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电竞剧《你微笑时很美》因为对电竞

比赛界面、赛事规则、选手选拔晋级规律、男

女主角对待比赛的态度、日常训练和管理等

诸多方面的“不专业”展示，遭遇了如潮的差

评，在豆瓣仅获得 3 分，近 30 万观众打出了

一星的评价，图为《你微笑时很美》剧照。

▲ 《你是我的荣耀》 讲述当红女演员

乔晶晶与航天工程师于途因手游 《王者荣

耀》 结缘的爱情故事， 图为 《你是我的荣

耀》剧照。

◆以小说而言，《你是我的荣耀》的水准不如《何以笙萧
默》和《微微一笑很倾城》，但从影视化改编的剧本来看，《你
是我的荣耀》反而更胜一筹，这或许与国产言情甜宠剧这一
品类本身正缓慢走向成熟有所关联。

◆从虐恋到甜宠，从强势的何以琛到温和的于途，从仰
望着何以琛的赵默笙， 到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于途并肩努
力的乔晶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读者、观众们的爱情梦想正
在发生改变，她们正在期待一份更加对等的爱情，期待一个
更强大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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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剧原作藏着怎样的改编密码
———《你是我的荣耀》 及顾漫的小说创作

顾漫同名小说改编的网剧 《你是

我的荣耀》于 2021 年 7 月起在腾讯视

频播出， 播出期间实时热度居全网第

一。 尽管与奥运会撞了档期导致网络

讨论较少， 但播放量远超同期网剧仍

证明了它的人气。

《你是我的荣耀》讲述当红女演员

乔晶晶与航天工程师于途因手游 《王

者荣耀》 结缘的爱情故事。 流畅的节

奏、连贯清晰的人物逻辑、清新可爱的

人物关系共同保障了这部作品的可看

性。 在对《王者荣耀》游戏过程的表现

中，游戏画面、玩家操作与动画场景以

类似于漫画分镜的方式排布组合 、交

替呈现， 快节奏的画面切换恰到好处

地展现了游戏竞技的紧张感， 可算是

以镜头语言进行游戏表现的一次成功

尝试。 相比于原著小说，网剧《你是我

的荣耀》 大量增加了男主人公于途从

事航天工程相关工作的细节， 特别是

抢救 JX 卫星的情节展现了这一工作

的专业性、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国航天

人安贫乐道、求真务实、不畏艰险的奋

斗精神。 于途在金钱与梦想间的抉择、

于途的同事关在因忙于工作而感到对

家人的亏欠， 凡此种种都在原本甜蜜

轻松的爱情故事中增加几分厚重感 ，

两人间的小甜蜜于是渗透进了时代的

宏大浪漫。 星辰大海与《王者荣耀》，看

似南辕北辙的两件事交织在一起 ，也

让观众意识到，包括《王者荣耀》在内，

我们今天享受的现代化生活， 离不开

许许多多幕后工作者的辛苦攻坚。

当然，《你是我的荣耀》 依然是一

个轻量型的小故事， 并不真正承载多

么宏大、深刻或者沉重的时代命题。 整

个故事世界， 像是被理想之网过滤之

后的童话天地，纯粹、温柔、美好，每一

个人都知道现实世界并不真的如此简

单， 但每一个人也都会对这样的世界

心生向往。 这也是顾漫的小说及其改

编作品的一贯风格。

创作于 2003-2005 年间的 《何以

笙箫默》 是顾漫的第一部现代言情小

说 ，此后 ，她又创作了 《微微一笑很倾

城》《杉杉来吃》《骄阳似我》 等几部现

代言情小说。 在当时虐文占据主流的

时代风潮里， 顾漫的作品恰恰凭借其

轻与甜独开一片天地， 并清晰地预示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现代言情文的三

