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奈飞，
《鱿鱼游戏》是否会火爆依旧

收视登顶、话题破圈、周边热卖……

“《鱿鱼游戏》无疑将成为奈飞最受欢迎

的非英语剧集， 并很有可能成为公司有史以

来最成功的剧集 。 ” 流媒体巨头奈飞联合

CEO 泰德·萨兰多斯的一席话背后是奈飞自

制韩剧《鱿鱼游戏》强势喜人的表现。 自 9 月

17 日开播以来，《鱿鱼游戏》连续多日登顶奈

飞全球排行榜，还包揽了奈飞提供服务的 83

个国家和地区的冠军宝座。 作品除了拉动奈

飞的全球付费用户数外，更是直接拉动股价，

与《鱿鱼游戏》开播日相比，奈飞的市值增加

了约 192 亿美元。

《鱿鱼游戏》 在全球范围内火了， 属意

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可以说， 《鱿鱼游

戏 》 拥有一部现象级作品所需要的必备元

素： 韩国影视产业高度工业化制作带来的品

质保证、 韩国演员近年来在国际舞台的频频

亮相再加上奈飞强有力的国际推广， 剧集的

大热更像是一次内容、 平台和韩流三方相辅

相成的成果。

层层通关“生死游戏”后，窥
见幽暗人心

456 名为金钱和生活所困的失意人突然

接到神秘邀请， 前往与外界隔绝的游戏地点

参加一场包含六个关卡的生存游戏， 赢得比

赛的奖励是天文数字般的巨款———456 亿韩

元，但挑战失败的代价是———生命。 《鱿鱼游

戏》中“生死游戏”的情节设置并不新颖 ，早在

2000 年，日本惊悚片《大逃杀》就成为该类题材

的开山鼻祖，去年奈飞投资的日剧《弥留之国的

爱丽丝》也采用了相同的套路。

不新的题材何以让人趋之若鹜？ 《鱿鱼游

戏 》 仍有其创新之处 。 与同类型作品不同 ，

《鱿鱼游戏》 并没有在游戏环节大作文章， 而

是奉行 “极简主义”， 以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流行于韩国的儿童游戏一二三木头人、 椪

糖、 拔河、 打弹珠、 玻璃桥和鱿鱼游戏作为通

关凭证。 当游戏规则简洁到一目了然， 故事的

中心就不再是 “玩游戏” 本身， 而是将绝大部

分笔墨刻画在善与恶的人性博弈之上。 随着游

戏深入， 玩家们的欲望和恐惧同时膨胀， 本性

善良的人也开始撒谎隐瞒、 工于心计甚至自相

残杀。 高密度的内心戏也匹配到了功底足够的

演员， 主演李政宰和朴海秀都曾获得韩国青龙

电影奖， 客串阵容囊括了孔刘、 李秉宪等人。

诚然， 《鱿鱼游戏》 并不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作

品， 暴力黑暗的场面在剧中屡见不鲜， 难免有

刺激视觉之嫌。 此外， 男主角成奇勋的人物性

格刻画未见丰满， 前后表现不一的矛盾状态也

引发不少争论。

值得关注的是，《鱿鱼游戏》 有着典型的韩

国现实主义作品印记。与《寄生虫》一样，作品中

处处可见隐喻与讽刺，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外

来移民等问题都有所提及。 如同导演兼编剧黄

东赫所说：“我想写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的寓言故事，描述一种生活中的极端竞争。但我

想用生活中真实人物， 这些人物就穿梭在你、

我、他之间。 ”

