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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改编互相关联又各

自独立 ， 其所形成的

文本空间 ， 恰恰为互

联网时代观众参与讨

论提供可能 。 而恰恰

也是观众对于文本的

二度创作与讨论 ， 拓

展了作品的内涵深度、

提升了作品的传播力

与生命力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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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角落》 赢得高口碑的原因之一， 就是其极大丰富和调整了原作扁平

化的人物处理， 将三个青少年的复杂心理与家庭成长环境清晰勾勒出来， 给了观

众更多解读与回味的空间。 图为剧照。

互动观剧时代，好演员也怕被高预期反噬
潘粤明、张一山主演的谍战剧《局中人》口碑遭遇两极分化，折射出一重国剧尴尬

谍战剧《局中人》近日接档《三叉

戟》亮相江苏卫视与浙江卫视。这部作

品因打出 70 后演员潘粤明与 90 后演

员张一山组成的“双男主”阵容，备受

期待。 剧集的开播数据很亮眼： 首播

时，CSM35 城与 CSM59 城收视率纷纷

破 2。 但剧集的口碑并不如收视一般

惊艳。在影评与弹幕中，观众“找茬”的

热情格外高涨： 从片头背景文案的语

法错误，到剧中人穿搭、行动细节的失

真，都成为观众口中的劝退原因。

演员阵容与制作都不差的 《局中

人》，遭遇两极分化的口碑，折射出近

年国剧市场的一重尴尬———热播剧尤

其是好演员更容易被前期热炒的高预

期反噬。 潘粤明与张一山都是很受青

年观众喜爱的演员，而多屏互动，即时

发弹幕、写评论，正是青年一代的观剧

习惯。阅片量极大，自带“显微镜”的网

生代是发掘影视作品宣传亮点的一把

好手，同样的，对剧集中出现的任何一

处短板也更为敏感。

《白夜追凶 》+《余
罪》+《鬼吹灯》， 演员阵
容赚足好感度

深受观众欢迎的谍战剧， 未开播

甚至未定档就已引人瞩目的有不少。

柳云龙主演的《胜算》、李易峰主演的

《隐秘而伟大》以及潘粤明、张一山主

演的《局中人》，因为亮眼的阵容，成为最

受期待的三部。 其中，捷足先登的《局中

人》赚足了眼球。该剧将故事背景设定在

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围绕分属不同阵

营的一对亲兄弟展开。 而剧中这对相爱

相杀的兄弟，由剧外年龄相差 18 岁的潘

粤明与张一山饰演。

让《局中人》未播先热的， 无疑是演

员阵容 。 2017 年 ， 潘粤明凭借在网络

剧 《白夜追凶》 中一人分饰两角的惊艳

表现， 收获巨大关注。 这部豆瓣评分高

达 9.0 分的爆款成为国产网络剧的翻身

之作 ， 也衍生出一段中生代演员 “翻

红” 的业界佳话。 巧合的是， 从 《家有

儿女》 中走出来的张一山， 近年最让观

众挂念的角色， 同样出自网络剧。 张一

山在网络剧 《余罪》 中饰演的不按常理

出牌的警察卧底， 让观众看到了这位青

年演员身上丰富的可能性。 对于 《白夜追

凶》与《余罪》的续篇故事，网络上一直呼声

不断。如今，《白夜追凶》与《余罪》的续篇未

至，两部作品的主演却“合体”演了一部新

作———《局中人》坐拥了两部爆款作品打下

的粉丝基础。

