质的开放的文

本 。 “《荣耀 》 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

这是 《全职 》 里主角叶修说过的话 。

有趣的是， 这成了 《全职高手》 小说

的现实写照： 它不再是一个人的小说，

读者们在阅读中和那些角色、 那些战

队结成了共同体的关系， 以至于它最

初的创作者无法像传统写作者那样垄

断自己的作品。

在宏大叙事的作品中 ， 读者的目

光习惯追随主角。 初读 《三国演义》，

不免倾向刘备 。 最早接触 《哈利·波

特》 时， 大多数小读者希望被分在格

兰芬多学院。 在这样的阅读习惯之中，

读者很大程度上受到作者的引导 ， 抑

或说诱导。 王司徒坚信曹丞相是乱世

佳选， 然而罗贯中给他的人设是 “我

负天下人” 的枭雄； 以汤姆·斯托帕德

（伏地魔） 的立场， 他认为自己是被辜

负的 “天选之人”， 而罗琳无情地定义

他是魔头。

与此对应的阅读习惯中 ， 即便不

存在清晰的正邪分野， 读者也很少自

觉自主的与叙事 “互动”。 以传统武侠

小说为例， 《笑傲江湖》 里门派众多，

各门各派有绝学功法， 各式角色 ， 这

些设置和 《全职高手》 的电竞战队似

乎有些接近。 然而， 无论恒山派的定

逸师太多么潇洒落拓， 恒山门人多么

善良可爱， 鲜见有读者自承属于恒山

派。 《倚天屠龙记》 中六大派， 其中

固然有人道貌岸然， 用心险恶， 然而

像崆峒、 少林这样的门派， 同样有不

少正义之士。 张无忌所依恋的武当派，

和所有名门正派一样， 有好人有坏人，

有七侠心地光明磊落， 也有会教出宋

青书这样的卑鄙小人。 可是， 大多数

读者都会把共情献给武当， 而对少林

颇少同情。 在这样的阅读习惯中 ， 读

者是以主角的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的。

作者那只看不见手
不 再 掌 控 指 挥 棒 的 特
权 ， 每个读者开始下意
识或有意识地寻找自己
的立场

如今的世界流行起 “Pick” 这个

词， 不管是综艺节目、 动漫作品 、 体

育赛事， 还是游戏世界， 人们开始习

惯于选择。 在综艺节目里， 人们选择

自己喜欢的风格； 在游戏中， 玩家选

择 职 业 、 门 派 、 性 别 、 衣 着 、 武

器———这一切显得是理所应当的 。 这

种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 《全职高

手》 恰似它在文学世界里的侧写 。 在

写作层面， 这部小说不存在宏大叙事

的奢望 ， 也没有解构主义者的野心 ，

它借助游戏设置和活络的群像描写 ，

在此基础上， 仿佛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和读者的互动。 这份阅读体验更接近

于观摩体育赛事， 例如在世界杯的狂

热氛围里， 某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观

众被某支队伍吸引， 成为其忠实簇拥。

于是， 在这种阅读习惯中 ， 读者

的立场不再依赖主角建立， 作者那只

看不见手似乎不再掌控指挥棒的特权，

每个读者开始下意识或有意识地寻找

自己的立场。

这种选择习惯蔓延到传统文学的

领地。 例如， 刘慈欣的 《三体》 是带

有史诗气质的硬科幻代表作 ， 可是 ，

不少读者在网上宣称自己是 《三体 》

中反派组织 ETO 的成员。 同样， 随着

《神奇动物在哪里》 系列问世， 越来越

多的 “哈迷” 读者开始反观原作 ， 把

目光投向赫奇帕奇这个乍看之下颇有

些平庸的学院， 开始有人自豪地在社

交网络空间自称为 “獾院人”。 如果我

们假设霍格沃兹如今在人类世界招生，

斯莱特林、 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接

受度很可能要比 《哈利·波特》 诞生那

会儿好多了。

这种 “Pick” 的习惯 ， 很大程度

是从游戏世界里来的， 因为游戏是玩

家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玩下去的 。 这

种习惯也许显得轻浮， 因为这些选择

都是没有代价的， 选择的结果也太轻

易达成。 但在轻浮的表象之下， 当人

们习惯选择与表达立场， 那么个体建

构自身的方式也发生着转变。

传统文化学者和作者对于后现代

世界充满警觉。确实，当受众反客为主，

在作品中建立自己的立场，文本本身注

定走向支离。 所以，罗琳对“同人写作”

