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卫 中

文化 广告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3 ? 4 ?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燕 9

?看得见的时代感里，写看不见的国安之盾
都市反谍剧《暴风眼》东方卫视播出，为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写传

茶杯轻轻放下 ， 观众心头的弦

渐渐绷满 。 只凭杯底微不可察的芯

片，机密文件便在转瞬间从会议桌上

的电脑落入了未知黑手。 稀松平常的

工作场景、平平无奇的生活物件，背后

都可能蕴藏一桩侵害国家安全的阴

谋。 《暴风眼》里这一幕可谓艺术化浓

缩了当代国安都市反谍剧的创作方

法论。

在国产剧的作品序列里， 这一题

材颇为冷门。 国家安全的涉密性， 决

定了主创不可能充分地体验生活； 故

事语境的当代性， 限定了剧本无法像

呈现几十年前隐蔽战线斗争那样将最

新的侦破手段展现淋漓。 怎样在有限

的腾挪空间里求索无限的戏剧张力，

破解这道难题， 总编剧梁振华将剧本

打磨了漫长的九年。

如今， 剧作终与观众见面。 在悬

疑、 涉案等类型化的强情节中， 主创

调用了贴近日常的人事物， 也点到了

高科技在正邪较量中的胜负手。 藉由

种种看得见的时代感， 当代隐蔽战线

的无名英雄渐渐显影， 看不见的国安

之盾熠熠生辉。

复调叙事，折射当
代国安题材的内涵与
外延

许多人的概念里， “当代国安都

市反谍剧 ” 是个陌生的搭配 。 事实

上， 业界视之为谍战的新变型。 按年

代划分， 谍战剧主要描绘 1949 年之

前的敌我斗争； 反特剧讲述新中国成

立后打击潜伏特务、 维护社会稳定的

故事； 国安剧的时间背景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 和平年代的反谍战场不见

硝烟， 却有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 富

有科技感的斗争手段。 “在科技飞速

发展、 信息高速流通的当代社会， 国

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丰富。” 总制片人高琛说， 团队的创

作基于如是认知。

笼统地看， 《暴风眼》 是个大案套

小案、 一桩大案讲到底的故事。 在虚构

的双清市 ， 以安静和马尚为代表的国

安战士正在执行 “暴风眼行动”。 他们

不仅要破获鼎华集团机密数据被盗的

商业案件 ， 更要引蛇出洞 ， 揪出 “沉

睡者”， 将跨国间谍组织一网打尽， 从

而守护关联着精确制导材料的国家稀

有资源及相关合成技术 。 一宗大案需

要细说从头 ， 稀有资源 、 核心技术在

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也要 “落地 ”

地讲， 剧本用复调叙事多线并行的方式

耐心编织。

国安战线的侦查兵分两路。 杨幂饰

演的安静接紧急任务， 张开大网寻踪即

刻入境的嫌疑人； 张彬彬饰演的马尚以

猎头身份示人， 他的暗中追索早于航班

登机那一刻。 一明一暗， 一路在国内布

控， 另一路自境外开始跟踪。 虽里应外

合， 但彼此身份底牌仅在有限的范围内

互相知晓。

犯罪阵营同样迷雾深锁。 “隔空盗

取” 数据的陈灿被秘密抓捕， 买家迟迟

不现身； 长安科技的贾长安刚被锁定为

嫌疑对象， 转身便死于非命； 身居鼎华

集团要职的苗家父女先后透露了背后操

控者的姓名， 但这个神秘的 “徐鹤” 在

人皮面具下另有他人。 每一次眼看接近

真相， 案情就会出现新的岔路、 新的人

物， 如同一片片拼图等待汇拢。

当代都市里的探案进程不仅人物盘

根错节， 正邪双方斗智斗勇的手段也异

常丰富。陈灿的数据吸盘、徐鹤的生物伪

装技巧、 海外犯罪头目的连环设计……

相较以往的谍战剧 、 反特剧 ， 《暴风

眼》 里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与手法都刷

新了观众的认知。 而 “天眼” 系统、 人脸

虹膜技术、 放射性同位素跟踪、 步态识别

技术……故事里国安战士运用的侦查手

段， 让观众打开眼界的同时收获稳稳的安

全感。

亲情与人性的凝视，
激荡起“于无声处”的英雄
本色

如果说抽丝剥茧的案件侦破过程能满

足观众对悬念设置的期待， 那么往人性深

处开掘， 便是当代国安反谍剧承自谍

战、 反特类型一以贯之的王牌。 把人

写 “真” 写 “活” 了， 严肃的题材、

陌生的事自然会在观众心里落地。

前半程， 《暴风眼》 对人物情感

的着墨相当克制， 仅用寥寥数笔就勾

勒出剧里国安战士 “普通人 ” 的一

面。 他们有家人， 有牵绊， 有坚强理

性， 也有脆弱的一面。

安静人如其名， 始终在侦查一线

的她冷静沉着。 但揭开不动声色的外

表， 这位十年前突然从人群 “消失”

