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而言，阅读东西长篇小说新作
《回响》 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东西
的过程。 早在今年3 月，《回响》在《人民
文学 》杂志第三期刚一刊出时 ，便有同
行郑重向我推荐：这是近期一部难得的
好长篇，你一定要看一看。啥内容？我问
道。 同行答曰：破案的，但可不是一般的
破案哦。破案？说实话，这对我的吸引力
还真不是很大。 所谓破案者，用现在的
话说无非就是刑侦推理加悬疑。 这类作
品带给读者的阅读享受一般说来就是
抓人好看， 高级点的也无非 “烧脑”二
字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 ，国产此
类原创能达到“烧脑”级的并不多，大多
情况在读到作品的二分之一时差不多
也就知道了案底。 尽管如此，出于对同
行的信任，我依然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
了对《回响》的阅读。

或许是长期做编辑为了省时间的
缘故 ，我读长篇有个偷懒的习惯 ，只要
作品有“前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则
先从这开始。 于是，在《回响》的“后记”

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奇事于我已无
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
我着迷”。 “心灵”？早在1 5 年前东西创
作长篇小说《后悔录》时就已着迷于此，

由于我当时正是这部长篇的终审，所以
至今依然记得，《后悔录》就是用第一人
称的叙述表现了一个名叫曾广贤的男

子 30 年来不停滞“后悔”的心灵历程 ，

诸如“友谊、忠贞、身体、放浪、禁忌……”

凡是他经历的都后悔，凡是他没选择的
则统统认为是最好的 ，于是 ，曾广贤不
断地后悔又不断地陷入新的后悔，整部
作品就是在这样一种一次次地纠结与
拧巴的过程中推进。 这当然是一种很有
意味的艺术表现， 但作为一部长篇，如
此循环往复地 “后悔 ”下去的确不免有
失单调 。 那么 ，现在同样还是有关 “心
灵”的这一声 “回响 ”是否又会重蹈 “后
悔”的覆辙呢？

带着这样的疑虑 ，我进入了对 《回
响》的阅读。 作品开篇就是刑警冉咚咚
接到报警后赶到西江大坑段，一具右手
掌已被砍去的女尸漂浮在水面，这桩对
被命名为 “大坑案 ”的侦破由此拉开帷
幕，这也是刑侦推理作品开场的典型套
路。 但东西显然不甘于只是专注这单一
的刑侦套路，于是又设计了冉咚咚与丈
夫慕达夫教授间情感纠葛这另一条叙
事线，且两条线的叙述被安排得井然有
序 ：奇数章专注刑侦破案 、偶数章探究
夫妻情感 ，前者着眼推理 ，后者发力心
理 ，双线交替前行 ，游走于两条线上的
人物与故事在推理和心理的运动中碰
撞出一声声“回响”。

先看刑侦推理这条线。 前面讲过，

国产此类原创作品大多数在读到二分

之一时我差不多也就知道了案底 ，但
《回响 》直到临近终篇时却也不敢断定
元凶到底是谁 ？ 东西为此还是颇费了
番心思来 “烧 ”读者的脑 ，含 “智 ”量不
低。 在这条犯罪链上，东西先后设计了
徐山川 、徐海涛 、吴文超 、刘青和易平
阳这五个扣点 ，而更为精彩的是 ，凶手
虽渐次浮出了水面 ， 案件看似得以侦
破 ，但依照警方掌握的证据 ，在这条犯
罪链或嫌疑链上的所有当事人无不都
有 “脱罪 ”的过硬理由 ：大坑案主角之
一的夏冰清因身陷婚外情而惨遭杀
害 ， 第一嫌疑人当首推这场婚外情的
另一方徐山川 ， 但徐氏又并无作案时
间 ， 说他买凶杀人但他也只是借钱给
自己的侄儿徐海涛买房 ， 对他去找吴
文超让其摆平夏冰清一事并不知情 ；