个转向：

其一，人物形象与言情模式革新，

《何以笙箫默》标志着此后十余年间占

据现代言情文主流的“霸道总裁文”模

式在大陆网络文学中正式确立。 从《何

以笙箫默 》中的何以琛 ，到 《微微一笑

很倾城 》中的肖奈 ，再到 《你是我的荣

耀》中的于途，一以贯之的高冷学神人

设永远深情，永远撩拨观众的少女心。

特别是肖奈和于途， 几乎共用了同一

个人设，天生的全能学霸，有自己的梦

想以及为梦想而努力的决心， 看起来

高冷 、话少 ，但并不霸道 ，一点点无伤

大雅的小傲娇里混合着无尽的温柔 。

随着 《传闻中的陈芊芊》 等作品的热

播，以及网络空间中相关的大量讨论，

“霸道总裁”的“去霸道化”成为当前小

甜剧的重要趋势， 越来越多的女性观

众开始反感那些过分强势的、 唯我独

尊的、以爱之名违背女主人公意愿、干

涉女主人公生活的“爹味儿”男主。 肖

奈与于途， 恰恰是这一趋势之中的优

质代表；

其二，文体的变更，从强调环环相

扣 、高潮鲜明 、脉络连贯的复杂叙事 ，

转变为结构相对松散平淡， 无高潮亦

无过场戏 ，突出 “日常感 ”的片段连缀

叙事。 《你是我的荣耀》的网剧改编同

样贯彻了这一特征 ，送 “皮肤 ”、买早

餐 、修投影 、打游戏 ，乔晶晶与于途的

恋爱就在这些平平常常却又带着点戏

剧性的生活片段中逐渐升温；

其三，“甜”“虐” 比例调整， 从以

“虐”为主，到以“甜”为主。 《何以笙萧

默》的故事尚且还带着点家庭剧变、相

互误会 、因爱生恨的虐恋元素 ，从 《微

微一笑很倾城》开始，顾漫笔下的故事

就完全是靠原创“甜梗”征服读者与观

众的。 能一路甜到底而不单调，能够新

鲜有趣不撒 “工业糖精 ”，能够以极具

画面感的方式让读者对人物的心动感

同身受，这是顾漫的才能，看起来或许

不太起眼，做起来并不容易。 看一看国

产言情剧中大量为甜而甜的烂俗桥

段， 便更能体现出顾漫式言情的独特

之处。

顾漫小说的魅力， 不在于架构宏

大或者高潮迭起， 而在于每一个自为

中心的故事段落之内的精巧、 细腻与

丰富。 这是一种典型的 “日常向”“梗

文”式写作，以一个颇有意趣的小事件/

对话/行为为核心， 敷衍成相对完整的

故事段落， 再将这些故事段落连缀起

来，形成整部作品。 顾漫绝对堪称“造

梗”“写梗”的高手，以《何以笙萧默》为

例， 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段落都是以

一个梗（大多是原创“梗”，也有一些借

“梗”的情况）为核心扩写而成的，比如

赵默笙打算在身前吊着何以琛照片跑

八百米的奇思妙想， 比如赵默笙被刑

法教授抓起来回答问题时那句震惊四

座的 “把他们都抓起来 ”，再比如铺垫

了无数次的头发长短问题， 最后归结

于何以琛让赵默笙留长发是因为这样

赵默笙就可以变多一点等等。 有一些

梗则是反复用的，每次用都有新意，像

“数九百九十九步”的梗，初用是“甜”，

再用是 “虐 ”，反用在何以琛身上就是

执念入骨。 《何以》中的很多片段，是可

以当初读过一次便记忆至今的， 像是

“走散之后，要占到最耀眼的地方让你

找到我”之类的桥段，在后来的网文和

电视剧中已经被借用了无数次， 但当

初在《何以》中第一次与它邂逅的感动

却仍旧无法忘怀。

明晓溪在为《何以笙萧默》初版作

的序言中写到：

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 每一个过

渡，她（指顾漫）都反复地修改斟酌，用

心体会不同表达方式的细微差别。 比

如 “他××地推开窗户 ”“她××地低下

头”，这些“××”她会考虑很久很久。

好友作序，大约难免有溢美之词，

但明晓溪此处所言， 的确是可以与读

者的阅读感受相呼应的。 顾漫的精细，

不在于伏线千里、丝丝入扣，而在于在

