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写完池莉散文新著《从容穿过喧
嚣》的读后感，又集中读到孙甘露的《时
光硬币的两面》、 梁鸿鹰的 《岁月的颗
粒》和赵丽兰的《月间事》这三本新近出
版的散文新著。 于我个人而言这虽只是
一种巧合，但在一个时段内得以如此集
中地阅读散文的确也不多见。 或正因为
如此，这次集中阅读给我留下的某些局
部印象反倒十分强烈。

上述三位作家文学创作的主打方
向都不是散文，散文写作似乎只是他们
在自己主打之余的一种调剂 ； 尽管如
此，倒是一点也没妨碍他们在散文创作
时所流露出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其
散文作品既明显不同于专业散文作家
的创作，又不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若
干自己主打专项的某种特色。 比如池莉
与孙甘露平时主打的都是小说，但各自
小说创作的画风则差异甚大，这些差异
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上也同样表现出来；

梁鸿鹰长期主打文学理论批评，这部散
文新作的总体特色虽近乎个人亲情与
成长历程的“自叙传”，但这种“自叙”又
不时“止乎于礼（理）”；赵丽兰我基本不
了解，搜索了一下 ，她在进入创作散文
之前似乎更多地是从事诗创作，且又生
活在云南澄江这个地域特色十分独特
的地方，因此她的散文创作出现了一种
不太同于一般散文创作的“灵异”感。 如
果本人上述这种局部的阅读印象大抵
不谬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 ：这几位作
家的跨文体写作，那只跨出去的足迹又
多少总会带着另一只主打脚的印记，这
对他们所跨入文体的创作显然又是一
种丰富与拓展。 关于池莉的散文创作本
人已有专文评述，这里不妨再看看孙甘
露、梁鸿鹰 、赵丽兰三位在进入散文创
作时这界究竟“跨”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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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硬币的两面》收入了
孙甘露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代

表作。 作者自己坦言：“这些文章大部分
都是为报纸和杂志写的，因为受篇幅的
限制，都比较短小 ，更多是当时的一些
日常生活记录，或者是阅读、观影札记，

还有因个人经历上的触动而写的一些
文章”。 这些文章“如果标上日期的话，

我觉得可以复原整个年轻时代的岁月
和生活，以及一些思考”。 的确如此，或
许是为了迁就三辑小标题所囊括的内
容归类，作者有意识地隐去了写作的时
间，但全书卒读下来 ，我脑子里闪现出
的还真就是作者近三十余年的生活与
思想碎片，虽琐屑 ，却闪烁着微光与智
性，时而亦显露出昔日先锋之锋芒。

1986 年伴随着 《访问梦境 》的面
世，随后又有《我是少年酒坛子 》和 《信
使之函》等的跟进 ，一举奠定了孙甘露
作为当时所谓 “先锋文学 ”骨干之一的
定位。 而那时所谓 “先锋 ”的一个基本
标志就是其创作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学
叙事的一些基本规则而充满了各自的
“实验性”。 具体到甘露而言，作品中那
些随意而破碎的想象依照作家自身的
情感和体验 、 以及对时间永恒性与存
在瞬间性的哲学思考等元素 ， 大多以
一种看似无序的叙述而展开 ， 这一切
对习惯了传统阅读的读者而言无疑都
形成了一种高度陌生化的效果 。 这样
一些 “实验 ”的渊源或初衷在这本 《时
光硬币的两面 》 中同样不经意地得以
自然呈现与流露。 甘露对这本散文集的
命名本身就很有意味，所谓“硬币”当然
是一个整体，而“两面”则是这个整体中
某些相对独立甚至相左的元素。 尽管时
间在流动，但“硬币”这个整体又总是将
“两面” 之间精神的牵连或流动联结成
一体。

