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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心大剧

院》剧照

24集网络剧《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
叙述主人公被逼回乡驻村工作的故事 ，

突出了现实骨感与理想光芒交融的力
量， 在乡村振兴题材创作领域实现了一
次新的美学开拓。

这部剧的最显眼地方和最大悬念都
在于被逼回乡的情节设计上。 与大多数
同类题材作品都叙述上级派来的工作队
下乡不同， 这里叙述的却是大学生回乡
工作的故事， 一旦回乡就必然会面临本
乡本土、熟人熟事、举贤是否避亲、做事
是否涉嫌报复等种种乡情或亲情的干
扰， 无论怎么做都必然牵涉难以化解的
矛盾。同时，该剧也与去年的同类题材电
视剧《我的金山银山》叙述大学生汤亮主
动申请回乡担任下派第一书记不同，它
的主人公张楠回乡却是被逼无奈的：他
原本是要义无反顾地逃离家乡铜江市白
果村而留在上海与女友卞筱悦一道生
活， 村里给他六岁起心灵上铭刻下因母
亲犯过失杀人罪而造成的挥之不去的深
重伤痕。 而当他为母亲治疗癌症四处借
钱不成而被迫回乡担任驻村干部时，村
里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这种万般无
奈下才被逼离开大上海和恋人而回乡工
作的情节设计， 就没有打算遮盖或回避
当前乡村振兴工作面临的诸多难题，而
是选择直接将它们逐一掀开来， 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给工作队制造难题。

确实，引人注目的是，张楠随工作队
从一回村起就接连遭遇来自村民的种种
困扰：被原支书之妻张发花泼一桶泔水、

村民围攻村主任张志华家索要树苗赔偿
费、 张楠被张志华之妻徐树经责骂忘恩
负义、贫困户档案弄虚作假以及清理、王
京生的赡养、 李世涛的教育体制改革举
措遇阻、裴姝妹复学的周折、缺水危机以
及打井和搬迁等，村民因争水而打斗、张
楠为打井甘愿挨裴景春扁担打击、 工作
队多次被举报、督查及李涵被撤职处罚、

支教教师卞筱悦被毒蛇咬伤等。 正是通
过这一连串的富于现实骨干的故事情
节， 该剧把当前中国社会乡村与城市间
正在经历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尽情揭露出
来，如同镜子一般唤醒人们的现实记忆。

这一点正是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传
统的一次当代写照。

与此同时， 该剧没有停留在以被逼
回乡而揭露当代现实的矛盾上， 而是注
意运用理想主义的光芒去驱散富于骨感
的社会现实中的种种迷雾， 让其沐浴在
理想阳光的照射下。我们看到，张楠和工
作队从一进驻白果村时起， 就主动地运
用国家乡村扶贫与振兴政策， 千方百计
地替村民化解难题、解决矛盾、推动扶贫
和振兴工作的进展。 张楠不计前嫌地做
村民和亲友的工作， 他的身旁一直有李
世涛的伯乐加领路人的双重支持， 还有
李涵、 刘曼青等工作组队友的相互帮助
和支持。 再有就是张楠的女友卞筱悦敢
于放弃上海的工作而前来支持恋人工
作。 工作队在工作中不是没犯过错误或
遭遇危机， 而是总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
安，而这些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也与
他们的总后台市委书记王启发的关键环
节时的力挺分不开。 这一点正展示了当
前乡村振兴大环境下全社会的协同主持
的效力。

正是在现实骨感与理想光芒的交融
中，该剧塑造出回乡驻村干部张楠、教育
局长李世涛、 驻村第一书记李涵等当代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一组人物群像。 张楠
身上的自强不息精神、 处置关键事件时
的果断和坚毅品质、 对村民的关爱和责
任感、对父母的孝敬品德、对女友的爱惜

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特别是一开头
叙述他为了改变家乡教育面貌而大胆发
表揭露小学教学楼危楼的调研报告 ，在
引发轩然大波后竟然被家乡派出所所长
带人非法拘押的情节， 既是对于当代现
实生活中同类原型事件的真实反映 ，更
有助于突出张楠的热爱家乡的责任感 、

