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由麦家

小说 《暗算》

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剧照

文艺界一直具有对于 “俗” 的忌惮， 金庸

武侠就曾引发雅俗之辩。 在新世纪以来商业文

化和网络文化的语境中 ， “俗 ” 是我们文艺

发展的破坏力量还是建设力量 ， “俗 ” 与

“雅” 如何融合发展， 野性的生命力如何贯注

到我们的文艺新创造中去 ， 这需要从学理的

根上清理。

而麦家的谍战特情小说， 则以本土内生的身

份贡献出观察雅俗之辩与雅俗融合的再次机遇。

他在故事的基础上搭
建迷宫 ， 先锋文学的遗产
成就了谍战小说的艳丽

如果说谍战小说是麦家已经设置好的密码

成品 ， 已经充满浑然一体的迷惑性和艺术美

感， 破译难度甚大， 那么从它的生长期入手，

从它的雏形阶段入手， 也就是麦家在谍战小说

之前的创作入手 ， 倒可能找到密钥———套用

《解密》 的 “陈华南笔记本” 思路， 那可能成

为麦家不设防的 “黑皮夹”。

如果掏掏这个皮夹， 翻翻里面的 “蓝色笔

记本”， 考察下麦家的写作史， 那么就不得不

?认这是一个典型的 “纯文学之子”。 从几种

个人文集看， 有较高重合率的选篇说明作者本

人对此的珍视： 《杀人》 《第二种失败》 《既

爱情又凄惨》 《飞机》 以善恶一闪念的细腻敏

感表达对人心人性可能性探索， 可往往在结尾

处来一记偶然性的 “回头一镖”， 既是结构上

的叙述圈套， 又布满荒诞非理性的主题隐喻，

还有 《一生世》 那卑微老人心碎的感觉， 《四

面楚歌》 的 “他人即地狱”， 这些都在证实其

纯正的雅文学血统。 麦家本人毫不讳言先锋文

学的血缘， 种瓜得瓜， 这样的写作收获了先锋

文学共同的果实———高蹈的内涵自足与外在接

受的多年寂寞， 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转折来源于 《陈华南笔记本 》 的成功 ，

这触发其写作反思 ， 改变了其写作轨迹 ，

“然后我就想， 以前写了那么多小说， 没有什

么反映 ， 为什么这个小说反映那么好 ？ 我就

像尝到甜头一样。” （《与文洁对话》） 盛年变

法 ， 启动反思的关键在于收获了迷人的肉

身———故事 。 哪怕狐狸精也需要化为人形方

算是具备了入世的资格 ， 哪吒的灵珠子也需

要化为肉体凡胎才能闹海 ， 迷人的肉身里寄

寓诡异之灵 ， 先锋实验的那些词不达意不过

算是恍兮惚兮的游魂迷丝 ， 文学的语法也需

要再次重建。

事实上， 从麦家多篇访谈、 对其他作家评

论的精辟妙语看， 他不光是一个创作家， 也堪

称一个思想精深的理论家。 麦家对于中国当代

文学的发展理路了然于胸， 以切身成败得失印

证了这种反思： “我觉得小说可以革命， 但是

怎么革都不能把 ‘故事’ 革掉。” （《与黄长怡

对话》） 先锋文学从主题的荒诞虚无非理性 ，

到形式的反语言反文体， 都在违反人的阅读本

性。 没有了故事这一载体 ， 在纯文学看来的

天问式语法和勘破天地密码的自譬自喻 ， 在

普通读者看来不过是些疯癫呓语。

其实对于故事的捡回已经在 1990 年代

“先锋的转向” 中实现， 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

记》 《活着》 就是这种典范， 但这些故事总还

算是披些荒诞啊虚无啊之类的新时代梅兰竹菊

式隐喻外衣， 而麦家的谍战故事则更为肉感，

就像罂粟花一样艳丽且致幻 ， 《暗算 》 《风

声》 都往往让人沉迷于谍战极限行走的情节而

忘记其隐喻寄寓。 看肉的看肉， 品骨的品骨，

各取所需， 雅俗一体。 不管怎样， 对于故事的

捡回算是纯文学的破关， 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成长与破关。

有了故事 ， 麦家的纯文学血缘算是夺舍

复阳， 他大肆搞起了 “资产盘活”。 那些先锋

派的怪异自譬倒是麦家谍战特情小说那些主

人公们的家常便饭 ， 身怀异能的绝世天才 ，

遭受槽枥之苦 ， 创下不世之功却被一根羽毛

击倒。 麦家操起这一套是轻车熟路， 《暗算》

的瞎子阿炳 、 黄依依 ， 《解密 》 的容金珍 ，

无不面临命运的偶然和荒诞 。 而在技术上 ，

搭建迷宫本是先锋本色当行 ， 故事内容上的

迷宫， 叙述圈套、 人物 （个性、 命运） 迷宫，

人性迷宫 ， 这些炫目而又娴熟的操作 ， 现在

都成就了谍战小说的艳丽魅惑之姿 。 形式就

是内容 ， 剔除故事的流畅和人物的鲜活 ， 麦

家谍战小说仿佛是 1980 年代先锋小说的重

述 ， 现在 ， 它们感灵而孕 ， 肉身在生长 ， 长

起来了。

读者越来越不爱小说？

“我的写作一直想恢复读者
的信任”

