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华就是余华！

《第七天》出版八年后，当余
华的长篇小说新作《文城》进入

预售的消息刚一面世， 遂立即引起媒体
关注。 我注意了一下彼时媒体报道主要
“聚焦”于这样两点：一是“暌违八年”；二
是“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

对此本人解读出的潜台词是： 竟然耗时
八年，余华才写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间
隔得也未免太长了； 不过所幸还是回来
了，而且还是那个“写《活着》的”，而不是
写《兄弟》和《第七天》的余华。

接下来就是《文城》的“闪亮登场”，

评论立即就有跟进。事后我才知道，这是
因为在《文城》正式面世前，出版方发放
了少量“试读本”的缘故。 第一波基本是
彩声一片：“重磅归来”“一部特别催情的
小说”“一曲荒诞悲怆的关于命运的史
诗”“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
之一”……接下来，剧情开始反转，吐槽
声接踵而至：“是个好故事， 不是个好小
说”“一部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作品”

“读罢《文城》，我终于发现酝酿许久的期
待，变得有些空落落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注意到一个有意
思的现象，无论是赞美还是吐槽，无论他
们的分歧有多大， 但有一点却是殊途同
归，那就是参照物都是余华的《活着》而

非其他。如此这般，仿佛《活着》已然成了
衡量余华创作水准的基本标杆， 与之平
行或超出它者为成，低于它者则为败。

问题来了：《活着》固然是余
华作品中的佳作，但前有《在细
雨中呼喊》后有《许三观卖血记》

就一定比它弱吗？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
第二”这句俗语也不是白说的。我甚至恶
作剧式地设想： 假如余华新写出的是又
一部“活着”，那该如何？褒贬是否就成了
“余华的创作始终保持着高水准”或“余
华创作八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还是应该立足于对《文城》自身文本
的认真赏析与审视， 当然可以有一些比
照物，也包括《活着》，但这既不是惟一更
不是权威的标准。

本人阅读作品比较“老实”，

一般就是顺着随性往下读，实在
读不下去或读得无趣了就干脆

放弃，既不会跳着更不会倒着读。因为这
样的阅读习惯，《文城》 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结构的讲究和巧妙。

作品开篇从一个名叫溪镇的地方有
一个叫林祥福的人落笔， 溪镇人虽知道
他是一个大富户，却不知他的身世来历，

口音中浓重的北方腔调是他身世的唯一
线索。随着阅读的推进，我们逐渐又知道
了这个原本居住在黄河北的林祥福曾经
在老家迎娶了借宿家中的纪小美， 但这
个言语不多的小女子在某日竟然卷走林
家几代人辛苦积攒下的近半财富不辞而
别； 一夜损失惨重的林祥福开始四处拜
师学艺并成为一位手艺出众的木匠；就

在林祥福开始平静生活之际， 纪小美不
仅回来了而且还带着身孕， 然而这个神
秘的小女子在产下一个女婴后再次消
失。为了给孩子找到妈妈，林祥福将家中
田产交由管家田大看管， 自己则背起女
儿踏上了寻找小美的漫漫长路。 他要寻
找的那个地方叫“文城”，但这其实是一
个由谎言编织而成的虚构之地。 在那些
个大雪封镇的日子里， 林祥福不得不带
着女儿林百家落脚在这个名叫溪镇的江
南之地， 开始了漫长而苦苦等待小美归
来的日子。读到这里，读者心中必然会带
着一连串的悬念开始了期待： 小美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会回来吗？如果真
的回来了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这一等的结果就是田氏四兄弟拉着
曾经的少爷林祥福和大哥田大的灵柩踏
上漫漫回乡之路， 而直至此时小美依然
不见任何踪迹……

如果《文城》就此戛然而止其实也未
尝不可， 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完整而有
意味的故事存在。然而，余华偏要在这之
后又用了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了
个“文城 补”。 “补”什么呢？ 于是读者在
这里又看到了一个小美和阿强的故事。

它既可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 也解
开了小美从林祥福身边两次离开之谜。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余华创作《文
城》采用的原来是这样一种由 “文城”及
“文城 补”两部分组成的主辅式结构，并
由此拼接成一幅既相对独立又构成互补
的完整镜像。 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双线叙述的结构方式， 我想这倒不是因
为“文城 补”的篇幅远短于正文而不宜
双线叙述的缘故， 那完全可以由作家自

由调配。 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带来的阅
读感受乃至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其实是不
尽相同的。 余华如此结构一定有他自己
的考量，我只是以为，具体到《文城》，这
样的结构更机智也更有意味， 而有意味
的形式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

对《文城》，无论是赞美还是
诟病，在认可它有个“好故事”这
一点上倒是殊途同归，只不过质

疑者认为 “是个好故事 ， 不是个好小
说”。 而本人的看法则是一般意义上的
“好故事”与小说中的 “好故事 ”并不能
简单地划等号。 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