两位主演的表现，没有让观众失望。张

一山饰演的弟弟沈放， 表面上是潜伏于汪

伪政府的军统特工， 实则是共产党埋在国

民党情报系统里最深的一颗钉子， 人物兼

具多重身份的隐忍与机敏。 “矛盾感”则是

潘粤明饰演的哥哥沈林的关键词， 作为国

民党特情骨干的他，在对弟弟的调查中，陷

入了亲情与任务的矛盾漩涡。剧中一幕，共

产党特工潜入国民党大牢营救同志， 却功

亏一篑，全部牺牲。一向以冷峻沉稳面貌示

人的沈林，在那一刻慌了神，不顾身边同事

的眼神，紧张地跑向弟弟所在的牢房，在确

认弟弟毫发无伤后， 表情才恢复平静———

兄弟间剪不断的血脉深情， 不着一字而生

动显现。

《局中人》 的演员彩蛋不止于两位主

角。 剧中饰演军统军情一处处长罗立忠的

演员赵达，也是熟脸。赵达出演过《生死线》

《大江大河》《精英律师》《重生》 等多部作

品。常以配角示人的他，凭借精准的演绎给

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赵达曾在靳东版网

络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中饰演胡八一的

好搭档王胖子， 今年潘粤明则成了爆款网

络剧《鬼吹灯之龙岭迷窟》中的胡八一。 也

就是说，在《局中人》里，来自两个版本的胡

八一与王胖子将同框交锋， 这也成了鬼吹

灯系列爱好者的一大观剧彩蛋。

弹幕时代 ， 互动观
剧让情节纰漏无处可藏

从目前播出的几集看， 被寄予厚

望的《局中人》并未收获预期中的高口

碑， 相反， 网络评论中劝退的声音不

小。一些悬浮的细节呈现，成为青年观

众的吐槽重灾区。

剧情一开篇， 为了营救暴露的上

级， 沈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开枪击

毙四名下属。而此时，剧中响起的同期

声却在介绍， 沈放是 “藏得最深的钉

子”。 这样的高调现身，引发不少网友

吐槽：这怎么藏得住？ 紧接着，沈放的

上级为了掩护他，不惜牺牲自己，与沈

放仅一门之隔就拉响了手雷， 手雷炸

开后沈放被巨大的爆炸气浪弹飞，而

下个场景中沈放毫发无伤。 类似惊险

有余、真实感有待商榷的细节呈现，难

逃观众挑剔的目光，引发不少吐槽。

其实， 从演员阵容与制作看，《局

中人》当算良心之作。 剧集开场时，一

组视点灵活转换的跟踪式长镜头，以

及之后气势十足的枪战、爆破场面，都

是极具追求的影像表达， 在近期的电

视剧中显得诚意十足。只是，在边看边

评、 即时互动成为青年一代观剧习惯

的当下， 影视剧中的一些小纰漏往往

会被放大、传播，难免遭遇了过高期待

的反噬。事实上，《局中人》开播后口碑

分化，也不足为奇。 前不久上线的《不

完美的她》《重生》 等网络剧也都因为

剧情呈现水准与观众期待的不对标，

遭遇部分网友的“失望”之评。

这种“显微镜”式互动观剧虽有偏

颇， 对国产剧集的长远发展却是一件

好事： 一方面，“专业追剧” 的年轻观

众， 可以更高效地发掘进而发酵影视

作品的闪光点， 助力优质内容破圈传

播；另一方面，他们对剧集的短板也更

为敏感，倒逼创作者对内容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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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党的生日前夕，致敬先烈