有了故事， 还需要讲故事， 讲什么和怎么

讲， 不可分离。 同样一件事， 有人三言两语聊

死了， 同样的故事， 也有人讲得索然寡味， 怎

么讲， 就是技术主义洁癖了。 麦家对技术主义

的表述仍然就像是一个逻辑游戏： “我有一个

观点， 归根到底作家怎么写是次要的， 写什么

才是重要的 。 但是现在为什么我经常在强调

‘怎么写’， 包括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 这是因

为中国作家 ‘怎么写 ’ 这一关始终没过 。 ”

（《与季亚娅对话》）

麦家对于故事的不断重写、 改写， 由中篇

到长篇的扩展， 这既可以理解为对艺术精益求

精的坚韧苛刻， 也可以理解为先锋的形式主义

实验热情。 事为形， 人为魂， 他对于语言机趣

和人物个性的追求表达了对过程魅力的沉迷，

从这个角度看 ， 麦家作品与美国小说家雷蒙

德·钱德勒有很大的共鸣。 从方法论来说， 形

式主义实验本就是过程主义的追求者， 而从人

生观来说， 对过程魅力的追求保证了现世性，

雅俗于此再次相遇。

有故事 ， 讲故事 ， 还需要听故事 ， 这是

一体化的逻辑三步骤 ， 也是麦家小说的成长

三部曲 。 作家的听故事意识就是读者意识 。

对于读者越来越不爱小说 ， 麦家自省 “责任

该让我们作家来?担”， “是我们的小说太无

趣 ， 太生硬 ， 也是太粗糙 ， 太没有教养 ， 连

最基本层面的东西———真实性———都不能做

到。” （《与季亚娅对话》） “坦率说， 我想改

变这种状况 ， 我的写作一直想恢复读者的信

任。 ” （《与姜广平对话》） 写作者需要对于

读者智商和审美能力的基本尊重 ， 也需要保

有现世的鲜活度。 麦家曾从业于电视剧编剧，

就对接受者的重视来说 ， 这个职业肯定有助

于培养这一现代审美意识 。 《暗算 》 《风声 》

《解密》 从内容到主题都具有 “人 ” 与 “人民 ”

基本元素的融合 ， 叙事节奏张弛有度 ， 谍报的

枯燥术语、 复杂迷局化抽象为形象， 化繁为简，

烽烟谍局与人物风月 、 山川风情相结合缀连 ，

信仰与 “有问题的天使 ” “英雄之殇 ” 的主题

缠绕， 包括结构布局上 《解密》 的起-?-转-再

转-合-外一篇 ， 《风声 》 的东风-西风-静风 ，

《刀尖》 的阳面-阴面， 这些均让审美各层次的

人都能拿走东西。

总体来说， 有灵保证了取法乎上， 而有形则

让其有了着力点， 他偏要 “不老老实实” 的形式

主义执着， 他对于叙事难度、 密度、 速度、 锐度

等多项追求支撑着其 “趣味” 主义， 这些让麦家

小说融雅俗为一体， 由此具备了步入经典文学殿

堂的资格， 即便要套用 “俗” 这一术语， 那也不

是 “低” 俗， 而是 “高” 俗。

如果说麦家小说再次模糊了雅俗界限， 实现

了雅俗合体， 那么我们仍需要做的一个反思就是

雅与俗的界限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一个刨根的问

题。 以及为何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突

出。 溯其源， 中国文学本起源于 “风”， 这自然

是民间原生的， 而后产生的雅、 颂， 以至 “骚”，

再到历代的载道派 ， 漫长过程中出现了玩偶化

和工具化倾向 ， 这使得其发展越来越狭隘 ， 这

种雅俗割裂与对立伤害了文学 。 但与此同时 ，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 都是来自民间原始

“俗” 野性活力的拯救。 现在， 如果说从特情影

视剧到小说的走红可称为 “麦家现象”， 并引起

为什么走红 、 如何走红的文艺生产机制讨论 ，

那么考察麦家的成长史 ， 则可以引发现象之下

的雅俗对立与再合体的深层反思。 雅俗之大防，

“本来无一物”， 或者 “时时常拂拭”， 倘如此而

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 ， 那就可称之为 “现

象之现象” 了。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代作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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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生命力能给文艺新创造带来什么