曾被冷落 10 余年，奈飞却将
它带上云端

《鱿鱼游戏》 如今的大行其道让人很难想

到，作品的剧本早在 2009 年就已完成，但在此

后 10 余年里，黄东赫被众多制作方以“过于血

腥”“不具备商业价值”为由拒绝数次。 当《鱿鱼

游戏》在世界各地触发火热效应之时，韩国国内

一场“奈飞用 200 亿韩元赚了 28 兆韩元”的争

论也甚嚣尘上。 不少人指责在《鱿鱼游戏》取得

巨大成功后， 韩国制作方无法参与收益分成的

政策，但同时也有声音表示，若不是奈飞，《鱿鱼

游戏》的剧本仍尘封在抽屉里。

本土化内容向来是奈飞进军海外市场的冲

锋号角，这一点在韩国尤为明显，流媒体巨头并

不吝啬于投资，在上月举行的发布会上，奈飞就

透露进入韩国市场三年来已投资了 80 多部韩

国影视作品，总投资额达到 7700 亿韩元，并计

划追加 5 亿美元。与此同时，奈飞对于内容方面

的“放手”给予了创作者自由广阔的发挥空间。

就像另一部自制韩剧《王国》编剧金银姬说的那

样：“他们从来没有对我发过去的剧本说不，反

而很好奇故事接下来的发展。 ”

有了优质内容打底，“破圈” 背后是韩国文

娱产业步履不停的拓展。 如果说《寄生虫》彼时

在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金像奖的大放异彩令人

颇感意外，那么一年后的《鱿鱼游戏》证明了这

份成功并非偶然。

■本报记者 姜方

《浪子的历程》中国首演，
视听盛宴呈现“音乐界的毕加索”

斯特拉文斯基经典歌剧亮相上交音乐厅

巨幅油画随光影变幻， 音乐随时间流动……

日前， 斯特拉文斯基三幕英语歌剧 《浪子的历

程》 完成中国首演， 以半舞台版亮相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厅。 这部诞生时就充满前瞻性的作品， 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漂泊” 后， 以极具当代性的

舞美表达首次 “停靠” 上海。

如同首演时斯特拉文斯基安排了一些年轻且

刚崛起的歌唱家来演出那样， 此番献演从制作团

队到演出团队都大胆起用年轻人———青年导演邹

爽执导， 上海交响乐团、 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制

作， 指挥张洁敏执棒， 夏侯金旭、 周正中、 李晶

晶、 韩音培、 张文巍、 陈霖、 刘颖、 陈炯然八位

青年歌唱家及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共同献演。

“这也是近年来， 继 《伊莱克特拉》 《塞魅

丽》 《莎乐美》 《切肤之痛》 等之后， 上海交响

乐团上演的又一歌剧力作。”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周平说，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现代歌剧感受新一代

中国年轻音乐家的朝气以及他们的独特见识和艺

术视野。

以画作为原型，“音乐界的毕加
索”写下充满前瞻性的歌剧

作为 20 世纪声名显赫的伟大作曲家， 斯特

拉文斯基的 《春之祭》 《火鸟》 《彼得鲁什卡》

都是中国观众最熟知的名作。 其实， 有 “音乐界

的毕加索” 之称的斯特拉文斯基， 还有其他值得

被记住的经典， 英语歌剧 《浪子的历程》 就是其

中一例。 1945 年， 当作曲家站在英国画家贺加

斯的同名画作 《浪子的历程》 前， 灵感一下子被

点燃。 画作共有八幅 ， 故事按序分别为 “继承

人 ” “聚会 ” “狂欢 ” “逮捕 ” “婚礼 ” “赌

坊” “监狱” “疯人院”。 斯特拉文斯基以画作

为原型， 找到了英国诗人奥登编写歌剧剧本。

《浪子的历程》 堪称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

主义创作时期的顶峰。 他在传统的歌剧架构之上

加以改造， 赋予其新的面貌和功能， 比如用调性

取代旋律来表现某一事件或人物。 “一个作曲家

能否重新使用过去的东西， 同时又向前发展呢？

不管答案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

困扰我， 它 （《浪子的历程》） 已经具有了前瞻性

的色彩。” 这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精神。

1951 年， 斯特拉文斯基亲自指挥 《浪子的

历程》 在威尼斯凤凰剧院首演， 此后该剧成为全

球各大歌剧院争相排演的作品。 70 年后的今天，

邹爽认为新古典精神是一种 “组合型 ” 创新 。

“斯特拉文斯基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尝试将各时期

的音乐风格碎片式打乱、 解构、 重组， 给当代英

文歌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也给后来的作曲

家以参考和借鉴。”