正气、塑造革命者群像的《革命者》一

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这也是继

《浦东史诗》《第一时间———写在春天

里的上海报告》后，著名作家何建明在

沪面世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著作。

今年 6 月，《革命者》 入选中宣部

2020 年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全

书紧扣“革命者”主题，再现中国共产

党早期革命斗争历史， 彰显共产党人

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

兴邦的伟大精神。除了纸质出版物，出

版方还将以《革命者》为蓝本，开发音

频、视频等多媒体系列课程，丰富“四

史”学习教育的素材。

业内评价， 革命先烈在上海前仆

后继作斗争的那段峥嵘岁月， 尽管已

历史久远，但当《革命者》一书以深刻

而饱含深情的笔触抹去灰尘， 将一个

个年轻革命者从历史的褶皱处打捞出

来，他们用生命与热血谱写的史诗，如

今读来仍震撼人心。

熊熊革命之火，照亮
历史隧道中的年轻面庞

“中国城市街头的第一滴血”“南

京路上的街头烽火”“上大———为何是

一座革命熔炉？ ”“理想主义者只求生

命之花的美丽绽放”“青春， 你轻轻地

来此，匆匆地远去”……这些章节串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烈的伟大

事迹，青春之花定格在革命激流中，他

们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令人景仰。

《革命者》中，有名有姓的英烈人

物就有 250 余名，其中不少都是 20 岁

出头的年轻革命者。 无论是笑对敌人

屠刀、视死如归的王孝和，在刑场上举

行婚礼的蔡博真、伍仲文，还是历尽坎

坷、初心不改的何孟雄，无不让读者真

切感受到革命者如何为信仰毅然牺牲

自我。 镌刻着刻骨铭心痕迹的日记书

信， 则展现了革命者的侠骨柔肠———

革命家刘伯坚、 李硕勋临刑前留下珍

贵家书，舐犊情深，“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家王一飞在戎

马倥偬中写给妻子陆缀雯的家书，温

情备至……

当年还有一批年轻的党务 “巡视

员”，长年奔忙在上海与外埠之间，许多人在战斗途中牺牲，壮行可泣。有评论家指出，

书写这段历史中英勇牺牲的人们，不仅是写作者的使命和责任，也检验作家对重大题

材的驾驭能力。如何走进庞杂纷繁的历史隧道，重新把散落在漫长岁月中那些人物打

捞出来，勾连交织成完整史篇，对纪实文学创作提出了重大挑战。

实地探访多个红色地标，重返英雄的精神世界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熔炉，从 1921 年开始，党经过 28 年艰苦奋斗，

建立了新中国。 书写上海革命史，就是书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点。 ”何

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革命者》不同于党史专家学术著作，也非聚焦某一位革

命烈士的人物传记，更多是珍珠串线般塑造群英谱，在文学中重返英雄的精神世界。

“2014 年春—2019 年，于北京、上海、南京……”《革命者》结尾的落款，勾勒出何

建明酝酿多年、踏访数地的创作路线。从 2014 年清明节至今，他多次追寻当年烈士们

的足迹，实地探访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党史主题纪念馆等红

色地标，收集整理了革命者日记书信等珍贵史料。 “黄炎培和他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十

天的儿子黄竞武烈士的事迹，就是我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所看到的。第一次

读到这样的事迹后， 我的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这样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友人为儿

子所写下的话，如熊熊燃烧着的铁水烙在心坎而无法冷却，我开始追寻悬挂在龙华烈

士纪念馆墙上先烈们生命起点至终点的悲壮史诗。 ”

以文学的形式重述早期党史，在当代文坛尚不多见，《革命者》融合了文学的感染

力与史料的真实性，在历史的缝隙中穿梭，由点及面，充满昂扬向上、感人肺腑的力

量。 全书由上海延展至周边多地，比如南京等城市，串起了长三角一带的红色足迹。

“比如，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白色恐怖下在上海牺

牲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数最多，尤其是党内职务高的牺牲者多，甚至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的烈士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当年在上海工作的地下党人……”

《革命者》一书还配有美术名家张安朴绘制的 11 幅插画，开篇第一幅以人民英雄

纪念碑为素材，最后一幅以龙华烈士陵园《无名烈士》雕塑为灵感，首尾呼应，致敬所

有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诠释“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

也让阅读感受更丰富立体。

优质的“宝藏”影视创作，
懂得为观众创造“隐秘的角落”