匡扶正义的意志品质以及他回乡工作时
即将面临的种种阻碍。 该剧还注意塑造
张楠的领导者李世涛敢于担当和开创 、

智勇双全、委曲求全的性格特征，李涵全
心全意为村民着想、 即使受到处分也要
为乡村振兴出力的精神， 以及卞筱悦为
了爱情和乡村振兴而放弃大上海优越生

活的果断选择等， 这些人物形象同样能
给观众带来励志的精神力量。 这些人物
群像刻画表明， 真正具备乡村振兴推动
力的干部不是一开始就神奇、 崇高或伟
大的， 而是当他们深入村民的具体生活
境遇中、 在为他们化解一道道生活难题
时被逼迫奋力创造、提升或升华出来的。

由此可见， 真正富于感召力的人物形象
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 而同样也是被逼
创造成的， 也就是在通过面对生活挑战
的积极的应战行为而塑造成的。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 该剧中当地村
民说话时一律用西南地区方言， 而且这
些方言大多使用准确， 产生了粗粝 、生

动、形象的力量，从而让全剧增添了当地
地缘生活气息。

总之，这部网络剧通过被逼回乡的情
节设计，塑造出现实骨感和理想光芒相交
融的一组人物群像，属于当前乡村振兴题
材网络剧领域的一次富有美学价值的开
创。当然，从更高标准看，该剧还有可进一
步斟酌之处，例如工作队下乡后面临的难
题或矛盾设计即现实的骨感还可以更严
峻些，而白果村当地民情风俗刻画还可以
体现更加深沉的地缘美学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
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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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已是文珍出版的第六本中
短篇小说集 ， 收录的差不多是她上一
个十年间创作的11篇中短篇小说， 绝
大部分都创作于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工作期间 。 以前我也零星读过文珍的
一些作品 ， 虽有比较精致细腻之感 ，

但似乎又总觉得缺了点冲击力 ， 而这
次得以集中阅读的总体观感则颇不一
样 。 或许是以前自己读得比较草率 ，

但至少似乎可以说明一点 ， 在人文社
工作的那些日子 ， 文珍并没有被琐碎
的编辑工作废了武功 ， 相反功力还有
增长 。 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环境的因素
当然是无法量化分析的 ， 但我想 “耳
濡目染 ” “近朱者赤 ” 之类的说法也
总是会有自己存在的依据。

闲话打住，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文
珍的文本来“找钥匙”吧。

文珍作品的出版方为她下了个“定
义”———“城市缝隙中的漫游者”， 这应
该还是很准确的。 我一时也反应不过来
这个印象中比较文静的小丫头，脑瓜里
咋就一古脑地塞进去或曰冒出来了那
么多虽普通得足可无视但又奇葩得令
人侧目的精灵古怪 ：暴食者 、廉价品囤
积狂 、快递小哥 、护猫女侠 、单身独居
男、公务员、丁克已婚女 、北漂编剧 、广
场舞大爷、杂志插画者……我之所以要
在这里一一罗列出《找钥匙》中11篇小
说主人公的身份特征，无非是想证明下
面要陈述的三个事实出之有据：一是展
示了文珍笔下呈现出的社会生活面较

之自己的过往有了明显的拓宽；二是在
这种宽度的背后，既展示出文珍对社会
生活的观察具有一定的敏锐度，更体现
了她在这方面某种程度的自觉。 面对这
些自己“生活之外的 ‘他者 ’”，文珍 “已
经意识到了‘正面强攻’的巨大难度。 我
尚且可以想象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的
心理，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她 ，在排
队时听她和旁边人闲聊。 但要写好一个
农村来的快递员就很难，为此我也跟常
来我们单位的快递小哥一块派过几天
件，坐着他的三轮送货车在我们朝内大
街上招摇过市。 ”这种做法用官话讲就
是在自觉地拓宽生活、深入生活。 三是
除去《张南山》中的“快递小哥”和《有时
雨水落在广场》中的“广场舞大爷 ”外 ，