具体到《时光硬币的两面》中，上述
那种“渊源或初衷”“牵连或流动 ”主要
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体现在
作品第二辑“我所失去的时代”中，那些
言语虽简洁却是直陈己见，作家在对上
世纪 80 年代文学活动的回眸中就蕴含
着诸如“作家所说的关于小说的话大多
是不可信的 ， 当然不比批评家更不可
信。 如果真的关心小说，还是去读具体
的作品，在那里面 ，作家丢人现眼的地
方有的是 ”之类对文学 、艺术和创作的
思考；二是无论在哪一辑中，乔伊斯、杜拉
斯、兰波、齐泽克、尤奈斯库、马尔克斯、博
尔赫斯、索尔·贝娄、博尔赫斯、罗兰·巴
特、普鲁克斯、奈保尔、卡尔维诺等作家以
及 《生活在别处》《死者》《第二性 》《椅
子》《百年孤独》《追忆逝去的时光 》《交
叉小径的花园 》《驳圣伯夫 》《赫索格 》

《S/Z》《米沃什辞典 》《看不见的城市》

等作品是甘露笔下出现的常客。 如果说

前者是作者那个时代从事 “先锋文学”

实践的一些理性思考，那么后者则可从
中窥视出当年“先锋文学”的某些渊源，

未必那么直接，但瓜葛犹存应该是无疑
的。

综观《时光硬币的两面》，既有碎片
式的日常生活， 又有片断的智性思考，

还不乏上海实景， 这样一种由点到面、

由抽象到具象的轨迹与作者的小说写
作大抵也能找寻到重叠的斑痕。 在时光
流转之中 ，一个文学的时代 、一个现实
的社会被甘露精到的简洁文字流下了
一幅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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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在 《岁月的颗粒 》中的
部分篇什我以前在 《上海文

学》和《十月》等文学期刊上曾零星地拜
读过，当时即感觉这些作品近乎记录作
者跨入工作岗位前生活与成长的一种
“自述”，此番得以集中阅读 ，这种感觉
就更为强烈与清晰。 尽管作者在不同的
单篇中也尝试着变换叙述者的人称，但
无论是第二人称的 “你 ”或是第三人称
的“他”，都依然无从抹去“自述传”这一
特征的基本痕迹。

鸿鹰将自己的首部散文集命名为
《岁月的颗粒》 是恰如其分和名副其实
的。 18 则散文尽管长短各异、叙述主体
不同、客体也有变，但无疑皆为“颗粒”，

而将这 18 个“颗粒”拼接起来则串成了
一段岁月 ，虽童蒙 、虽青葱 ，但那也是
“岁月”。 于是在塞外的那个小镇上，家
庭往事 、幼时经历 、青春记忆 、小镇风
情 、 塞外尘埃……统统在作者的记忆
中被激活，栩栩如生地得到一一呈现。

这部散文集中给我留下比较强烈
印记的当是作者那些对自己过往情感
追忆与思念的文字 ，包括亲情 、爱情 、

同窗情和乡情等等 。 对哺育过自己的
奶妈 、慈爱的姥姥 、质朴的舅舅 ，特别
是有关常年卧病并在自己 12 岁时就
不幸离世的妈妈以及父母间……这些
与作者关系紧密的至爱亲情 ， 鸿鹰倾

注的笔墨十分饱满 ；此外 ，对自己情窦
初开时的青葱爱情以及懵懂时的男女
之悦也并不回避 。 这类文字在我看来
恰是这部散文中最有特色也最为出彩
者。 依常理，面对至爱血亲的或生离死
别或生死相依 ，面对 “两小无猜 ”的那
种纯真与眷念 ， 作者用情浓一点都很
正常，也谈不上所谓“过头”。 但鸿鹰的
处理却别有一番特色 ： 过往的那些哀
乐生死 ， 在舒缓的回忆中透出的那份
敏感虽纤细 ， 但温度却并不及想象的
那般浓烈 ， 淡淡中别有一番特色与味
道。 比如 ，失去妈妈后面对父亲 ，自己
与他的关系却从来都不那么亲密 ，年
少时还一直想摆脱 ， 直到父亲离世自
己也做了父亲后 ， 才发现自己竟然越
来越像父亲 ， 这到底是因其血缘与基
因的强大还是冥冥中一种情感的牵系？

比如， 在 80 年代大学校园中的那段爱
情，从无到有、辗转曲折 、若即若离 ，在
断断续续的情感碰撞中呈现出情与“礼
（理）”的碰撞。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上看
皆可归于“发乎情而止乎礼”，而骨子里
这“礼”当更是来之于“理”，这样一种融
敏感、纤细、节制于一体的艺术处理，其
背后的总控莫不来自鸿鹰自身的理性
把握。