从麦家的作品看中国当代文学的雅俗合体
白浩

类型小说能不能进入经典文学的殿堂， 一直是文学界议论不休的话题。 无论是
雷蒙德·钱德勒还是约翰·勒卡雷， 都被视作某种例外的存在。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

以谍战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 同属此类。 在这个命题背后， 实际上是文学创
作的雅俗能否合体、 野性生命力如何进入文艺新创造。

———编者

“她悬疑”短剧 《摩天大楼》：

讲述女性故事必须“议题化”吗？
李静

腾讯视频自制电视剧 《摩天大楼》 改编自同名小说， 以摩天大楼住户钟美宝意外身亡开篇， 以一对警
察师徒追查凶手为推动力， 逐个串联起与美宝联系密切的不同人物， 并从中展露当代女性可能遭遇的多重
困境。

从类型上看， 这部剧属于女性情感悬疑短剧。 性别议题、 悬疑反转与短剧模式， 无不贴合近年国产影
视剧的潮流趋势， 因此这部剧的豆瓣评分达到 8.1 分 （超过 16 万人参与评分），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 如果只从顺应潮流的视角解释此剧的良好传播效果， 还是很不够的。 仅以 2020 年为时限， 主
打女性悬疑题材的已有 《危险的她》 《不完美的她》， 同档期还有优酷悬疑剧场推出的 《白色月光》， 但这
三部剧的完成度与口碑都不及 《摩天大楼》。 那么， 《摩天大楼》 到底是如何讲述女性故事的， 其中又有
哪些经验与不足呢？

▲网剧 《摩天大楼》 剧照

悬疑为表， 议题为里

令追剧者欲罢不能， 甚至乐意付费解锁结
局的原因， 无疑是这部剧强烈的悬疑感。 8 个
单元故事、 13 个人物视角， 它们对美宝的描
述时有矛盾， 半真半假。 一座罗生门式的叙事
迷宫就此搭建 ， 从而无限拉高了此剧的悬念
值， 观众区分真假、 一探究竟的欲望被撩拨起
来。 套用推理小说的分类标准， 此剧前半部属
于 “本格推理”， 后半部属于 “社会推理”。 换
句话说， 前半部负责 “挖坑”， 铺垫细节、 连
环推理， 而后半部负责 “填坑”， 转而从复杂
的社会关系中挖掘命案之成因。

许多剧评正是从悬疑推理的角度加以解
读， 发现故事逻辑存在不少漏洞， 甚至不乏烂
尾的质疑。 但实际上， 该剧的重点并不在此。

类似于日剧 《轮到你了 》 《紧急审讯室 》 的
“剧本杀” ———悬疑与不断反转———只是讲故
事的 “工具”， 抑或为了抓牢观众的叙述方式。

对比小说原著， 便会发现最大的改编， 就在于
悬疑主线的确立， 从而令整个故事更具可看性与
吸引力。 不过， 不管是作者本人， 还是剧作制作
团队， 都对悬疑形式致力承载的社会性别议题更
感兴趣。 设置议题与输出价值观， 才是首要追
求， 而非造就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链条。

原生家庭、 完美受害人、 重男轻女、 职场

歧视、 家暴、 PUA……这些社交媒体上热议的
当代女性困境， 几乎被该剧 “扫射” 殆尽， 而
女性议题中的暴力面与压抑面， 又非常适合用
悬疑推理的形式来表达。 为了承载这些 “无死
角全覆盖” 的女性议题， 可以部分地牺牲悬疑
的合理性。 比如说， 钟美宝作为 “极美好” 与
“极悲惨” 相结合的符号人物， 从小便遭遇母
亲与继父带来的原生家庭之殇， 至死都难以摆
脱 。 在大结局中 ， 为将谋杀罪行落在继父头
上， 只能强硬地安排有人在通风管道中偶然拍
到了继父的行凶场面。 而饰演该角色的演员都
对这一剧情走向感到惊讶。 这一情节安排， 十
分典型地说明了该剧 “悬疑为表， 议题为里”

的自觉追求。

社会议题的有机土壤

在 《摩天大楼》 播出不久前， 腾讯视频主
推的年度大剧 《三十而已》 因为触及出轨、 抓
小三等话题， 一时间在抖音、 微博等社交平台
上风光无两。 但该剧可谓 “成也话题， 败也话
题”， 其后期口碑崩盘， 便在于对热点话题的
过度投机， 从而导致内容制作僵化与性别观念
保守化。