其他九部作品中主角儿的职业身份虽
还未必够得上 “白领”， 但至少也不是
“蓝领”，姑且就算是“灰领”吧。 他们的
基本特征大抵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衣食虽无忧，精神却程度不同地陷于困
顿；日子天天过，但过得又不尽舒心，其
中极端者还近乎身心俱疲 。 这样一群
“灰领”何以不约而同地、集体无意识地
沦陷于这样一种状态———活得如此拧
巴。 对这种现象的追问以及对其缘由的
寻求就落在了 《找钥匙 》的这个 “找 ”字
上，如此也就造就了这部小说集的厚度
与深度。

文珍之所以将这11个中短篇 “编
入同一本书，是因为都与北京有关。 ”而
且在她看来 ： 自己笔下的这些个角儿
“常被目为边缘、 同样参与了构建这城
市， 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的族群。

但 ‘他们 ’同时也有一部分属于更广阔
的‘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写下这些故事
的时候，我时常有感同身受的痛切。 ”这
些规规矩矩、太过普通的人 ，日子一个
个的都过得如此拧巴 ： 衣食无忧者精
神困顿 、 有精神追求者又受困于身外

物。 而他们这种拧巴的日子，还都是在
北京度过。

在这里，以“北京”为故事发生的场
景，未必就是一种写实 ，更是社会转型
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隐喻。 这里
虽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得最快最好的
地方，但绝对隶属一线大都市 ，更何况
她当仁不让地还是这个国家政治与文
化的中心，是中国社会转型与走向现代
化的缩影与象征。 文珍将自己笔下那些
生活拧巴的 “他者 ”安置于这样一个带
有某种“符号”性的场景中，所带来的冲
击力和所引发的思考，其强度与深度显
然更胜一筹。

早在1995年3月，联合国在丹麦哥
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上就通过了《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
领》， 这两个文件阐发了社会发展要以
人为中心，并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

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等不可分割的重

要观念。 将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以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与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精神、

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当必不可少。 回望
过去、环顾全球，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的某些成功的社会转型和
经济发展历程， 恰好也是人文科学、文
化大师灿若群星之际 ， 意大利文艺复
兴、法国启蒙时代 、德国古典哲学那些
至今还在令人受益的伟大文化成就当
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正是他们用自己的
人文精神维系着人类精神于不坠，这才
有了人类历史上那一段灿烂的史诗。 以
史为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们同样更
需要人文精神的滋润，否则就很容易沦
为纯粹的经济动物。 基于这样的思考，

再来想想文珍笔下那些主人公的日子
何以过得十分拧巴？ 《雾月初霜之北方
有佳人》中的朱佳琦 ，身为电影学院编
剧系的才女，也曾经有过一个月要写十

几集电视剧的小辉煌，可近况却是沦落
到近十个月没收入、银行账户里的钱大
概只够勉强花到月底。 到底是自己心高
气傲还是和舆论开始排斥宫廷戏、市面
上太多“流量鲜肉”有关？ 《淑媛梅捷在
国庆假期第二天》 中的那个丁克家庭，

他们曾经也是出国深度游的爱好者，但
这两年竟然就消停了，然而到了国庆长
假第二天梅捷却又被朋友圈中的热闹
给刷得惶惶然起来，只不过被丈夫轻飘
飘的“要加班 ”三个字打回了头 ，于是 ，

自己也心念一动决定去公司加点班。 但
结果却是平日每天都要路过的那条街
道自己竟然也可有滋有味地逛上一番，

到公司已是中午，磨磨蹭蹭将电脑打开却
又昏昏欲睡，一觉醒来竟然已近黄昏……

在《找钥匙 》中类似这样的 “拧巴 ”几乎
比比皆是 ， 那些个主人公生活虽无大
虞 ，但又各有各的不快乐 ，将日子过得
拧拧巴巴的表象固然似乎都是自己
“作”的结果，但在这种“作”的背后何尝
又不是社会转型期中人文精神缺失所
造成的某种精神空虚与迷惘？

就这样，《找钥匙》在对北京城众声
喧哗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不动声色地形
成了一种强度虽不高但却令人小有荡
气回肠之感的审美效果。 平静的文字背
后隐匿着厚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怎样才
能活得不拧巴？ 尚需继续寻找打开这把
生活之锁的钥匙。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他们活得咋就那么拧巴

