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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 人生中的五味杂陈

潘凯雄

近几年中国文学畅销书 TOP10

的榜单上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 那就
是这个座席的流动性越来越差， 《活
着》 《平凡的世界》 《三体》 《百年
孤独》 和 《追风筝的人》 等作品是这
个榜单上的常客 ， 而能够新跻身者
大抵不足这 TOP10 的三分之一且稳
定性也不强。 如果这个 TOP10 的真
实性没有问题的话 ， 那么一个尖锐
的问题就无情地摆在大家面前 ： 究
竟是我们的阅读趋势越来越走向经
典还是现在的文学新作缺乏市场的
竞争力 ？ 正是在这样的疑惑面前 ，

麦家在沉寂八年后创作的长篇小说
新作 《人生海海 》 面世不久便成功
地跻身于这文学畅销 TOP10 俱乐部
且一直稳定至今 ， 这个现象不能不
格外引人注意。

曾经以 《解密》 《暗算》 和 《风
声》 等独特的 “谍战” 风格而荣获茅
盾文学奖的麦家， 其作品固然具有自
身独特的畅销潜质， 但这部 《人生海
海》 却偏偏又是作者和评论界共同声
称的 “转型” 之作， 麦家要跳出自己

过往写作那种以悬念为中心的谍战叙
事而转向以乡土为主题的线性叙事。

客观地说， “乡土” 在当下要想 “走
红” 难度当着实不小。 那么， 《人生
海海》 到底是麦家凭昔日之余威还是
这部作品自身的魅力而闯关成功呢？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进入了对 《人
生海海》 的阅读。

先说说读完 《人生海海》 后的整
体印象。 无论是 “乡土” 也好， 还是
要跳出自己过往创作中那种以悬念为
中心的谍战叙事也罢， 这其实都不过
只是一些表象。 《人生海海》 主线并
不复杂， 无非是以主人公上校———一
位颇具传奇色彩人物的毕生经历贯穿
始终。 表面上看， 上校人生两头的戏
码都设置在麦家的故乡， 通过 “我”、

爷爷、 父亲、 老保长和林阿姨等人物
不同视角的交替叙述拼接出上校毕生
命运的跌宕起伏。 整部作品既没有以
乡土为主题 ， 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叙
事， 相反， 在呈现上校传奇人生的过
程中， 倒是过往那种以悬念为中心的
谍战叙事痕迹不时还是依稀可见， 比
如上校身上那些个谜团， 特别是上校
腹部那神秘的刺字， 这些个悬念的线
头在作品中都埋了不少， 它们随着故
事的推进逐一解开直至最后才放出大
招， 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 上校寿终
正寝， 而他与林阿姨也终修成正果。

如果将这样的整体印象作进一步的分
解， 《人生海海》 如下两个特点在作
品中的表现是十分鲜明而突出的。

一是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 人生
起浮、 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 那就是
作品中的一号人物上校。 这是一个浑
身都是故事的男人， 而且还是麦家笔
下那一如既往的神秘离奇故事。 这个
被塑造成了一个接近完美的男人在他
女人的眼中 ， 不仅英俊 、 能干 、 英
勇、 幽默， 而且还有一手天赋极佳的
“活儿”。 上校的人生起点本来只是一
个手艺不错的木匠， 这木匠当得好好
的， 却被抓去充了军； 当兵当得好好

的， 又被抓去做了特务； 做特务就做特
务吧， 竟因自己的 “天赋异禀” 被日本
女鬼子看上， 小腹上还给刺上了擦不掉
抹不去的字样； 再往后， 好不容易自学
成了有名的外科医生 “金一刀”， 在战
场上救死扶伤无数， 又被扣上了莫须有
的强奸罪， 以前所有的 “好” 一笔悉数
抹去， 虽被打回原籍， 但上校的传奇并
未因此而终结： 本是革命群众要斗争的
对象， 但村民们一边斗一边又巴结讨好
他； 本该出工劳改， 却天天猫在家里看
报纸 、 嗑瓜子 ， 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
坦， 还像养孩子一样养着一对猫……如
果不是碰上那疯狂的十年浩劫被阴差阳
错地扯出腹部的字， 上校的命运也不会
向着悲惨一路下滑。 上校疯了， 然而，

这个疯了的上校后来竟然又在当年疯狂
爱过他的林阿姨的精心照料下活到了
96 岁……这个浑身是谜的 “上校” 在
时代中穿行缠斗了一生， 跨越近一个世
纪的人生命运， 蕴藏着的是让人悠长叹
息的人生况味。