当然，在 《岁月的颗粒 》中 ，呈现出
的并非只限于 “发乎情而止乎礼 ”这单
一的理性特色，另外，还有诸如“我”“我
们的主人公”“你”“他”这样叙述人称的
变化、 视角的不同以及时间的错位，有
自然、空气、风雨、光影、味道、声音等自
然元素的交错，有对话 、书信 、闪回 、情
感和思绪的叠加 ，这些看似碎片般 “颗
粒”的叠加使得主人公那段曾经的 “岁
月”浑然一体地鲜活灵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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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来说说赵丽兰和她
的《月间事》。 这应该是一位文

坛还比较陌生的作家，我也是在不经意
间翻阅她的散文集 《月间事 》时 ，一下
子就为其作品中不时呈现出的那种灵

异、冷艳、亦真亦幻、似人似仙……总之
是一种我一时说不太明白的特别风格
所吸引，也曾试图借助万能的“度娘”来
搜一下她的基本情况，结果依然是知之
甚少。

或许对我们间接理解作者散文创
作特色略有参考价值的辅助信息就是
赵丽兰来自云南省的澄江县（现似已改
县为市）的阳宗村，这是一块位于抚仙
湖与阳宗海之间的土地，一方汉、傣、景
颇、阿昌、傈僳和德昂等多民族的栖息
地，一个有着儺戏传统的村庄 ；而对理
解《月间事》更直接的信息则是赵丽兰
为自己这本散文集 “写在后面的话”中
的几句夫子自道：“我对散文，有一种天
生的亲近感，亦有一种与之对抗的叛逆
性。 ”而这种“叛逆”则集中表现在作者
“尝试着将虚构与非虚构进行融合转
换”，“因而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真
实’和‘谎言’之间，有了一个美好的存
在。 这样，既表达了真实的自我，同时，

又因了错位的构置 ， 成了另外一个东
西。 那个新的东西，无法具体，但又确实
让人感到淋漓尽致。 ”

正是因为作者生长于这片神奇的
土地以及她对散文创作的上述理解，因
而在她笔下的散文创作就出现了以往
我们阅读这类文体时所罕见的陌生化
效果。 以“月光”这个意象为例，我国众
多过往的文人骚客笔下多用其托相思
寄乡愁；赵丽兰对月光独有情钟 ，不仅
用“月”作为书名的关键词，而且诸多篇
什都围绕着“月”来布局谋篇，但她笔下
的月光显然更加立体，月不再只是作为
某种情思的寄托，而是将其拓展为一种
视角、一种眼光 ，注视和见证生命中的
种种呈现，那些由“我”的老祖、姑奶、奶
奶、母亲讲述的故事 ，大多发生在月光
下 ；至于 “我 ”的故事则更是离不开月
光。 《有人在月光下洗身子》《安放在月
光里的床》《知羞草》等篇什就是表现了
月光见证 “我 ”灵魂和肉身成长的那些
个时刻，那些诸如初潮、出嫁、生育等女

性所独有的隐秘变化在赵丽兰的笔下
都发生在月光之下。

一本 《月间事》， 有中国传统典籍
《尔雅》《山海经》《清稗类钞》、民间戏曲
《霸王别姬》《野猪林》的印记，有小说式
的叙事，有诗一般的语言……这些在习
见散文那里十分稀见的元素构成了一
个特别的赵丽兰。 当然，仅凭这一册《月
间集》就来对赵丽兰下定论 ，或许有点
草率，但这的确是我们值得关注与兴奋
的一位新人和一部新作。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主打”与“跨界”
——— 看孙甘露、 梁鸿鹰、 赵丽兰的散文