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段落之中 ，用

准确的词句将复杂的小情绪调配到最

饱满和谐的程度 。 《何以》中的定语、

状语极多， 几乎每句对白都配有相应

的语气， 每一个动作都被仔细地赋予

了情态和幅度。

自 2015 年 《何以笙箫 》改编为电

视剧和电影以来，可以说，顾漫每一部

作品的影视化改编都获得了不错的成

绩，这在网文作者中是比较罕见的。 究

其原因， 或许就在于顾漫的小说特别

适合影视改编。 体量适中，每一本都只

有几十万字的篇幅， 与影视剧本体量

相当，人物情感的推进主要依靠对话、

行动与表情而非内心独白，叙事简练，

擅长创设具有独创性的“名场面”。 在

同时代匪我思存、饶雪漫、明晓溪等一

众以 “虐 ”著称的言情作者中 ，以 “甜 ”

闻名的顾漫也确实更吻合 2015 年以

来主流言情读者、观众的审美品位。 影

视改编的滞后性与顾漫创作的超前性

恰好完美对接。

客观来讲， 以小说而言，《你是我

的荣耀 》的水准不如 《何以笙萧默 》和

《微微一笑很倾城》， 略有自我重复之

嫌，成熟有余而新意不足。 但从影视化

改编的剧本来看 ，《你是我的荣耀 》反

而更胜一筹， 这或许与国产言情甜宠

剧这一品类本身正缓慢走向成熟有所

关联。

顾漫式的言情小说历来被称为

“小言情”，“甜宠剧” 也似乎从来是个

难登大雅之堂的剧作品类， 这些作品

体量小、内容清浅，不承载宏大的故事

与深刻的思想，它们只负责一件事：实

时为女性观众心中最理想、 最美好的

爱情关系提供文本与视觉的表达。 从

虐恋到甜宠， 从强势的何以琛到温和

的于途，从仰望着何以琛的赵默笙，到

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于途并肩努力的

乔晶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读者、观众

们的爱情梦想正在发生改变， 她们正

在期待一份更加对等的爱情， 期待一

个更强大的自我 。 “小言情 ”与 “甜宠

剧” 的正当性， 就在于这种做梦的权

利———如果不曾畅想过最美好的世

界，人们又该如何着手未来？

（作者为文学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

影竞联动：

寻找影视剧与电竞的融合点
孙笑非

一种关注

近几年，打着电竞概念的影视剧频
出，《穿越火线》《全职高手》《亲爱的，热
爱的》《微微一笑很倾城》和《陪你到世
界之巅》等作品接连亮相 ，相继上线的
《你微笑时很美》和《你是我的荣耀 》一
开播便引起观众热议。 这些剧有些口碑
良好，成为爆款；有些则差评如潮，被指
“不尊重”甚至“侮辱”电竞。

电竞剧的火爆，首先是因为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凝聚了数字技术 、竞技体
育、传媒文化等诸多要素的电竞产业已
成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无法忽视的文化产业新业态之
一，被写进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在政府
的引导下有序健康发展。 随着电竞产业
影响力不断提升，电竞正与科技、文创、

影视等产业实现创新融合，不断拓宽发
展半径。

与此同时， 当下国内影视剧创作正
无法避免地陷入叙事瓶颈， 题材类型和
情节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 亟待通过新
事物、新话题带动内容创作突围，自带娱
乐属性的电子竞技自然成为影视剧拓展
叙事类型的新目标。 在国产电竞剧内容
同质、精品匮乏的当下，电竞与影视剧如
何联动融合打造优质、爆款电竞剧，尚需
不断摸索和尝试。