的姑娘， 内心藏着不为外人道的伤与

谜。 母亲在餐桌上的关心， “我不问

细节， 就想知道这次行动危不危险”，

简单一句点到了国安工作潜在的风

险， 也隐隐牵出往事谜团。 马尚更是

背负秘密前行的人， 涉密级别更高的

他需要长年活在 “扮演他人” 的假面

之下。 父母眼里， 儿子是职场不愉快

就从北京裸辞回家乡的 “小驹子 ”；

新同事眼里， 他是靠人脉空降的关系

户； 即便在国安队伍内部， 他的真正

身份也秘而不宣。

随侦查工作深入， 有迹象表明，

这宗国家稀有资源流失的案件还与安

静父亲的牺牲、 马尚的家庭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联。 暴风雨即将来临， 当代

都市里的 “潜伏者” 终要接受亲情与

人性的凝视、 考验。 如何激荡起 “于

无声处” 的英雄本色， 必然是该剧后

半程的最大看点。

社交媒体上， 许多网友不约而同

在观后感里化用剧中台词———“也许

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像置身茫茫人

海中平凡的种子， 但你的故事山河记

得 。 ” 梁振华回忆 ， 剧本创作始于

2010 年 ， 九年时间五易其稿 ， 从来

没有转移的是创作者的初心。 “国家

安全与普通人生活联系有多紧密？ 我

们被素昧平生的人保护得有多好？ 希

望 《暴风眼》 能以很小的一笔， 让更

多人看见和平年代守护祖国和人民的

无名英雄。”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
海
派
版
﹄
清
明
上
河
图
回
眸
细
读
上
海
前
世
今
生

16
区
16
卷
的
﹃
海
派
文
化
地
图
﹄
丛
书
出
齐，

首
站
读
书
会
走
进
闵
行
区

本报讯 （记者许旸）历时四年，16区16卷“海

派文化地图”丛书在沪集结出齐，绘就“海派版”

的清明上河图。 昨天，丛书读书会首站在闵行区

启动， 未来主创团队将陆续在多个区巡回分享，

向读者解读上海的前生今世。

丛书运用新颖的地图概念，按照上海行政区

划， 逐一解析海派文化在各个区的地理分布、历

史渊源、发展传承与多元特质，串联起一个个海

派文化地标、人物。 仅从各卷书名就可一窥上海

16个区的特色与风情———闵行卷《春申季风》、青

浦卷《崧泽之光》、松江卷《锦绣云间》、奉贤卷《古

华贤情 》、嘉定卷 《吴疁风华 》、宝山卷 《淞滨漫

话》、金山卷《山海雅韵》、崇明卷《东海瀛洲》、杨

浦卷《沪东风云》、静安卷《上海蓝调》、普陀卷《苏

河竞秀 》、徐汇卷 《海上文脉 》、长宁卷 《西区漫

步》、黄浦卷《申江往事》、浦东卷《都市传奇》、虹

口卷《海派源流》，16卷读本连贯起来，串联成“珍

珠项链”。

16册500多个故事，记载构筑了上海万花筒

般的城市精彩。 这背后离不开各卷本作者团队

实地调研采访，力求挖掘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线

索；写作期间，大到文章的编排，小到英文书名的

用词，丛书几易其稿、汇编成册。 “依山多仁，傍

水常智，乡处者多厚重，城居者常机灵，环境移人

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该书序言作者、学者

熊月之如是总结：寻根溯源，综核名实，异彩纷呈

之海派表象背后，确乎有其统一的海派内核———

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 ，或为服饰 、饮

食、建筑，但都离不开商业性、大众性、灵活性与

开放性。

“上海每个区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体现海派文

化特色的历史遗存，同时仍在不断积累、沉淀和

兴起文化的新思潮、新创造和新成就。”该丛书编

委会副主任兼总主编柴俊勇谈到，厘清海派文化

的发展脉络，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绘制好海派

文化的地理版图，可以为海派文化研究传播提供

源头活水，也能让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身边的上

海。 以《春申季风》为例，全书向世人讲述了马桥

文化的历史渊源，透射出“先有上海县再有上海

市”的闵行海派文化的深厚底蕴。

业内期待，这套丛书不仅让新老上海人读懂

上海，还能衍生相关文创、文旅产品，成为了解上

海、游览上海的“指南”。 未来，围绕“海派文化地图”

IP，主创团队将通过主题讲座策划、海派文化微

电影拍摄、动漫作品创作、文创邮票邮品设计等，

打造日益多元化的“海派文化地图”传播矩阵。

网文 IP的改编价值只能大数据说了算？
据云合数据近日公布的统计数字 ，

《上阳赋》《我的小确幸》《灵域》《我就是这

般女子》《暗恋·橘生淮南》《世界上最动听

的你》 这六部网络小说改编剧进入今年一

月播放榜的 TOP10， 这表明网络文学仍然

是热播影视作品的重要 IP 来源。

与此同时 ， 影视行业一直有着 “IP

失灵论”的论点———少量热播剧的背后，是

大量投资不少却质量平平的改编剧。 究竟

什么样的网络文学才值得改编成为影视作

品？面对海量作品时，点击率和流量数据之

外是否能有更全面与精准的评价体系？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电

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 北京电影

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联合发布了

《2019-2020 年度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

潜力评估报告》，通过大数据手段以及 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对 4100 万条用户的打分和留言进