更多地诉之以悬念 、热闹 、可读可听性
强一类的“讲”故事 ，而小说中的 “好故
事”其要义更在于 “写 ”，它对文字功力
有颇高的要求， 不只是情节的设计，更
在于对文字使用的功夫及味道 。 比如
《文城》 在写到林祥福与陈永良这两个
作品中重要人物初次见面的场景时，余
华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陈永良第
二个儿子出生三个月，是这个孩子的哭
声将林祥福召唤到陈永良这里。 在这两
个房间的家中，林祥福感受到了温馨的
气息，满脸络腮胡子的陈永良怀抱两岁
的大儿子，他的妻子李美莲正在给三个
月的小儿子喂奶 ， 一家人围坐在炭火
旁”。 这短短百字，所表现的绝不只是林
陈二人的初次见面。 陈家的基本状况及
陈本人的憨厚、陈妻的善良和整个家庭
的和睦等丰富的信息皆在其中，更为此
后林陈两家兄弟般的情谊埋下了伏笔。

这才是文学中应有的故事写法，是“写”

出来的 “好故事 ”和文学语言功力的显

现。 其实蛮可以用心观察一下：我们现
在还有多少小说能够这样从容舒缓地
“写”故事，更多的只是一两句话交代一
下林陈二人在某处相遇相识就完事。 我
承认，有个“好故事”，不一定就是“好小
说”， 但如果真的有一个文学意义上的
“好故事 ”，那至少也足以成就了 “好小
说”的半壁江山。

在《文城》中，固然有土匪割
去绑票之耳的血腥、土匪头目张
一斧对顾益民残酷施虐等暴力

的情形；但相比之下 ，善良与情义无疑
当是这部长篇小说中更突出、更令人动
容的两个关键词。 作品中的林祥福、顾
益民、陈永良、田大兄弟等，个个皆是有
情有义、善良敦厚的典范。 失去了父母、

为寻找小美又无果的林祥福到了溪镇
安家落脚后 ，那种浓郁的 、不离不弃的
父女情、不惜一己之命的朋友情和质朴
不渝的主仆情都是足以令人动容的场
景，特别是当林祥福为赎回顾益民而从
容赴死的情节更是将这种善良与情义
推到了极致。 然而，如此善良与情义换
来的却依然是血腥与杀戮，这既是他们
个人命运的不幸，更是他们所处的那个
时代之殇。

说实话，血腥与杀戮、善良与情义的
确都是余华过往创作中频繁出现的场
景， 也因此构成他个人创作的重要特点
之一。 《文城》固然展示了余华驾轻就熟
的这一面， 但也出现了他过去创作中鲜
有涉及的另一面： 一是将故事发生的背
景前移至清末民初，在那个动荡不宁、草
菅人命的时代中， 这样所谓善良与情义

所换来的依然还是血腥与杀戮也就不足
为奇了；二是《文城》中的这些个主角在
善良与情义的主调外多少也增添了一点
狠劲儿、有了些许血性的闪耀。

面对媒体和一些论者在谈
论《文城》时使用比较频繁的那
句“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

了”，本人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这仅仅只
是作为一种现象的描述而非价值评判的
话，我也大体认可。“回来”这个动词不过
只是在勾勒余华从《活着》到《许三观卖
血记》到《兄弟》到《第七天》再到《文城》

这样一个动态的写作过程，其中《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和《文城》在文本的叙事
风格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或至少是相似
性，而在这之间创作的 《兄弟 》和 《第七
天》 在余华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则带有某
种鲜明的实验性， 其叙事风格明显不同
于《活着》这一路作品。

如果硬要说价值评判， 在总体上我
个人也相对更喜欢《活着》这一路作品，

但《兄弟》和《第七天》作为余华的某种探
索我同样十分理解， 其中的某些局部我
还很喜欢并给予过蛮高的评价。至于《活
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文城》这三部长
篇小说在叙述风格上虽总体同属于一个
大的路数，也都在一个高的水平线上，但
彼此又的确各有其长，各有其重，似乎不
宜做简单的高下之分。作为评论，重要的
是如何认识与解读， 而非简单地排座次
论英雄， 这似乎也不该是人文研究应该
着力的地方。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讲述大家庭故
事， 抚慰独生子女
的群体性孤独