应遵循行业剧
创作规律，保证内
容专业度

电竞是一项正式的职业 ，因此 ，电
竞剧也属于行业剧的范畴 。 近年来 ，

国产行业剧产量不低但总体质量不
高 ， 《猎场 》 《谈判官 》 《完美关系 》 《安
家 》 《你好 ，火焰蓝 》 《不说再见 》等作
品均遭遇口碑滑铁卢 ，共同原因之一
是剧中对行业相关内容的展示缺乏
专业性 。 电竞剧 《你微笑时很美 》因为
对电竞比赛界面 、赛事规则 、选手选

拔晋级规律 、男女主角对待比赛的态
度 、 日常训练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
“不专业 ”展示 ，遭遇了如潮的差评 ，

在豆瓣仅获得 3 分 ， 近 30 万观众打
出了一星的评价 。 说到底 ，目前的电
竞剧大多重复着偶像剧 、甜宠剧的故
事内核 ，仅把电竞作为外在装饰 。 如
果只是更换了主角的职业身份 ，而忽
略剧中电竞内容的专业度 ，不仅不会
得到观众的认可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拉低电竞剧的整体水准和观众对电
竞本身的好感度 。

电竞因为其自身的电子游戏属性，

从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常与“网瘾”

“电子鸦片”这样的词语挂钩。随着成为
正式体育竞赛项目，电竞越来越受到国
家的认可， 其背负的污名才渐渐褪去。

尽管与其他行业发展路线不同，但电竞
无论是作为体育比赛项目还是新兴行
业，其独有的专业性是不容质疑的。 选
手的职业发展规律、 日常训练方式、比
赛模式流程、竞技体育精神与其他竞技
体育项目无异。披着电竞外衣的偶像剧
无法成为真正的电竞剧，主创应保持对
电竞行业最基本的尊重，保证剧中呈现
内容的专业性，这就需要影视剧主创对
其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调研，并邀请专业
电竞人把脉。 作为新兴事物，或许编剧
和导演对电竞本身并不足够了解，但这
绝不应成为胡编乱造的借口 。 换个角
度， 如果将电竞换成其他体育比赛项
目，相信编剧也一定不敢根据自己的臆
想来创作剧本。就像《你微笑时很美》中
被网友疯狂吐槽的“一二三，开团！ ”一
样，如果换成足球比赛，编剧、导演绝不
会拍出几名前锋带球在对方门前，然后
等着队长喊出“一二三，进攻！ ”这样的
段落。

可尝试不同叙
事策略，寻找电竞
剧的类型适配

回望竞技类、 体育题材影视作品，

成长母题是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叙事
类型。 电影《夺冠》《破风》《铁拳》《摔跤
吧！ 爸爸》，动漫《灌篮高手》《网球王子》

《头文字 D》等作品大都遵循着特定的叙
事规律： 主人公的低起点和高培养潜
质、引导者的帮助、经历磨难挫折失败、

自我否定与放弃、重燃斗志 、逆风翻盘
完成英雄命名。 而爱情元素在以成长为

母题的故事中，通常只是作为辅料和调
味品，以副/暗线存在。 但在不少国产影
视剧中，竞技类、体育题材的故事几乎
都将爱情母题作为叙事主线：男女主角
以某种方式相遇、遇到爱情阻力 、坚持
与放弃、直到终成眷属/抱憾分手。 而其
中的竞技内容，只是作为两人相遇的方
式、 爱情受阻的元素和重归于好的动
因。 近年来的《浪花一朵朵》《旋风少女》

《热血狂篮》《甜蜜暴击》 等低分剧几乎
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展开叙事。 就如新近
播出的《你是我的荣耀 》，如果抛开 《王
者荣耀》 手游作为剧中角色相识的媒
介， 该剧其实是一部标准的都市爱情
剧。 从叙事层面而言，《王者荣耀》手游
在剧中的作用可以被任何要素替代，且
不会影响故事主线和发展走向。 尽管出
品方没有强调为电竞题材，自家粉丝也
出来辟谣， 但在多家网站的资讯中，该
剧依然被打上了“电竞剧”的标签，这个
附加关键词也确实给该剧带来了一定
的关注度。 电竞作为竞技体育项目，成
长、青春、热血似乎是其应有的标签，在
当前的影视行业环境下，成长母题不会
也不能成为所有电竞剧的唯一叙事模
板，但爱情母题也不应该成为电竞剧的
标配“公式”。