二是麦家笔下对上校形象的塑造不
是那种简单的线性叙事， 而是通过童年
叙述者 “我” 的个人记忆和社会视域中
的集体记忆交错进行以及这两种记忆间
的切换组合而完成， 由此而搭建起了由
个人与集体、 现实与想象、 真实与虚构
交织在一起的多重历史线索组成的迷宫
式结构 。 在作品中 ， 上校前半生之
“奇” 多是由矛盾交错的多人回忆所组
成， 由于他的一生贯穿于从民国到新世
纪等若干重大历史节点， 因而每当遭遇
这样的节点， 作品的叙事就转向集体的
记忆， 这个集体的常客固然是爷爷、 父
亲、 上校或是老保长， 但也可以是其他
视角的补充和证明， 如关于上校为何被
军队开除回乡的这段 “案底” 就是在小
说的最后由林阿姨的记忆呈现出来。 而
上校的后半生之 “悲” 则多半是由作为
童年叙述者 “我” 的所见所闻来展开。

上校被打回原籍后的那段岁月如拼图般
展现在 “我” 的面前： 上校在家做饭的
细节， 食物的气味 “从铁锅里钻出， 从

窗洞里飘出， 随风飘散， 像春天的燕子
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 去上校家
“揩油 ”、 听故事成为 “我 ” 最佳的娱
乐方式 。 为了 “我 ” 和 “我 ” 的家庭
需要隐去 （同时又屡屡试图揭开 ） 的
秘密 ， “我 ” 逐渐将上校极力维护的
秘密内嵌为自我生命历程的构成部分，

“我 ” 也因此而被学校老师同学欺辱 ，

之后为躲避村民伤害不得不偷渡到巴
塞罗那饱受折磨苦楚 ， “上校 ” 与
“我” 迥异的极端生存状况形成一种奇
异的交叠。

一面是上校命运多舛的人生跌宕，

一面是围绕着这多舛命运所设置的迷宫
式叙事。 对读者而言， 前者显然具有博
好奇心同情心， 博眼球泪花的优势， 而
后者则多少有些设置障碍、 炫文炫技之
嫌。 对文学创作而言， 将这两者巧妙地
糅为一体， 的确可以增加作品的厚度，

丰富作品多向度的开掘。 就阅读体验而
言， 前者无疑会产生酣畅动情的效果，

后者则多少会带来烧脑的纠结。 面对这
两种多少有些逆向的写作， 麦家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当然是一种文学的
选择 ， 也或许是对作品之所以命名为
“人生海海” 的一种回应， 这句闽南话
的意思就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
于此， 它像大海一样宽广。

行文至此， 似乎可以回答本文开头
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人生海海》 到底
是麦家凭昔日之余威还是这部作品自身
的魅力而闯入文学畅销 TOP10 俱乐部
的呢？ 经过以上这番简洁的条分缕析，

两种因素似乎都有但又似乎都不典型。

倒是听说作家和出版方为了本书的市场
营销下了不少的功夫， 包括请网红大咖
“带货”、 请屏幕名流代言， 甚至还有一
般图书营销很少用、 也未必用得起的方
式来促销。 一句话， 是诗内诗外功夫的
双管齐下才带来了 《人生海海》 如此骄
人的市场业绩。 由此看来， 好书若要赢
得市场， 除了其品质真好以外， 肯吆喝
会吆喝也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前三集”博眼球之后
电视剧如何避免后续乏力