徐海涛找吴文超也只是让他设法摆平
夏冰清 ，使之不再纠缠徐山川 ，摆平不
等于杀人 ； 吴文超找刘青合作无非是
让他帮夏冰清办妥移民手续或带其私
奔 ，也没叫他杀人 ；刘青找易平阳尽管
明确让他搞定夏冰清 ， 但搞定同样不
等于杀人 ；易平阳虽承认杀了夏冰清 ，

但权威医学鉴定机构则认定他患有间
歇性精神疾病 ， 律师们决定为他作无
罪辩护……费尽周折看似破了的这桩
凶杀案如果最终竟然就是这样一个结
局 ，那的确令人憋屈 ，特别是这桩凶杀

案的主办警官冉咚咚更是心有不甘 。

在她看来 ，这么多人参与了作案 ，最终
却只有一个间歇性精神错乱者承认犯
罪 ， 这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
理解的正义。 于是，她继续从徐山川之
妻沈小迎处寻求突破 ， 最终取得了徐
山川买凶杀人的铁证 ， 这才使得大坑
案得以正式告破 。 围绕着 “大坑案 ”的
整个侦破过程 ， 东西这样一番编织与
设计当然是十分用心与投入的 ， 这是
一种智慧的投入与结晶 。 在这场侦破
与反侦破的较量中 ， 比的是双方的智
慧 、意志和心理 ，比的是正义与邪恶的
能量 ，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正义战胜了
邪恶 ，通过这场较量 ，我们也深深地感
受到了公安干警们的艰难与顽强 、聪
慧与机智。

正是有了东西这样一番周密而细
致的编织，也就无怪乎作品在临近结束
时读者还无从判断元凶究竟是谁了。 如
此 “烧脑 ”的程度在我们以往有关刑侦
推理悬疑小说中的确稀见。 能够让读者
的脑子“烧”起来，自然得益于作家的脑
子先“智”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著
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才将优秀的侦破
推理小说称之为“智侠”。 在这一点上，

东西的 《回响 》的确为我们这一类型的
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新鲜而有益的经
验。 尽管在有关刑侦的表现方面《回响》

值得称道处甚多 ， 但如果作品仅限于
此、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则依然还
是略显单一。 东西显然不满足于此，于
是他在精心谋划刑侦这条叙事线的同
时，又设计了一条与之平行推进的情感
心理叙事线，从而使得《回响》在一种复
调的效果中厚实起来。

触发这样一条情感心理叙事线的
缘由就是冉咚咚在侦破 “大坑案 ”的过
程中 ， 偶然发现丈夫慕达夫最近居然
背着自己在蓝湖大酒店开过两次房 ，

且开房的时间竟然还是近两个月的同
一天 ，如此 “两个月连开 ，准得就像来
例假 ” 一样的反常现象使得具有职业
敏感的刑警冉咚咚本能地对丈夫慕达
夫和自己的家庭生活 、 以及慕达夫与
女作家贝贞的关系产生怀疑 ，于是 ，入
戏太深的她本能地像侦破刑事案般一
样 “侦破 ”起丈夫与自己的情感 、爱情
与家庭 ， 另一场刑侦之外的情感侦破
拉开了帷幕。

尽管慕达夫平日里的的确确是一
个好丈夫 ，面对妻子的怀疑 ，他也是诚
心地 、努力地 、小心翼翼地弥补自己的
过失、 尽力维护自己的家庭……然而，

面对这样一个职业且敬业的刑警妻子，

这个与她 “谈了两年恋爱 ，共同生活了
十一年， 没有拒绝过她任何一个要求”

的慕达夫最终还是没能拒绝她提出的

离婚要求， 这个家庭依然走向了解体。

而更有意味的还在于这条叙事线的结
局，离了婚的冉咚咚与比自己年龄小了
许多的同事邵天伟牵起了手，作品在她
和慕达夫如下几句意味深长的对话中
拉下了帷幕 ：“你以为我跟你离婚是因
为邵天伟？ 难道不是因为你出轨吗？ ”

“你早就喜欢邵天伟了， 只不过是因为
道德的约束你才把这份感情压住……

事实上 ， 你怀疑我出轨也仅仅只是怀
疑，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幸的是，我
对‘大坑案’的所有怀疑都被印证了，因
此，我对你的怀疑也可以被反证。 ”“别
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
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