这种 “生硬” 植入议题的方式， 显然不能
满足当下观众的需求。 而且， 在一个完整的故
事中， 议题之间过于突兀的 “拼凑感”， 也将

大大减损观剧的快感体验。 这实则彰显了当代
国产电视剧的生产与消费困境： 如果不涉及社
会议题 ， 剧作将很难收获讨论度 ， 继而难成
“爆款”， 毕竟观众的选择实在太多了； 但如若
生硬拼贴社会议题， 将极易丧失基本的艺术水
准。 因此， 当前国产剧的常见套路， 便是投合
热点， 努力先将观众 “吆喝” 过来， 至于后期
走向 ， 则往往落入难以自圆其说 、 “高开低
走” 的局面。

同样是在剧中植入了大量议题， 《摩天大
楼》 的处理就巧妙了许多。 十余年前， 原著作
者便居住于摩天大楼中， 对这种极其现代化的
居住与生活方式颇多感触， 并将之总结为 “人
的复杂” 与 “街坊的消失”。 用小说中的话说：

“巨大的建筑， 变成剧场剖面……跳跃穿梭于
这些大小不一的 ‘住宅’， 立面剖开， 光亮亮
地， 都带有一种舞台气息。” 而要连接起 “剧
场剖面” 里的多种人生， 必须要有穿针引线的
人物。

钟美宝自不必说， 所有人物均与她有关。

而她作为摩天大楼底层咖啡店店主， 自然能与
各路人马有所接触。 而剧中其他人物的职业则
是大楼保安、 房屋中介、 保姆等等， 如同动脉
一般 ， 驱动着摩天大楼的运转 。 而另一个极
端， 则是患有心理疾病的美宝弟弟以及她的作
家好友， 他们的内心都烙印上了现代文明的病
症。 总之， 在摩天大楼的空间场域中， 在不同
人物的日常交际里， 各种社会性别议题得以自

然喷涌。 反过来看，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不
啻于是复杂社会的微缩景观。 在这个 “社会模
型” 里， 该剧的女性形象熠熠生辉。

“议题化” 的潮流与弊端

不过 ， 尽管在议题植入的技巧上颇为成
功， 但 《摩天大楼》 过于从议题出发的弊病却
也在剧中有所体现： 即观念压倒一切， 从而导
致人物形象的概念化、 符号化。 剧中最美好的
女性形象 ， 无疑是钟美宝 ， 仅从名字即可看
出。 按理说， 正面讲述女性故事， 本应朝着丰
富、 多元、 细致的方向发展。 但剧中的美宝，

尤其是成年后的美宝， 却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丝
缺憾。 她是那样美好， 仿佛坠落人间的受难天
使。 原著中美宝有着混乱的私生活， 剧集则抹
掉 “污点”， 为美宝打造了非凡的完美形象。

完美的美宝， 成了 “美” 与 “正义” 的象
征， 而其对立面继父， 则是无来由的、 集大成
的 “恶 ”。 他们二人组成了善与恶的坐标系 ，

观众只需要 “惩善扬恶”， 完成一道是非对错
的选择题而已 。 原著中对边缘人物的幽微表
现， 以及美宝之死对于他人生命的悄然改变，

都在整饬的戏剧冲突中被删除了。 这种简化的
善恶二元对立 ， 为社会议题的穿插提供了便
利， 却也难免脱离实际， 丧失了现实与人性的
复杂维度。

再者， 女性的团结与互助也是该剧的重要议
题， 当然， 这也是近几年的大热题材。 表现女性
共情， 当然是对此前大众文化的重要修正与巨大
进步， 终于可以正常地、 非奇观化地展现女性共
同体。 但问题在于， 如果抽空现实合理性， 硬拗
团结互助的 “造型”， 就难免会被视为讨好女性受
众的策略。 毕竟， 女性是绝对的观剧主体， 也是
向他人安利剧集的主力。 《摩天大楼》 里， 钟美
宝、 美宝母亲与各自女性好友间的生死互助， 无
不催人泪下。 但相比之下， 美宝母亲所带来的女性
共同体， 建立在人生阅历的扎实细节之上， 美宝所
处的女性共同体则难免有些空洞悬浮。 在她所处的
色彩饱和却又光线阴暗、 充满欧式风情的房间中，

她与女性朋友的故事， 更像是一出彻底的幻梦。

此外， 必须加以表彰的是， 《摩天大楼 》 的
性别观是多元且平衡的。 男警官同样也会遭遇虚
假的性骚扰指控， 而所谓的 “渣男” 其实也另有
隐情。 两性之间的关系， 并非敌对关系， 该剧引
领我们重新思考当代社会中两性各自遇到的挑战
以及彼此沟通的可能性。

综而观之 ， “设定议题 ” 或是 “社会问题
剧”， 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国产影视剧的主流生产
方式 。 如何在社会化与艺术性之间寻求平衡 ，

《摩天大楼》 已走出了坚实一步， 其中的经验与缺
憾同样值得重视。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