网络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异军突起，网上对剧情分析讨论的热情持续高涨———

没有流量明星加持， 没有过分

的话题营销 ， 12 集体量甚至三天

就一口气播完， 可这一点不妨碍网

络剧 《隐秘的角落》 引发的关注度

和热议度 。 一时间 “和张东升爬

山” “朱朝阳时间管理大师” 成为

全民熟稔的 “网络梗”， 章子怡发

文感慨 “终于有和美剧英剧抗衡的

国产剧了”。 超 41 万人打出的豆瓣

8.9 分， 将其推上今年目前评分最

高的影视剧 “宝座”。

可以说， 从演员表现力到拍摄

手法， 再到人物刻画， 《隐秘的角

落 》 带来的惊喜是多方面的 。 而

在其中 ， 网友对于剧情讨论与分

析的热情与深度着实令人意外。 有

网友总结万字长文， 深度解析剧中

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 有的干脆从

道具数量形态入手 ， 猜测角色命

运。

一如剧名， 这部仅 12 集的悬

疑剧 ， 俨然出现无数 “隐秘的角

落 ” ， 成为等待观众细心挖掘的

“宝藏”。 在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

学院副教授赵宜看来， 《隐秘的角

落 》 成功因素之一 ， 是其作为 IP

改编作品， 通过大力度改编与原著

小说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 进而为

观众参与深度解析与二度创作提供

了一个在欣赏比对中生发更多可能

性的文本空间。 而在互联网时代，

观众二度创作的内容同样成为 IP

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拓展了

作品的内涵深度， 同样也提升了作

品的传播力与生命力， 成为一笔不

可估量的财富。

忠于原作又拓展
原作，用“隐性叙事”激
活作品多样解读空间

《隐秘的角落》 根据紫金陈的

推理小说 《坏孩子》 改编， 讲述了

朱朝阳、 严良、 普普三个孩子， 在爬山

游玩时 ， 无意拍摄到少年宫教工张东

升作案的全过程 。 为救治普普弟弟的

绝症 ， 他们与 “恶魔 ” 展开交易 ， 却

不料因此卷进更大的危机之中 。 因为

剧集的热播 ， 连带让原著 《坏孩子 》

也火了一把 。 可比对原作后 ， 观众发

现， 剧集在原作剧情架构与人物设定基

础上， 通过大篇幅的改编扭转了原作个

别人物相对单薄 、 文学性不理想的硬

伤 ， 不仅令作品本身的品相提升了一

个档次 ， 也赋予作品一个更为光明温

暖的结局。

但也正是这样， 反而激发观众借由原

著人物设定， 进一步丰富、 延展网络剧解

读的热情。 进而， 在知乎、 微博、 豆瓣等

平台， 出现了大量诸如 “《隐秘的角落》 9

个新彩蛋” 等讨论。 围绕故事几位主人公

的人设与案件真相， 结合镜头、 台词甚至

家居布置， 进行二度解读甚至创作。 这其

中， 有主创匠心独运的有意为之， 比如主

角朱朝阳对父亲提起的游乐园门票， 一直

被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 被细心网友发

现， 展现其对缺失父爱的珍视。 有的则是

“无心插柳” 反成为观众解读逻辑自

洽的关键性线索。 比如网友认为主角

书桌上的魔方从三阶变为四阶， 就暗

示两端剧情其实分处 “童话” 与 “现

实” 两重时空。 摄影指导晁明解释，

三阶魔方他会拼， 所以拍摄第一段时

拼好摆放； 后来三阶魔方弄丢了， 替

补的四阶魔方他不会拼只能乱序摆

放。 但也就是这样的解读， 却意外强

化了结局的开放性， 在 “显性叙事”

惩恶扬善 、 倡导温暖向善力量的同

时， 用另一种解读引人反思关注青少

年身心成长的严肃议题。

观 众 审 美 大 幅 提
升， 迫切需要与之相匹
配的作品

尽管与主创初衷有所出入， 但一

部网络剧能够引发观众无穷的猜想和

讨论， 正好证明了其作品的扎实和细

腻。 对比经典名著， 根据网络小说改

编的 《隐秘的角落》 在文本上先天并

不占优， 但能够通过观众不断的生发

探讨， 延续作品的生命力， 远比某些

电视剧依靠生造无意义 “热搜话题”

维持热度来得更有价值。

在 《隐秘的角落 》 之前 ， 就有

《长安十二时辰》 《清平乐》 等优质

网络剧， 依靠主创严谨的历史态度和

细节还原， 带给观众从美食、 服饰、

妆容等一系列的衍生话题， 大大拓展

了影视剧作为文艺作品的讨论半径，

让观众看到了国产影视剧、 尤其是网

络剧可挖掘的深度和成长空间。

而这也同样驳斥了过去在电视圈

流行的一套 “潜规则”： 作为客厅文

化的电视剧主要作为娱乐消遣存在，

尤其是国内观众很难消化多线叙事的

复杂剧情。 于是相当一段时间， 恋爱

剧必须是 “甜宠” 模式， 男女主角必

须终成眷属； 职场剧里主角晋升犹如

坐上直升机， 即便遭遇反派算计也能

逢凶化吉……

然而， 如今的观众对于影视剧审

美需求极大提升。 赵宜认为， 当今观

众所受影视文化影响和教育背景， 早

已不再满足于浮于表面的明星与热门

IP 组合 。 尤其是在互联网语境下 ，

在要求作品艺术水准过硬的同时， 更

有着强烈的参与意愿。 如果说对于经

典改编是强调对于其文学性的影视化

还原 ， 那么对于当下流行文化 IP，

影视主创改编时不仅要补齐原著的艺

术短板， 进一步丰富其思想深度与文

化内涵。 同时还要思考， 创作出什么

样的作品才能调动观众的参与度， 让

作品在传播与解读中值得被反复咀

嚼， 甚至生发出更多样、 丰富的新意

涵。 届时， 不需要营销号带节奏炒话

题， 不需要平台和粉丝堆砌流量 “自

我催眠”， 好作品自然会被看见、 被

喜爱、 被铭记。

潘粤明 (右) 与张一山 (左) 在 《局中人》 中饰演一对相爱相杀的兄弟。 图为该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