潘凯雄

“第三只眼”看文学

大概从 2019 年开始，“甜宠” 成为

相当流行的影视元素 。 它以浪漫为外

衣，以轻喜剧为内核 ，欢快又充满朝气

地为都市青年描绘了一种温暖与欣喜

并存的生活状态。 在那里，男女主角们

爱得充满希望 ， 每一个爱的桥段都顺

畅、平滑 ，自然转入下一场并没有太多

起伏的波折之中。 很快，“甜宠”从一种

故事元素向各种类型的剧集蔓延 ，“甜

宠+”被视为一波风潮，同类剧集频出 ，

一时无两。

其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甜宠向行

业剧蔓延，尤其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

行业。 《心跳源计划》 以医疗为表现对

象，《月光变奏曲》聚焦传媒领域，《你的

时代，我的时代》和 《你微笑时很美 》则

把电竞行业为故事背景，还有表现军旅

的《爱上特种兵》等。 男女主均为不同行

业的精英，以求彼此之间能够实现平等

对话的甜宠剧亦不少见 ，如 《我的小确

幸》的男女主角是律师、医生，《你好，火

焰蓝》的男女主角是消防员 、医生 ，《你

是我的荣耀》的男女主角分别是航天人

和女明星，《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则以刑

警、 医生为搭配，《良辰美景好时光》中

歌手与电竞玩家形成 CP 关联。

作为一种影视现象，“甜宠化”显然

是行业剧在近年来逐渐流行之后新出

现的元素拓展。 这种拓展背后暗含着何

种社会情感与结构的变迁？ 我以为可以

从“行业剧”与“甜宠剧 ”两种都市剧风

格的交织中，找到诠释的路径。

行业剧：
现代城市的社会象征

进入新世纪头十年之后，行业剧逐

渐开始复兴。 它代表着当代中国人的城

市生活在经过了市场化变革之后，开始

慢慢适应由体制内的 “单位 ”转向社会

化的“行业”的现代化进程。 从《猎场》到

《安家》，从《白夜追凶》到《急诊科医生》，

行业内部的 “职业精神 ”取代了传统体

制内的“职务”或“级别”，成为现代城市

生活专业化的体现。 作为这一社会变迁

进程的象征， 行业剧从成型到成熟，进

而与市井生活相结合，形成更为丰富的

后现代形态，亦不过短短三五年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 ，“行业表达 ”以 “职

业/敬业精神”为核心，体现的是市场化

城市的有序感 。 而进入后现代的行业

剧，作为其内涵的“职业精神”依然有所

保留，影视仍在试图证明每一个行业都

值得尊重的原因，但其外延在扩大。 这

种扩大有两个逻辑上相互关联的表现：

一是电竞、直播、翻译、公关等新型职业

在影视剧中得到彰显。 它们一改既往职

业表达的专业化姿态，对职业与生活进

行了模糊化的处理 ，使得偶像 、甜宠等

元素得以介入其间。 二是以此为基础，

“行业”元素被淡化，吸引人的不再是与

职业内涵直接相关的情节和桥段，而是

人物的情感本身。 也就是说，后现代的

行业剧中 ，工作正在淡出 ，生活正在凸

显。 这不但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表现

某一特定职业人群爱岗敬业 “奉献精

神 ”的影片 ，如 《今天我休息 》 （1959）、

《女理发师 》 （1962）、 《黄山来的姑娘 》

（1984）等，在题旨上大异其趣，与 21 世

纪以来表征 “专业精神 ”的行业剧也很

不相同。

甜宠化：
现代生活的单向情感

把生活作为行业表达的主要内容，

大体符合后工业社会中创意阶层与创

意性工作普泛出现的社会现实。 而作为

生活内容的两性关系，也长期是影视创

作关注的热门题材。 这无可厚非。 问题

是 “行业甜宠剧 ”的叙事表现 ，基本以

“撒糖” 为主， 既缺乏对爱情本质的追

问，也没有当代社会结构对爱情的左右

和扭曲。 它不像传统戏剧表现爱情时设

有“封建家长”或世俗观念作为障碍，也

不像世纪之交的韩剧 《蓝色生死恋 》

（2000）那般叩问命运的安排，甚至比不

上 《来自星星的你 》（2013）有意设置一

条 “杀人线 ”以制造悬疑 ，而只是一味

“轻松欢快无泪点 ”， 让众多在辛勤学

习、工作之余的年轻人有了彻底放空的

“视听享受”。

在行业甜宠剧里 ，没有人追问 “如

何获得职业上的成功”， 也不过分关怀

“职业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高糖