《生活万岁》讲述了一个多子女大家

庭的故事：主心骨父亲生病，原本看似和

谐的家庭关系被四个兄弟姐妹之间蓄积

已久的矛盾逐渐打破， 全家人在一番鸡

飞狗跳、 争吵笑骂后又在共同努力下回

归原点， 每个人也由此获得了精神成长

与自我救赎。

这个似曾相识却又有些陌生的故事

令人突然间意识到， 中国电视荧屏似乎

好久没有出现这样一部关注大家庭生

活、 刻画兄弟姐妹情的电视剧了。 事实

上，至少在十年之前，“大家庭”还是电视

剧热衷表现的对象。 《家有九凤》《亲兄热

弟》《老大的幸福》《你是我兄弟》 等一系

列作品围绕着普通中国大家庭的手足亲

情进行叙事， 兄弟姐妹们之间相似或相

异的命运和境遇与理不清、 割不断的情

感和血缘羁绊， 钩织出一幕幕颇具张力

的生活悲喜剧。

然而近年来， 讲述大家庭的故事越

来越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以代际关系为

中心的小家庭叙事。 这种趋势与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

既细微又深刻的变化是相契合的。 随着

80 后、90 后一代独生子女成家立业，成

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理所当然地成

为电视剧创作最为关切的对象， 他们的

家庭与人际关系、 生命体验与精神情感

诉求也成为电视剧创作最主要的灵感和

素材。与此同时，兄弟姐妹情作为稀缺的

人伦关系，也逐渐被淡化、弱化。 可以看

到，在很多电视剧里，作为人物与情感关

系的补充设定，闺蜜、哥们间的友谊成为

作品偏向展示的对象。 寻求情谊的表现

恰恰暴露了这一代独生子女正在时刻体

验着无法避免的孤独感。 在享受更多资

源的同时， 他们始终缺失了兄弟姐妹带

来的集体欢愉。这既是当下的社会事实，

也是一种心理现实。

于是， 展现大家庭故事的作品就显

得弥足珍贵。 对家庭伦理剧而言，“人伦

之和”是至高的精神与审美追求，这在关

系复杂的大家庭故事中体现得更为充

分。 《生活万岁》中，当各个家庭成员因价

值观念、行为表现等方面发生冲突时，作

品始终强调以包容、 宽恕、 沟通对话的

方式化解矛盾并向和谐的方向推进。 曾

志东、 曾志翔两兄弟从一见面就吵架到

彼此搀扶、 互相疗伤； 曾父从坚决反对

老三与香姐的恋爱到主动向香姐道歉，

为儿子争取幸福； 曾志玲从不肯接受生

母到鼓起勇气与其相认， 最终获得精神

救赎……他们的转变归功于每一位家庭

成员的参与和引导。 这种表现形式展现

了一种人伦和谐观念的朴素力量， 为当

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种种家庭矛盾提供了

值得参考的解决方案。

“脱敏 ”式呈现
社会话题， 重新激
发价值判断

由大家庭叙事向小家庭叙事的转移

作为家庭剧表现对象上的局部转变，其

变化痕迹是比较轻微的。相对而言，近年

来家庭剧整体类型创作内容的偏移趋势

则要鲜明得多。这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

的作品将变动的社会热点话题嵌入到不

变的家庭叙事框架中， 由此实现 “家庭

剧”与“话题剧”的相结合。 甚至，一些剧

已经用“话题剧”完全置换掉“家庭伦理

剧”这一传统类型概念。而《生活万岁》无

论从题材选择还是内容呈现上， 都体现

了对此种趋势的突破或曰反拨。

从 2010 年前后探讨新型婚恋话题

的《裸婚时代》《AA 制生活》，到之后关注

教育话题的《虎妈猫爸》《小别离》，再到

因聚焦原生家庭问题成为爆款的 《都挺

好》 ……电视剧制创方似乎渐渐形成了

一种认知定势———一部家庭剧如果没有

涉及一个甚至几个社会话题或是社会症

结，将很难激发广泛的社会讨论，也因此

显得寡淡无味。于是，在这样的无形规约

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剧抛出敏感、新奇的

社会话题， 并就此营构起剑拔弩张的戏

剧冲突，为剧作“加麻加辣”，力图在社交

媒体上搅起一片喧嚣， 以期获得多方面

的附加效应。

由此引发的担忧是，一方面，这种创

作套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颠覆了现实主

义创作的一般路径，另一方面，一些电视

剧只是一味地抛出话题， 如同网络 “爽

文”触发读者的快感机制，为大众开辟情

感宣泄的出口， 既不提供相应的解决方

案， 也缺少留给观众的审美沉思与精神

反思空间。

在此，我们并不是否定“话题剧”的

存在意义。 但是，要抛出什么样的话题？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探讨话题？ 这都是电

视剧创作者还需好好思考的问题。

《生活万岁》也涉及不少社会话题，

包括原生家庭的伤痕问题、“女强男弱”