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
宽广。 ”宽容与悲悯、温暖与理解……构
成了作品的又一层“回响”。

就这样，两条叙事线的互文性：刑侦
与情感、行为与心理、真实与幻觉、爱恋
与歉疚的一一对应， 而且都是尽乎极端
化的表达， 将人性深层那些隐秘模糊的
东西一一呈现，看似个体的遭遇，实则为
社会与人类共同面临着的有待解决的若
干深层问题。如此这般，作品的深度与厚
度就远远胜出单一的刑侦或言情， 由此
形成的“回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评电影 《大城大楼》

毛时安

寒光闪闪的长剑， 劈向坚固的盾牌，

两个穿着厚重铠甲的武士在对决。冷峻的

脸庞、坚毅的眼神，可以听到他们急促大

口的喘气声， 武器撞击的金属铿锵声响，

还有罩在头盔面具下的满脸淌下的豆大

汗珠。 银幕上正在上演的一幕，让我们恍

如回到了 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环形的斗

兽场，回到了斯巴达克殊死求生的决斗场

面。随着镜头推移，我们才发现，这让人惊

心动魄的决斗竟然发生在被称为上海之

巅的上海中心的楼顶，而且是在它毫无遮

掩的露天楼顶塔冠展开。 是的，就是上海

中心。 就是晴天朗日下，像一条耀眼盘旋

直指蔚蓝苍穹的神龙； 云雾缭绕的时候，

又像巫山神女，风姿绰约犹抱琵琶的上海

中心。就是这座在上海市区几乎每一个角

落都可以眺望到它身影的上海中心。这座

119层、632米的上海和中国第一高楼，就

这样第一次以它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完

整形象展现在了上影集团的影片《大城大

楼》之中。

青春的热烈和深沉

《大城大楼》展现了一座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由钢铁和现代材质玻璃幕墙构建

起来的蜿蜒起伏的天际线， 俯瞰大地像

海涛般层层叠叠铺向远方的楼群， 但它

实际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青春片， 是一

首献给新时代年轻人的青春咏叹调。 影

片就从男主刘石上海之巅那场全甲格斗

开始。 这是一种穿戴着铠甲，手持武器，

像古代格斗士那样，手持长剑盾牌，近身

搏杀，极具风险的格斗比赛。 Z 世代的青

年的青春就如热烈炽热燃烧的火焰。 他

们敬业尽职，同时不甘平庸。他们不再逃

江山抓强盗，不再滚铁圈，也不再跳房子

橡皮筋挑绷绷，甚至不太打扑克下象棋。

后浪不复前浪的时代语境。 即使在苦涩

的生活环境里， 在业已消失的烂泥渡馄

饨摊门口长大的姐姐安安， 她美好的童

年时光也是从幽暗的网吧一直杀到

WCG 的决赛礼堂，然后一步步登上上海

之巅的高管位置。 而刘石在孩提时代跟

着姐姐的时候就有了 “这是上海最高了

吧，我一定要爬上去”的幻想。 镜头里我

们可以看到他眼睛中被放大的充满着渴

望的奇异的光。 这个“抗揍”而充满了为

幻想去冒险的大男孩， 他喜欢意志、体

力、技巧的激烈对抗，喜欢打到一个人站

不起来为止。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超越

世俗、没有功利的世界，他的灵魂沉浸在

全甲格斗之中。 他觉得，只有穿上铠甲，

戴上头盔的一刻， 才有了 “整个人活过

来，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感觉。 生命

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在？ 这是一种代际

认识的区分。 《大城大楼》让我们领略了

Z 世代青年独有的精神光芒。 刘石有一

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梦想， 穿着中

国古代武士的盔甲， 以上海本土历史上

春秋时代的春申君的名义， 去参加这项

国际正式的体育比赛， 迎战那些身着罗

马铠甲身高马大的外国人， 登上一直被

西方人垄断的冠军宝座，得一次第一。

他一直在仰望星空，可他也始终脚踩

着坚实的大地。现实生活的偶发逼仄和困

境更是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刘石其实是