在每年我国播出的电视剧中，很大

一部分是供观众日常精神消费的娱乐

属性突出的通俗作品。 这些娱乐性电视

剧品类不一，良莠不齐，其中有一种现象

正日益突出，可以被称为“设定”剧现象。

所谓“设定”剧，是指开门见山地用

人物、情节、世界观等设定令观众眼前

一亮，却又往往后续乏力，最后落得徒

有其表，空有设定的作品。

有人会说， 既然是娱乐性电视剧，

不就是图个消遣娱乐，值得那么较真吗？

殊不知， 这些更消遣更娱乐的电视剧并

不代表着更弱的社会功能。 由于这些作

品更通俗 、更日常 ，因此 ，也更容易润物

无声地滋养情感和传达思想。 《西游记》

涉及妖魔鬼神众多， 却仍在传递善恶是

非；《还珠格格》的戏说嬉闹喧哗不停，却

仍在追求真善美。 它们并不因为通俗或

者娱乐， 而就该被认为故事的逻辑和价

值观不重要。

今年播出的剧集中，《传闻中的陈

芊芊》无疑算是热度奇高的一部。 不仅

频频引发热议， 男女主演更是因此声

名鹊起。 该剧的设定乍一看也颇有新

意：一方面，故事设计女主角穿越进了

自己创作的作品里———如果说一般穿

越故事的角色是命运洪流里的浮萍 ，

那这个故事里的穿越者就是全知全能

的造物主；另一方面，故事的世界观具

备天然的性别话题， 女主角陈芊芊身

处女尊男卑的花垣城， 男主角韩烁来

自男尊女卑的玄虎城。 这两个创新点

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看点和重要冲突 ，

也成为了众多热议的两个支点。

总的来说 ，《传闻中的陈芊芊 》作

为一部穿越爱情喜剧，故事有亮点、演

员有演技， 但可惜的是， 随着剧集进

行，观众口碑却从开播时的一片叫好，

变成争议频出。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其

吸引眼球的创新点逐渐沦为了徒有其

表的“设定”。 陈芊芊穿越进自己创作

的故事里， 却几乎没有抗拒就接受了

命运融进了故事； 而她作为故事创作

者本该全知全能的视角时有时无 ，安

排陈楚楚剧情总是失误、 明知下属梓

锐是戏剧里的搞笑担当却还委以重任

导致事情败露 ，让 “作者穿越 ”这一设

定，就变成了一个不走心的儿戏。

同样的， 女尊男卑的设定也无法

深究。 剧中女尊男卑在形式上完全模

仿男尊女卑的镜像来进行，花垣城里，生

不出女儿的男子要被妻家嫌弃， 男性少

有机会从事军政要职， 性别对位的差异

成为了一种“东宫娘娘摊大饼，西宫娘娘

卷大葱”的肤浅想象；而花垣城的女性有

守宫砂、 连女尊顶峰的城主也还抱持着

“女人需要心疼她的男人 ”的想法 ，就更

可见其“性别错位”只是一种喜剧噱头。

其实 《传闻中的陈芊芊 》涉及的 “穿

越”和“性别地位逆转”，都有成熟的类型

作品。以日剧《求婚大作战》为例，男主角

在女主角婚礼上追悔自己错失所爱 ，由

此开启的穿越目的明确： 寻找挽回真爱

的契机；原理明确：一个非现实的妖精的

力量。 而男主角也几乎没有逻辑硬伤地

满足了一个回到自己历史中的角色身

份，穿越虽然是一个看点设定，但在娱乐

之外还传递了珍惜所爱、 爱要勇敢等人

生意义。 日剧《大奥～诞生》同样是一部性

别地位逆转的电视剧，故事给予了充分的

补充设定来合理化这一性别格局：一种死

亡率极高的病症只感染男性，导致社会人

口性别失衡，而少量健康男性承担了为家

庭和国家延续后代的重要使命。 女多男

少、女将军男后宫的设定看似狗血夸张，

却最终指向了时代洪流中的人物命运悲

剧。 相较之下，《传闻中的陈芊芊》的“穿

越”也好，“性别”也罢，都没有沿着设定合

理化、精细化其逻辑，导致开场热闹，最后

却不免一地鸡毛。

世界观徒有其表：

从《传闻中的陈芊芊》说起

杨慧

“设定”剧俯拾皆是：

多类型剧集的共同症候

《传闻中的陈芊芊 》并不是孤例 ，

要说起设定先行、逻辑漏洞不断、世界

观不严密的问题， 则可以把许多电视

剧类别都包含进来。

国内近些年流行的玄幻仙侠剧 ，

就是一个重灾区。 玄幻是一种超现实

元素， 而对应的作品则要充分考虑超

现实元素对世界的总体性改变 。 “哈

利·波特 ”的巫师世界里 ，衣食住行都

因为魔法有了新方式 ；英剧 《好兆头 》

把一些古典的元素搬到现代，天使、恶

魔和世界末日等命题虽然被套上了现

代外壳重新讲述， 却仍然有其严密逻

辑。 有人说东方玄幻和西方奇幻的想

象力并驾齐驱，但从影视作品来看，却

极少见到世界观完整的东方玄幻作