潘凯雄

———评上海出品的网络剧 《在希望的田野上》

“第三只眼”看文学

王一川

———看文珍的 《找钥匙》

《兰心大剧院》中的文本上海和文本娄烨
丁亚平

纵观娄烨导演的影片， 都市和欲
望是一直贯穿其中的母题。 在他新上
映的《兰心大剧院》中，仍旧承袭了这
两个母题，前者指向文本上海，后者意
指个体困境。 正如影片中引用尼采的
话：“最终， 我们爱的是自己的欲望本
身，而非欲望对象。 ”这实际上也是娄
烨电影长期以来试图在表达的意义。

为什么非这样讲故事？无论是《兰心大
剧院》里的文本上海还是文本娄烨，都
是导演“感觉还原”的风格显形，是其
新感觉电影美学的一次延续。

文本上海的多
义性与新感觉电影
美学

伴着竖排字幕的缓缓出现， 电影
《兰心大剧院》 在念念不忘中终成回
响，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在黑白画
面的暧昧中是一段来自数十年前的历
史，是关于“孤岛”的历史，而它的另一
个名字是上海。

《兰心大剧院》根据华人女作家虹
影的小说《上海之死》和日本作家横光
利一的小说《上海》改编，上海作为三
者共同的叙事对象形成有趣的互文关
系。概括而言，在叙事情节和人物关系
层面，《兰心大剧院》 基本上沿用了虹
影的框架。 在叙事结构上则在戏中戏
的部分嫁接了横光利一的些许情节。

然而，要注意的是，三者之间并不仅仅
存在这样有确切意义的文本呼应，而
是在多个面向中呈现出复杂的氤氲的
文本上海。 换言之，《上海之死》是《兰
心大剧院》的故事外壳，国际语境下的

1930年代上海的意蕴则构成实际上的
连续性，并成为它的灵魂。 这种标示突
出的超历史主义感性的新感觉电影美
学及其气质，蕴含鸳鸯蝴蝶派、新感觉
派的审美趣味，在娄烨等人的电影中始
终一贯，并和近年社会场域多元位置变
动形成独特的交织，召唤出迷人影调。

生于上海的娄烨很早即已表现出
对老上海的兴趣。他曾坦言：“因为在上
海长大，所以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些信
息。我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横光利
一的东西感兴趣，这些东西一直在脑子
里，有一种感受凝聚在那儿。”娄烨对彼

时的中国文学有着独特的看法。他认为
它们可分两类：“一类是用外来人的眼
光来看上海，比如马尔罗和横光利一的
作品；另一类是本土的文学作品，比如
鸳鸯蝴蝶派、中国的新感觉派。”某种意
义上，《兰心大剧院》恰是这两重眼光的
结合，而经过改编后的电影《兰心大剧
院》较之小说要更繁乱和多义。娄烨将文
学的可读性转换到银幕时， 在很多细节
中巧妙地加入了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认
识，繁乱和多义也就此形成。 《兰心大剧
院》的英文翻译是“Saturday Fiction”，正
好对应了戏中戏的《礼拜六小说》，谭呐
选择执导这样一部话剧， 剧中的男女主
角因罢工而相识，与同空间的爵士乐、狐
舞步构建了一个焦灼的上海。 同样的，

华懋饭店奢侈华贵的另一面是在洗衣
间、烫衣间不停工作的女工。 这些多义
共同呈现出那时上海作为本土题材和
政治题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以及
它们的凌乱和滚烫。

竖排字幕、文本
娄烨与个体困境

电影家的任务是要发现银幕的电
影性。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
说：“电影的表意过程必须谨慎地区别
于文字语言的表意过程。”不可否认的