一直以来，我国体育题材影视作品产
量较低，主题单一，故事雷同。人物通常追
求家国一体的个人成长，通过自己不懈的
努力和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为国家和集
体争取荣誉。 因此，爱国情怀和民族荣耀
通常是体育题材影视剧的常见主题，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题材影视作品的
创新和突破。电竞作为新兴事物仍处于起
步阶段，发展路径也尚不十分清晰。 而电
竞本身、运动员、从业者、观众和粉丝都自
带“网络”属性，青年亚文化特征明显，同
时其自身拥有的娱乐化、 商业化特征，使
传统体育题材影视剧的主题模式和叙事
策略， 已无法适配电竞题材影视作品，这
也为电竞题材影视作品的升级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 因此，作为电竞衍生品的电
竞剧， 应主动尝试不同的叙事策略和技
巧，在不断的摸索和试错中找到更合适的
叙事方式和类型化规律。

须谋求反向破
壁，尝试融合圈层
口味

目前电竞剧的目标受众，基本可以

分为电竞迷、偶像剧观众和明星粉丝三
类。 一般认为，电竞迷应该是电竞剧的
主要观众，而其他圈层很难融入。 但事
实恰恰相反，除了电竞迷之外 ，另外两
类观众对于剧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电竞
其实并不十分在意。 那么，对于电竞剧
来说，服务好后两类观众似乎能够获得
更好的市场表现，因此“甜宠偶像剧+流
量明星”模式，再装饰上电竞元素点缀，

就成为了当下电竞剧通用的解题公式。

这看似既有创新又遵循类型化规律的
处理方式，恰好是电竞剧经常遭到电竞
粉丝圈吐槽的重要原因。

所以， 目前摆在主创面前一个有
趣又尴尬的问题 ， 是如何向电竞圈反
向破 “壁”。 目前的电竞剧观众以女性
为主， 很难说有多少来真正自于电竞
文化圈层 。 而观看电竞赛事的观众人
数远大于电竞剧观众 ， 且人群画像较
为多样化 ， 这部分人群如能转化成电
竞剧观众 ， 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受众
群体 。 电竞正在利用与跨界 IP 的合
作， 不断推动电竞圈层与文娱、 文旅、

二次元产业 、 甚至是饭圈交汇融合 。

在泛娱乐化背景下 ， 重新认清电竞剧
的目标受众 ， 尝试满足不同文化圈层
口味的作品 ， 也许能够产出更多受欢
迎的作品。

电竞赛事在全球已经成为了价值
十数亿级美元的产业 ， 但作为新生事
物， 无论是产业链的布局还是行业标
准的制定仍处在起步、摸索阶段。 电竞
行业的火爆让很多影视剧从业者产生
了幻觉和自信 ，盲目跟风 、扎堆翻拍 、

模仿抄袭，这不仅会伤害观众 ，也会伤
害尚处于襁褓之中的中国电竞 。 电竞
借助繁荣的影视行业 ， 可以提升大众
对电竞的了解和普及 ， 在完善电竞产
业链条、增加衍生品收入的同时 ，也能
对电竞进行广泛推广 ，挖掘潜在用户 、

粉丝和观众。 另一方面，影视剧借助电
竞来实现叙事创新和题材突破 ， 能吸
引更多观众 ， 促进两大文化产业的快
速融合，实现双赢。

电竞剧是电竞产业链上的一环 ，

同时也是影视产业泛娱乐化架构中的
重要节点。 以电竞剧为融合点，找到适
合的方法打通二者之间的壁垒 ， 才能
使两个产业顺畅联通 、不断创新 、网状
扩张。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 、上海体育学
院副教授）

王玉玊

借助影视行业 ， 可
以提升电竞的大众知晓
度， 完善电竞产业链条；

借助电竞 ， 影视剧则有
望实现叙事创新和题材
突破。

观点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