品。 例如今年播出的《三千鸦杀》，一个

仙术大行其道的世界， 然而从普通人

到王侯将相的生活里， 仙术并没有形

成新的生产力， 更无谓新的生产关系，

社会结构、生活模式、战争方式，都还是

一种简单的古风中国的模仿和想象。去

年的爆款作品《陈情令》也是类似，设定

的主角配角基本都是修仙门中人，但许

多打斗却还是用剑用拳， 比起仙侠，时

而更像武侠。 而纵观西方的奇幻作品，

无论是中土神话、巫师世界、吸血鬼传

说等，都保持着贯穿始终的世界观和角

色感，都围绕设定的逻辑制造出了一种

真正的奇幻世界和异质文化的说服力。

而另一类流行设定也常掉入空壳化

的陷阱， 就是外星人故事。 比起东方玄

幻，这更是全球流行的题材，在多国的影

视作品中， 都可以看到对外星文明和地

外关系的想象性的塑造。韩剧《来自星星

的你》、英剧《神秘博士 》等 ，都是红极一

时或者常青多年的作品 ，《来自星星的

你》虽然是偶像爱情剧，但是对于外星人

“都教授”适应地球的磁场、重力、生理等

问题都会有所基本交代 ，《神秘博士 》就

更不用说，本就是主打科幻的作品，所以

在外星设定上也保持着稳定的逻辑连

贯。但看国内的“外星人故事”，如今年的

《蓬莱间》、去年的《结爱·千岁大人的初

恋》等作品，对于外星人的设定和想象都

显得潦草和仓促，新奇有余而逻辑不足。

哪怕是更接近日常生活的现实题

材，部分也表现出设定剧的症候。典型如

职场剧，无论聚焦的是医生、记者、翻译、

律师，最后都往往变成职业徒有其表、专

业性被人诟病的都市生活爱情故事。 今

年的《安家》虽然努力摆脱了爱情故事喧

宾夺主的问题， 但又出现了人情道德和

职业精神的矛盾。 房产中介拒绝为包养

小三的购房行为服务， 拒绝为私德不良

的继承者服务；倒过头来，却为另一些客

户主动垫钱，积极介入私事。在这些段落

里，剧集迎合部分观众制造了道德快感，

但职业剧的行业逻辑再一次虚无化 ，带

来的还是虽有设定但难以真实落地。

“设定”剧有其缘由：

影像快餐时代的是与非

“设定 ”剧在剧作上有种种不足 ，

看上去属于瑕疵品或者半成品， 这其

中固然有电视剧产业上的原因， 但从

结果来看，“设定” 剧为何能在今天的

观众眼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要从

网络时代的视频竞争说起。

这是影像类别高度扩张的时代 ，

亦是影像传播高度便捷的时代， 电视

剧所面对的视听竞争， 已经不再只是

来自同类的其他电视剧或者网络剧本

身。 数字化令原本各有渠道互不干扰

的传统视听产品都在网络平台短兵相

接， 例如电影， 再加上新兴的视听形

态，例如短视频、直播、Vlog……以及各

路 UP 主、播主层出不穷难以命名的灵

活视听内容， 都在抢夺观众的视线和

时间。 剧集的播出越来越讲求“黄金七

分钟 ，生死前三集 ”，开篇是否能留住

观众，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生死线。 而

“设定 ”剧往往先声夺人 ，能够开场就

很快抛出亮点，留住观众为之驻足。

而媒介竞争催发的， 并不只有时

间和注意力的争夺， 还有审美和观看

的改变 。 网络文学 、网络游戏 、网络段

子、表情包 、恶搞视频等等 ，驯化出新一

代的视听文化审美 ，也在让观看变得越

来越碎片化。 许多观众收看作品都不再

需要完整看 ，抖音的剪辑会帮他们筛选

出极致的段落 ，B 站的解说会帮他们梳

理全剧的来龙去脉 。 而 “设定 ”剧 ，则与

这种碎片化 、话题化的快餐文化颇为不

谋而合。

当然 ，“设定 ” 剧虽有其存在的理

由 ，但其本身在剧作上的完成度欠缺也

是不争的事实 。 而且 ，“设定 ”剧虽然能

迎合部分观众 ，但电视剧真正的魅力和

影响力 ，还是由戏剧完成度高的作品来

承载和体现的。 从近年的收视和播放表

现来看 ，电视剧的故事完成度和市场反

馈还是越来越成正比 。 总的来说 ，“设

定 ”剧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存在 ，但当影

视发展到更成熟阶段时 ，相信 “设定 ”剧

也会更加成熟完善 ， 也就会告别徒有

“设定”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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