式婚恋结构、教育问题等等。这些话题并

非不敏感，但作品采用了相对“脱敏”的

方式进行呈现———不刻意营造过于尖锐

的代际、性别矛盾，反而着意于通过情节

的自然走向去抚慰、 疗愈这些社会问题

和伤疤。 例如，剧里的父亲曾建国无私、

善良、热情，他有顽固刻板的一面，但却

能在知天命之年逐渐学着体谅儿女，这

种对父权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审视意识是

可贵的。 这对于此前电视剧塑造的苏大

强、 樊胜美母亲等极尽刁钻乖戾的父母

形象来说，也形成了一种反拨与重构，这

将引导观众对原生家庭问题进行重新思

考与价值判断。

戏剧张力还是
生活张力？ 寻找“生
活流”复归可能

回顾十余年来的话题剧， 不难看出

“话题”不断柔化的演进轨迹，从此前屡

屡触及尖锐话题的一端， 渐渐柔化过渡

到对养老、教育、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话

题的关注。 这是因为日常生活是全社会

话题的“最大公约数”，更易引发观众在

价值与审美上的共识。

想必这也是《生活万岁》力图将生活

本真示人的创作用意所在。 作品取名为

“生活万岁”，却讲了“一地鸡毛”的故事。

这不禁使人回想起 21 世纪初一系列带

有鲜明“生活流”风格的电视剧。 《贫嘴张

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金婚》 这些

作品切入普通人的俗常生活， 把他们生

活的艰辛与尴尬、叹息与确幸、平庸与浪

漫以极近写实的姿态呈现给观众。 这些

剧承继着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特

质———“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

原，真实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因此，

“生活流”风格的电视剧鲜有大开大合的

激烈冲突与大起大落的戏剧性桥段，更

多的是不动声色地抻开一处处生活的褶

皱，以“毛茸茸”的生活样态打动观众。

不难看出，《生活万岁》也有回归“生

活流”之意。 作品所强调的“真诚直面现

实与人生”的主题，正与新写实主义相契

合。可是，该剧似乎难以真正实现对现实

生活原生态的还原。 剧中平地起波澜的

戏剧性桥段从未断绝———先是父亲老曾

住院，而后老三志祥车祸住院，结尾处大

姐夫又遭遇车祸截肢， 小妹志玲被骗闯

祸，老二志东被免职背债，香姐因重婚罪

坐牢……种种情节， 已难说是否完全符

合艺术真实， 更遑论复刻生活真实的纯

粹质感了，反倒是戏剧张力绷得足足的。

可以理解作品钩织这些戏剧性情节

的缘由所在。 如果没有起伏、没有冲突，

再意味深长的剧情也注定要损失一批无

法凝神静气、细细品味的观众。在这个媒

体形式多样、信息内容海量且碎片化、生

活快节奏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观众已没

有耐心应对戏剧性消解所带来的审美挑

战。同样，背负着资本回报压力的制创方

也不敢轻易赌上一注———他们也拿不准

口味越来越重的观众是否还爱吃 “生活

流”这盘白菜豆腐？

那么，生活剧还能回归到“生活流”

的审美路线上去吗？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以《装台》

为例， 其热播无疑证明了写实作品一直

有它的生命力所在。 那些被戏剧性遗忘

或者干脆抛弃的生活真实， 那些密布着

卑微、苦痛与温情的生活细节，成为《装

台》最引入入胜的情节素材。正是因为作

品力图呈现的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张力，

它远远超出人为张扬的戏剧张力，让《装

台》 收获了更立体、 更高层次的美学效

果，从而实现“生活流”的创作自由，并深

深打动观众。

刘震云在谈《一地鸡毛》的创作时曾

说过：“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让你上

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些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也许，一些电

视剧创作者也应该重新认识生活的严峻

所在， 更纯粹地审视生活的内在张力，更

深入地探索细小甚至微不足道的生活细

节。 如此，真正的“生活流”作品也不难实

现与艺术魅力一同复归。 到那时，相信观

众也会由衷地感慨一声“生活万岁”。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
士后）

刚刚收官的电视剧《生活万岁》在
社交媒体上不温不火，但收视成绩却不
俗， 基本保持在同时段收视率的第二
名，仅次于成功破圈的重大革命历史剧
《觉醒年代》，超出了同期播出的一众其
他类型作品。

看来，在当下愈发丰富、华丽的剧
集“餐桌”上，家庭生活剧也许不是最亮
眼的，但始终是能对得上多数中国观众
胃口的一道“家常菜”。那小火慢炖着的
琐碎日常，散发着质朴的生活乐趣与人
生况味，总能俘获并抚慰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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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质感遭遇戏剧冲突
今天的家庭剧能否二者得兼

电视剧《生活万岁》聚焦久违荧屏的大家庭生活，相对“脱敏”
的方式呈现社会话题引出讨论———

卞天歌

假如余华写出的是又一部“活着”，那该如何？
———看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

潘凯雄

一种关注

▲ 《生活万岁》展现了一种人伦和谐的朴素力量，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种种家庭矛盾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解决方案

“第三只眼”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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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城》 余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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