的警惕和敌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这些老派人眼中的“后现代的噩梦”，却

偏偏是正在发生的生活———这种生活

渴望被正视，而刻板的敌视只能加剧代

际之间的撕裂。

进入游戏，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取

一个 ID， 有趣的是，ID 本是 identity 的

缩写，是“身份”的意思。 这个词很多场

合被翻译成“网名”，然而，是否存在另

一种可能，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而

是意味着认同感———“我是谁”。 《全职

高手》的开头，叶修被逐出战队，他最痛

心的是失去了那个使用十年的“账号”。

这个账号 ，承载了时间 、回忆 、甚至自

我。 存在主义者说，我们的生命意义由

自己做出的选择构成。 那么，在游戏的

幕布下，选择 ID，未尝不是走向自我的

一步。

电影 《头号玩家》 表达了这样一

种观点： 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变成

任何自己想变成的样子， 游戏世界里

美丽动人的姑娘， 在现实世界很可能

是抠脚大汉。

然而 ， 无论在游戏中还是文学 、

影视或任何创造性的作品中， 虚拟与

现实是否可以沟通？ 虚拟的身份和形

象， 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把现

代人的主体性碎片化了， 但是否存在

另一种可能， 即在无尽的选择中重塑

自我认知？ 那位使用少女虚拟形象的

抠脚大汉， “本我” 的认同就是女性

呢？ 在虚拟的幕布之上， 不再是 “你

可以变成任何幻想的样子”， 而是那句

古希腊的箴言———

认识你自己。

（作者为爱丁堡大学在读博士生）

《阿拉姜色》 是松太加导演的第三
部长片 ， 我因为工作原因接连看了三
遍。 最初是在今年六月， 上海国际电影
节开幕前， 《阿拉姜色》 已经确定入围
金爵奖单元， 我在电脑上看到了样片，

即便是小小的画面， 到最后也让我内心
翻涌着感动。 之后是影片的首映， 在上
海影城一厅的大银幕上， 我再次感受这
部影片情感和色彩的丰厚。 一直想写几
句， 却一再耽搁， 直到 《阿拉姜色》 低
调地全国公映， 想想再不写就迟了。

没有想到， 时隔三月， 这部电影在
我脑海里依然崭新和动人。

电影节闭幕的那一夜 ， 《阿拉姜
色 》 拿下最佳编剧奖和评委会大奖 ，

松太加在庆功的酒桌边说起一桩往
事 。 他决意离家远行的前夕 ， 把自己
作了多年的画 ， 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
了 ， “妈妈站在旁边哭的呀 ” 。 如果
这个场景拍出来 ， 在肆意燃烧的火堆
前 ， 动人的毕竟是那个沉默的青年和
他的哭泣的老母亲 。 就像松太加自己
说的 ， “不要被后面的景色抢走 ， 要
记录人 。”

《阿拉姜色》 就是这样。 它是一部围
绕着一家人去拉萨的情节展开的公路电
影。 季节流转， 沿途有风景， 但看完全
片， 最终被刻进观众脑海的将会是 “人
的困境”。 这里呈现的 “人的困境” 和地
域没有关系， 脱离了肤浅的神秘主义，

这份困境的终极原因只是因为———我们
生而为人。

电影从一场不详的梦开始。 女主角
俄玛从梦中惊醒， 为亡者做了一场简易
的法事。 既揭示她有未能割舍的过去，

也暗示了她晦暗的命运。 在得到医院一
张确诊书之后， 俄玛就开始了行动， 她
急于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 独自踏上
前往拉萨的旅途。

剧情的开端， 松太加用直白、 利落
的方式交待了俄玛的人际关系， 其中包
括她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不明就里的丈
夫罗尔基和倔强无礼的儿子诺尔吾。 观
众开始很可能是懵的， 要在俄玛上路之
后， 才逐渐了解她为什么要去拉萨———

她身患绝症， 想要在死前去完成亡故前
夫的遗愿。

张扬导演的 《冈仁波齐》 里的角色
磕下第一个头时， 画面非常震撼， 但显
然有着雕琢的仪式感。 而 《阿拉姜色》

中的俄玛磕下第一个头去， 同样震撼，

同时又非常自然———好像只是在生活中
用某种方式作一次远行。

松太加是摄影师出身， 他曾为万玛
才旦导演的早期作品掌镜， 但在 《阿拉
姜色》 里， 他并不在意要拍到 “壮美”