行分析后，评价出《诡秘之主》《第一序列》

《大国重工》《天梯》等具备很高的影视剧改

编潜力的作品， 这对建立互联网时代的网

络文学评价体系具有一定探索性。 中国艺

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这是一次积

极有益的尝试， 但他同时也指出仅仅依靠

技术手段去评价文艺作品是不够的：“迫切

需要以‘社会价值’‘艺术品质与体验’等为

标准，构建起一套关于‘网络文学 IP 影视

改编潜力’的科学评价体系。 ”

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学
批评“被边缘化”了吗

“李沁演的鸡腿妹妹永远是我的白月

光 ” ———网友在网络剧 《庆余年 》 下的

留言表达了自己对这部剧的赞赏 。 鸡腿

妹妹在小说原著中就是高人气角色 ， 改

编成电视剧后又为这个角色增加了很多电

视剧观众粉丝。 这说明有趣的角色、 优秀

的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获得的评价是一

致的 ， 把网络文学改编为影视剧的方向

是正确的。

近年来， 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优秀网络

文学 IP 改编影视剧不断， 网络剧 《从前

有座灵剑山》 《陈情令》、 电影 《少年的

你》 等人气与口碑皆佳。 据 《2019-2020

年度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

告》 提供的数字， 腾讯视频、 优酷、 爱奇

艺等网络视频平台 2018 年、 2019 年热播

度最高的 100 部影视剧中 ， 网络文学 IP

改编的影视剧占比高达 42%。

但是与此同时， 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

引发争议的也着实不少， 甚至很多高人气

的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后也评分 “扑

街”。 究竟哪些小说适合改编、 应该如何

改编， 成了斯芬克斯之谜。 专家表示， 网

络文学作品的热度往往由读者的订阅和浏

览量决定， 这种 “去中心化” 的市场机制

让专家的评价意见变得可有可无； 同时，

面对数量与体量远远大于传统严肃文学创

作的网文作品， 也常常让传统的文学批评

家 “望而却步” “敬而远之”。 上海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荣跃明表示， 由于

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

技术环节所替代， 这本身就对传统文学创

作 、 批评 、 传播 、 阅读等环节进行了解

构， 导致在网文领域内传统文学批评多少

有些 “被边缘化”。 既然对网络小说本身

的艺术价值都无法评估， 那对其影视化改

编的潜力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先进的技术手段仍然建
立在人文价值判断的基础上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2019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 显示 ， 截至

2019 年底， 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规模已经

达到 2590 万部， 如此巨大的存量 IP 中必

然有宝藏， 但究竟哪些才是沧海遗珠， 仅

仅依靠读者订阅点击打赏的数据指标为

“寻宝雷达” 显然是不足的。 建立在大数

据和 NLP 等技术手段上的对网络小说进

行评价的方法应运而生。

《2019-2020 年度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

改编潜力评估报告》甚至提出“用公式来计

算网络小说 IP 影视改编潜力的得分”———

-2.89131+0.04687×“人物 ”+0.03492?“情

节”+0.03392? “个体激励”。 这套公式通

过对一部网络文学作品的评分和读者留言

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进行计算， 得出它的影

视改编潜力数值， 旨在以技术进步带来更

高效快捷的评价方式。 通过大数据、 自然

语言识别等技术手段减轻人力筛选的工作

量， 或将为传统人文评价进军网络文学提

供更多可能性。

然而，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大数据和

NLP 终究无法对人文价值作出准确判断，

比如一部爽文作品容易获得读者的高评分

和正向评价， 但是一部以悲情为主线或者

悲剧为结尾的优秀网络小说却可能被读者

“弃订”。 孙佳山认为， 无论技术手段如何

进步， 类似 “社会价值” “艺术品质与体

验” 等这些构成价值观取向的判断， 仍然

高度依赖人文领域的专业意见。

此外 ， 互联网容易成为情绪的放大

器， 某些时候网友的评分和留言也并不客

观。 例如正在热播的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 《赘婿》 在豆瓣上开分为 7.0 分， 虽

然目前有超过 11 万豆瓣用户参与了评分，

但这么庞大的数字并没有平息这个分数的

客观性的争议， 不少支持这部剧的观众认

为， 有很多人是出于对作者个人的不满而

故意打了低分。 由此可见， 无论是算法缺

陷， 还是信息茧房， 都有可能导致大数据

失真， 而专业人文解读与评价仍是网文评

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最高标准。

■ 仅仅依靠技术手段去评价文艺作品是不够的，迫切需要以

“社会价值”“艺术品质与体验”等为标准，构建起一套关于“网络文

学 IP影视改编潜力”的科学评价体系

■ 由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技术环节所

替代，导致在网文领域内传统文学批评多少有些“被边缘化”。既然

对网络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都无法评估，那对其影视化改编的潜

力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暴风眼》中，藉由种种看得见的时代感，当代隐蔽战线的无

名英雄渐渐显影，看不见的国安之盾熠熠生辉。 图为该剧海报。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