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但引爆《大城大楼》全

部青春故事的是这个幼儿园一个叫鹏鹏

的孩子。 就在上海之巅观光厅，鹏鹏无法

和小朋友一起眺望远方： 脑瘤压迫视神

经。 由此，一个充满了青春冒险的传奇和

一个非常日常平凡的故事有了结合的叙

事路径。刘石夸父逐日的疯狂和冒险并不

是为了那颗遥远的太阳，而只是为了孩子

眼前的那一线亮光。他要筹钱，他要轰动，

他要不惜一切让鹏鹏再见光明。他怀着深

沉的大爱。那是来自他和姐姐相依为命苦

涩童年的人生底色。这就促成了他瞒着游

戏公司合同，擅自闯楼，冒着生命危险登

上 632米塔冠，直播的那场几乎殒命的全

甲殊死格斗。 他的不屈不挠，最终赢得了

认可和支持。 为了鹏鹏的再见光明，即使

失业了，他，还是不放弃，还是要再次登上

上海中心，光明正大地和安德烈在俯视大

地的最高塔冠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巅峰

对决。 而他高冷美艳的姐姐安安，如今的

上海中心高管， 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既

有与国际大公司利益博弈的勇气和智慧，

也有面对复杂局面管理的有条不紊和冷

静，更有面对弟弟的莽撞的激烈言辞后内

心深处埋着一份深深的爱。这不仅是对弟

弟的疼爱，还有一份更大的爱来自心的深

处，来自战火纷飞的维和前线。 一个战乱

中干渴孩子伸出的手，让她懂得世界上有

无数伸出乞求着帮助的手。最终她辞去了

高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帮助孩子

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还有为了帮助刘石

丢了工作毫不埋怨的大华，商业上精明强

干的游戏公司薛总。 《大城大楼》为全新的

在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雕塑了

一座和上海中心比肩的群像。这座群像散

发着和魔都一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青

春气息。 影片中，他们的青春绽放得热烈

而不可阻挡，而且蕴含着对人、对生命内

在的深沉的爱。

城市的高度和厚度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上海一直在

长高。《大城大楼》展现了上海中心云蒸

霞蔚直插云天的雄姿，展现了它大楼内

部的无限风情，凉风习习绿草茵茵的咖

啡平台 ，118 层极目天际的观光厅……

还有日出东方， 大江东去的浩浩荡荡。

这座历时 8 年方始屹立在黄浦江东岸

的超高层建筑，集中了中国工人和技术

员的心血和智慧。 山高人为峰。 上海的

真正高度在于生活在她怀抱里的人，所

达到的精神高度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上海被人们唤作了“大上海”。 大上

海之 “大 ” 并不是高人一等的架子之

“大 ”，而是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的气

度 、胸怀之 “大 ”。 父亲去世 ，母亲是保

洁工，鹏鹏的治病费用很快就有了社会

回应。镜头聚焦上海中心党群中心会议

室 ，从党群 App 发出救助鹏鹏的微信 ，

瞬间传遍上海中心 ，传遍陆家嘴 ，在快

速切换的镜头里， 手机微信， 震动、点

击 、查看……人们焦虑 、关切的脸庞在

银幕上急速闪过 。 鹏鹏幼小生命的安

危 ，牵动上海中心 119 层 、陆家嘴金融

区，从白领到安保，无数人的心。白发苍

苍年过九十的牛总也带着装钱的牛皮

纸袋 ，颤颤巍巍地来了 ，身后是更多退

休的老职工。而救助困难民工子弟行动

也由鹏鹏扩展到长三角。为了这个救助

长三角农民工子弟的基金，上海之巅全

甲格斗，一个大胆的充满刺激的行动计

划应运而生。 我想，这就是影片体现的

大城上海比大楼更高的人道的关爱的

精神高度。

其实城市景观不仅在它的高度，也在

它的厚度。如果说，大楼体现的是魔都的高

度，那么大城更多地展现了魔都的厚度。魔

都的无限魅力正在于高度和厚度的结合。

在《大城大楼》中我们不仅领略了上海现代

建筑的摩登风采，同时看到了它的世俗社

会。随着刘石的匆匆步履，拥挤杂乱的全家

俱乐部、石库门露台、留着童年母亲出走惨

痛记忆的烂泥渡石子路，特别是姐弟两人