的景致和画面， 他的焦点在于人。 影像
在这里不是为了取悦观众， 不是为了展
示奇观 ， 甚至也不去刻意追求某种风
格， 从而镜头变得准确且简洁。

第一遍看 《阿拉姜色》 的观众可能
会非常震惊： 俄玛并没能抵达拉萨， 也
未能抵达影片的结尾， 她在影片的中间
就离世了。 女主角死了， 观众最初投注
了感情的移情对象没了， 故事似乎一下
子失去方向。 但很快， 松太加会让人们
发现———死亡并非一切的终点。 相反，

随着一个女人生命的消失， 情感在她的
丈夫和儿子的身上传递了下去。 女主角
在剧情中间点的死亡， 在这里不是一种
剧作结构上的炫技或奇招， 而是一种价
值观的决定。

那就是： 一个人的死亡不是终结，

只是存在方式的一种转变。

在佛教故事里， 即使是一个健康的
人走过佛陀， 佛陀所见这个人的生和灭
会是同时发生的。 在生命的旅程当中，

随处可见此消彼长、 一体两面的事。 我

在 《阿拉姜色》 里看到了这种辩证。 譬
如爱： 丈夫罗尔基对妻子的爱， 伴随而
生的就是他对俄玛前夫的嫉妒； 俄玛和
前夫的儿子诺尔吾对母亲的爱， 伴随而
生的是他对罗尔基的忌恨。

松太加懂得这种生而为人的困
境———人活在世上都有情感， 有情感就
有情感的障碍。 甚至， 情感越深， 可能
障碍就越深 。 《阿拉姜色 》 为什么动
人， 是因为它告诉我们还有跨越这种障
碍的可能。

影片的后半段 ， 罗尔基和诺尔吾
这两个互相排斥 、 原先连面都不愿见
的人 ， 接替俄玛完成去拉萨的旅程 。

你可以说这像是一对 “临时父子”， 不
得已才结伴而行 ， 既是缘分 ， 也是修
行 。 这对互有敌意的人物 ， 因为俄玛
的死亡而真正走到了一起 ， 并且因为
这个所爱之人的愿望和承诺 ， 结伴而
行， 走向拉萨。

以我个人的观感而言， 直到影片进
展到这部分， 我开始逐渐注意到沿途的
风景， 季节流转。 这或许是因为罗尔基
和诺尔吾在沉默中逐渐靠近， 一切开始
变得和谐与松弛起来。 松太加是用了含
蓄、 美妙的技巧， 把 《阿拉姜色》 酿成
了一杯美酒。 而真正打动我的是， 松太
加没有让拉萨出现在镜头中。 尽管我和
剧中的父子一样期盼抵达拉萨， 但导演
停驻在 “抵达终点” 的前夕， 他用一场
朴素的剪发戏结束了这部电影， 用生活
的善意替代了信仰的神性： 罗尔基和诺
尔吾已经不需要抵达拉萨， 因为他们心
里已经有了一座拉萨。

片名 《阿拉姜色》 是藏语里的祝酒
词， 翻译过来是一句热情友善的邀请：

“请您干了这杯美酒。” 在我看来， 这部
电影也像是一次怀着深情的邀请。

（作者为影评人）

作为“哈利·波特”的衍生系列，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上映的更大意义，在于凸显
了当下流行文学领域的一个现象———

反客为主的读者
和走向支离的文本

陈思霖

如今， 在大众流行的领域，创

作者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垄断自

己的作品。 在过去，读者的立场往

往是被作者诱导的。 而现在，读者

的立场不再依赖作者/主角建立。最

早接触 《哈利·波特 》（下图 ）时 ，大

多数小读者希望被分在主角哈利

所在的格兰芬多学院 。 随着电影

《神奇动物在哪里》（右图）和《神奇

动物 ： 格林德沃之罪 》 的相继上

映，这个衍生系列的出现让越来越

多的读者开始反观原作。

国产电影《阿拉姜色》为什么动人？

卫西谛

它讲述被困在情感障碍中的人们如何跨越了障碍， 宛如一次深情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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