在中国的舞台，用当代艺术语言
营造如真似幻的歌剧世界

在斯特拉文斯基逝世 50 周年之际， 如何把

这部充满挑战的歌剧以创新方式首度搬上中国舞

台， 是主创构思的核心。 在朋友推荐下， 青年画

家位航的三幅油画成了邹爽的灵感源泉。 于是，

每幅画的层次、 颜色和构图与舞台现场灯光、 多

媒体动画相互结合， 共同汇聚成 《浪子的历程》

在上交音乐厅的惊艳亮相。 主创希望通过当代艺

术语言赋予舞台抽象表达， 将歌剧的现实与虚幻

以及哲学隐喻都通过视觉场景传递给观众， “让

大家像在沙堆里寻找宝物一样， 去细细寻找和品

味其中的奥妙”。

事实上， 斯特拉文斯基创作 《浪子的历程》

时正处于艺术喷涌的年代， 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工

作者也具有启示。 “20 世纪上叶至中叶， 世界

上出现了伟大的荒诞派戏剧作家如詹姆斯·乔伊

斯、 塞穆尔·贝克特 ， 伟大的画家弗朗西斯·培

根 ， 伟大的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等 。 音乐 、

文学、 艺术、 哲学互相影响， 伟大的作品不断在

借鉴、 参考、 探索中诞生。” 邹爽说， “如今我

们看到的成功作品背后也有许多的失败， 我们今

天所做的就是要开始大胆地走这条艰辛的路， 让

观众开始关注现代歌剧。”

面向未来的文学靠“算法”？好故事仍是刚需
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学叙事正遭遇“注意力争夺”挑战？作家评论家沪上热议———

为了在更短时间高强度吸引受众眼

球， 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的 “段子”、 短

视频等推送层出不穷， 便捷算法带来的

“信息茧房” 效应下， 传统文学叙事的

写作难度似乎日益增加。 评论家木叶发

现， “用户体验” 这个互联网热词， 放

置于文学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一种困

境———一些小说家摇摆于创作新颖度与

阅读快感两端。 “写得难了深了， 阅读

难度上去了， 所谓阅读的用户体验也会

打折流失， 小说家怎么办？”

注意力的激烈争夺是一种挑战， 另

一挑战在于， 随着生活体验、 获取信息

的高度相似性 ， 趋于同质化的写作题

材、 手法， 也在消解着小说的魅力。 如

何从看似雷同的生活素材中加工提炼出

有独特异质性的故事？ 昨天， 华东师范

大学 “未来文学家” 奖、 首届 “短篇小

说双年奖” 接连在沪揭晓， 张怡微 《家

族试验》、 爱潜水的乌贼 《诡秘之主》、

董夏青青 《科恰里特山下》、 艾玛 《白

耳夜鹭》、 赵松 《公园》、 王苏辛 《接下

来去荒岛》、 张玲玲 《五月将尽》 等作

品脱颖而出。

更多作家评论家意识到： 在文字阅

读带来的 “爽感” “燃点” 之外， 小说

家不应被写作惯性或是热点算法所桎

梏。 恰如作家赵松所说， 如果小说不能

够给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经验或者体验

的方式， 它可能无法成立， “尤其是短

篇小说， 要在有限的时段里、 篇幅里，

抵达怎样的一种强度， 恰恰和生命本身

是非常相似的一种状态和逻辑”。

阅读耐心争夺战
中，短篇小说的“竞争对
手”并非长篇

“短篇小说的竞争对手， 不是长

篇小说， 而是算法下的故事， 譬如新

媒体根据读者的趣味， 定制推发的文

章或者公号爆款等。” 评论家李伟长

认为 ， 我们需要重建阅读小说的耐

心 、 兴趣 ， 以及必不可少的识别能

力， 还有开放包容的态度与观念。

换句话说， 无论篇幅长短、 何种

体裁， 读者对 “好故事” 的渴求仍是

刚需般的存在。 对好故事的认知， 不

少作家也亲历了 “进阶” 之旅。 以网络

作家爱潜水的乌贼为例 ， 刚投身码字

时， 他从 “最原始也最纯粹的表达欲”