叙事”里 ，主人公往往一出场就已经是

颇有地位的职场精英，一见钟情的戏码

在“甜甜的恋爱”后续发展中屡试不爽。

于是，勤勉 、敬业与奉献这类行业剧本

应有的“工作”元素淡出了，情感交往可

能遭遇的问题 、障碍 ，甚至虐恋分手的

结局也消失了，更不要说人伦与情感的

“悲剧”了。 观众被 “规训 ”得只能接受

“甜宠”的单一面向，人对社会的感知变

得简单起来。 有学者指出，“甜宠剧如同

一次大型情感按摩，只能为充满压力而

又无处排解的人们提供中产阶级美学

的催眠幻术”。 而事实上，这种“按摩”的

结果远比一般审美幻觉来得更加严重，

那就是其情感在文化消费中趋于单一。

观众在对花式开撩的各种 “上瘾”

“上头”中，在浪漫符码主导的行业职场

上，已经很难接受人生的苦难哲学。 一

种情感意义上的 “单向人” 就诞生了。

“单向人” 是马尔库塞所使用的一个概

念，它指人在消费意义上被同化 ，丧失

了想象和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冲动与可

能 。 如果说马尔库塞主要是在社会商

品，进而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使用这个术

语的话 ，那么 ，其单向特征在影视文化

中已经体现出向情感蔓延的趋势。 马尔

库塞归纳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没有反

对派的社会”，同样，在偏向甜宠和喜剧

的影视文化中也不存在 “悲剧 ”的市场

和受众地位。

行业剧甜宠化：
专业与情感的辨证

现代情感变得单向起来，行业剧是

一个观测的风向标。 行业类题材的影视

创作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表征为

“奉献精神”的行业影片一变而成 21 世

纪头十年表现“专业精神”的行业剧，再

一变而成表现都市情感生活的“行业甜

宠剧”，它既消解了行业的专业性，也为

当代人理解“行业”打开了新的局面。

这种局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

就行业而言，行业剧“甜宠化”说明在当

代城市青年的眼中，行业不再只是个体

奉献社会的专业“入口”，也不是养家糊

口的“工具 ”，它变成个体与世界 （包括

他人）打交道的方式 ，也是个体获得自

我成长的渠道。 从《亲爱的，热爱的》开

始，甜宠剧就披着励志的外衣。 尤其女

性，在甜宠化的行业剧里往往有很大成

长的空间。《月光变奏曲》中的编辑初礼，

业务能力极强，从而赢得了爱情；《你好，

火焰蓝》《你是我的城池营垒》 中更是把

男女双方的职业能力与专业精神， 都表

现得极为高超。 这是其不失“行业剧”内

核的表现， 也是其建立在当代社会背景

下所必然要呈现的基本价值观。

就甜宠而言，“行业剧甜宠化”凸显

了伪情感泛滥对专业、理性的社会精神

的侵蚀。 社会学家梅斯特洛维奇早就指

出，文化产业正在 “精心制作情感 ”，社

会蔓延的是被操纵而产生的大量“柔和

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同时也是压

抑的爽感伦理”。 而对当下的中国来说，

旧有 “行业 ”及其精神尚未形成普遍的

规范与伦理意识， 新的行业又在诞生，

主打 “甜宠 ”的影视文化在此时对行业

赋予了无尽的“正向”想象，人们就会在

“甜甜恋爱的电视剧情”与“复杂的现实

环境 ”中体会到某种分裂感 ，因为现实

颠覆了他们从电视剧中得来的想象。

文艺在表征现实的同时， 理应适度

引导现实，至少要引导观众认清现实，而

非一味投其所好地给予他们梦境与幻

觉。 “撒糖”固然重要，改变情感单向人，

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我与现实， 尤其是

情感的复杂与多变，才是行业剧的正途。

（作者为浙江大学副教授）

“情感单向人”的诞生：行业剧何以甜宠化？
林玮

▲ 以医疗为表现对象的 《心跳源计划》

荨 《你好， 火焰蓝》 的主角是消防

员、 医生

茛 聚焦传媒领域的 《月光变奏曲》

“甜宠”从一种故事元素向
各种类型的剧集蔓延。 其中，颇
为引人注意的是甜宠向行业剧
蔓延， 尤其颇受年轻人追捧的
热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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