在街头早餐摊江边餐馆推心置腹的交流，

弥漫着一片来自底层暖心的烟火气息。 魔

都不但有它的巍峨庄严，更有它敞开胸怀

接纳所有人的人间情怀。 2018年 7月，我

在参观完了上海中心的高科技技术设施

后， 看到了那块流光溢彩长达 60米的琉

璃荣誉墙，4021个建设者 500家建筑单位

赫然在目。 影片中，拥有了光明的鹏鹏，在

4000多个名字中寻找到父亲时的清纯目

光中，折射的正是一座“大城”人性关爱的

厚度，那是对劳动者和他们创造的价值的

肯定。 荣誉墙是一座城市精神的丰碑。 影

片以近乎纪实的镜头语言，再现了在台风

海葵带狂风暴雨袭来的危险时刻，鹏鹏父

亲抢险的惊心动魄。他车祸去世了，但他的

名字却永远刻在了墙上。受弟弟感染，安安

放弃令人羡艳的上海中心高管职务，实现

“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梦想，以她“长三角贫

困子弟援助基金项目负责人竞聘大会”的

动人演讲，开启了新的人生之旅。 刘石、安

安和上海中心把无限的爱继续献给了建

设者的后代。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 人民把特别的爱奉献给了一座伟大

的城市，城市也用它特别的爱回馈了所有

涌入它怀抱的人。

生活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不断的完

善。 完善是一个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坚持不

懈的行动和过程。生活、工作在《大城大楼》

里的人们就是为了实现大家对美好生活

的愿望，不断行走在“完善”的路上。上海中

心 126 层有一座形似佛陀合起手掌重达

千吨的装置。这是狂风暴雨中让高楼抗风、

减震的阻尼器。 它出现在上海中心党建中

心为鹏鹏集资募捐的会议中。 很有象征意

味。遭遇突然袭来的巨大风暴，每一个社会

每座城市每一个人心中要有提供心理定力

的精神阻尼器。

刘石、安安姐弟，不同的社会角色，

在叙事上完成了故事从“大楼”上海中心

辐射到“大城”浦东、和上海广阔社会“双

循环”的艺术功能。从而使影片的叙事变

得灵动而多彩。他们在浦东出生长大，他

们不仅目睹了这块土地伴随自己成长而

发生沧桑巨变， 而且成为了大城大楼史

诗的一部分。浦东和他们，是魔都历史行

进的一篇互文。

电影的美学本质是大众艺术。《大城

大楼》 综合了大众美学的基本类型和要

素。它是一部动作片，全甲格斗以上海中

心塔冠为舞台， 一头一尾两次和人高马

大的安德烈，在上海之巅迎着朝阳，面对

漫天流云， 身着东西方不同的铠甲，出

手、亮剑，上演了所有动作片中未曾有过

的惊险刺激炫技式的全甲格斗。 它是一

部情感片 ，姐弟的温情 ，姐弟 、兄弟 ，同

事。它是一部是青春片，出色的青春编码

描写了姐弟像两棵小草迎着时代的风

雨，相濡以沫，励志成长。 它是一部都市

片，楼宇党建、电竞之都、垂直马拉松、在

线直播、电竞解说海涛 、cosplay，许多崭

新城市元素， 使我们看到了从农业社会

农田到现代都市，浦东的华丽转身。特别

难能可贵的是， 影片以极现代的跑车般

风驰电掣的节奏毫不拖沓在 90 分钟完

成了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的讲述。 这是

上影集团奉献给当下所有时代追风少年

的一曲青春之歌。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第三只眼” 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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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追风少年的青春之歌

“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
———看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 《回响》

潘凯雄

以出色的青春编码，描写这一代青年迎
着时代的风雨，相濡以沫，励志成长

荩茛图为电影 《大城大楼》 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