出发， “最开始， 我觉得我的描述干巴

巴的， 打动不了别人， 于是努力地去体

会感受； 然后我懂得了铺垫， 懂得了克

制 ， 懂得了层层编织后的一下刺穿 ”。

小说篇幅长起来之后， 他又感觉故事变

得松散， 主题不再明确， 没有法度严谨

的美感， 再度重新审视， 慢慢摸到了骨

架结构的美妙。 从字词的打磨到观点的

输出， 再到情感的共鸣， 他跳出了 “一

味追求爽感” 的感官刺激， 转向对心灵

层面深度共振的探索。

有时， “做减法” 往往能让一个故

事变得 “眉清目秀” 起来。 对王苏辛来

说， 写短篇是一个过滤的过程。“大量感

觉被过滤掉 ， 留下最想说的 。 我会边

写边读 ， 如果声音和文字恰好同时处

在一条让我舒适的线上 ， 这句话会被

我留下来。”

好故事也意味着写作者本身要不断

跳出 “舒适区”。 “有时我们特别容易

进入写作惯性。 如果把一部小说非常舒

适地写完， 你会陷入恐惧———会觉得这

个小说肯定哪里有问题， 过于舒适的完

成， 回过头再打量会发现这个作品可以

扔掉了。” 作家肖江虹每隔几年就会自

我审视小说所面临的障碍， “有时候挑

战写作的不是文学本身， 而是我们可能

要把属于文学之外的对社会、 对时代的

敏锐观察引到作品里面， 来增加写作的

难度。” 他发现， 有的作品在技巧、 语

言、 结构性上都相当纯熟， 但欠缺了哲

学或美学的高度 ， 这样的文字就容易

“过时” “速朽”。

培育生态丰富的作者
群，新锐力量在上海呈蓬
勃之姿

随着文艺新形态大量涌现， 文学创

作也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 为了助推

更多好故事涌现， 打破网络文学、 纯文

学的边界， 上海学界出版界推出面向时

代和未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评选， 力求培

育生态丰富的作者群， 激活文学在当下

的活力。

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

院今年设立的 “未来文学家 ” 大奖为

例 ， 此前公布的 “长名单 ” 里 ， 王占

黑、 孙频、 张怡微、 陈楸帆、 吾道长不

孤 、 郑执 、 周恺 、 爱潜水的乌贼 、 笛

安、 榴弹怕水等青年作家榜上有名， 其

中 90 后接近一半。 评审委员会召集人、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表示，

该奖项尝试在更广泛领域观察、 遴选和

推出杰出青年写作者， 将优质文学资源

引入文学教育现场， 为青年学子提供写

作的视野与范本， 同时推动国内青年文

学创作的发展， 向文坛展示学院的判断

与声音。

而为了鼓励推动当代青年作家的短

篇小说创作， 丰富中国小说创作风貌，

《小说界》 杂志自 2017 年改版以来， 经

历沉淀、 新树风貌， 成为文学杂志中一

股朝气蓬勃的力量。 五年间 《小说界》

共刊登 200 多篇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

眼下 《小说界》 以文库的形式， 按年份

出版为丛书套装。 刚面世的 《小说界文

库 》 第一辑包括 “你还只是一位年轻

人” “爱情必须付诸行动” “那一年我

是所有人的陌生人” “他经历着常常不

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 “在平地上有一

次等候”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六册主题图书， 涵盖鲁敏、 弋舟、 石一

枫、 张怡微、 李静睿、 文珍、 苏方、 田

原、 殳俏等作家， 从鲁迅文学奖得主到

青年中坚写作力量， 以及优秀的跨界作

家， 拥有生态丰富的作者群。 继第一辑

出版之后， 后续将陆续推出多套 《小说

界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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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三幕英语歌剧 《浪子的历程》 半舞台版亮相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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