是，在电影美学风格和意义思考上，娄
烨依旧自成一贯，却未必称得上谨慎。

除却文本上海，《兰心大剧院》 中的文
本娄烨亦有迹可循。

《兰心大剧院》中竖排字幕的处理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老上海老刊物或五
色斑斓的苏州河， 于堇和白云裳的故
事背景、 人物设置与其过往影片中出
现的人物有着几分相似。当然，更多的
文本娄烨来自于招牌的手持摄影、虚
焦、跳转叙事等电影性因素。电影的开
头，于堇和谭呐正在排戏，接着两人联
合杀死来谈判的工厂头子并一起逃
走， 叙事在不留痕迹中从舞台空间进
入现实空间， 就此定下了迷惑的时空
基调。 这亦是电影在改编时有意设定
的双重性谜样叙事， 戏中戏的结构使
观众难以辨别真实空间和虚构空间，

当真实和虚构之间被抹平了界限，主
观的感觉便成为对真实把握的钥匙。

娄烨在采访时强调， 他要的正是这种
黑白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
介于其间的灰———不完美的黑白。 这
种灰的营造将观众拉回历史的现场，

感受个体在历史中的困境。

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人， 于堇在
多方势力中周旋，与时代、政治和文艺
互为镜像，而无疑，女性身份则为她更
添加一份悲剧性的抒情风格和混溶的

味道。在台上，她是戏中人，是秋兰，演绎
着摩登上海的革命力量；在台下，她仍是
戏中人，走进历史舞台，继续着作为特工
的表演。在这里，黑白电影的处理让于堇
的两个身份交汇了。 一如电影开头的基
调， 整部影片中戏与现实的界限并不清
晰，枪战戏反显精彩，随之形成的个体矛
盾与困境则趋于浑杂、暧昧。 于堇究竟是
谁？ 是那个享誉上海的大明星，抑或身手
利落的特工？ 或许，电影已给出了某种参
考，“双面镜计划”暴露后，原本可以离开的
于堇依旧前往兰心大剧院找谭呐，选择与
真心爱的人在一起。 最后，在船坞酒吧，于
堇和谭呐依偎在一起，等待前来抓捕他们
的日军。 接着，镜头缓慢旋转，爵士乐响
起，似乎是戏还在演出。 这样超现实的处
理与开头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 事实上，

片中的每个人都在困境中挣扎，他们都主
动或被动地拥有多重的身份和角色，折射
出时代的无常和后现代的情感张力。

在某个既定时刻，
电影如何看到观众？

显然，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很难承
载原著中想要表达的全部信息。 因此想
要确定这样一部不无灵韵的作品在寻求
创新方面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努力几
乎是徒劳的。在不少地方舍弃了前因后果

的《兰心大剧院》需要前文本进行信息补充
才能顺畅理解， 因此难逃叙事上散乱的诟
病。 再加上大量执着的摇晃镜头、黑白感的
画面、 夹杂着机器声响的声音和虚实难辨
的剪辑效果，碎片感更加呼之欲出。

作为一部谍战题材的电影，《兰心大剧
院》是反类型的。就像巩俐所言：“按照商业
片的逻辑， 这个故事可能会讲成一个职业
间谍如何拿到情报，如何成功逃离，但导演
拒绝‘顺溜’的讲法，在最后还要翻一番。 ”

娄烨也坦诚并没有用类型框住拍摄的手法
或技巧。 因此，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并没有
在类型常规里纵向推进。要承认的是，影片
对观众并不算太友好。 大约是囿于时长的
制约， 叙事的过度暧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观众对剧情的认识和理解。 人物关系需要
从只言片语中拼凑连接， 否则很难厘清故
事的逻辑。比如，于堇和白云裳之间关系的
微妙变化是值得反复琢磨的， 这般叙事的
暧昧性会带来人物的未定性，进而导致叙
事的割裂，难以解释后面白云裳为于堇做
事甚至客观上因她而死。 再如，于堇和谭
呐的爱情线是相对薄弱的，在叙事上与其
他几条线索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导致两人
的感情戏部分显得拖沓和多余。 此外，如
果说前半部分是在娓娓道来中架构故事，

那么后半部分则将这一调性扁平化了。 此
番种种均使《兰心大剧院 》在叙事上更加
碎片，拉开了与观众观看的距离。

在这个层面上 ，要讨论的是 ，在某个
既定时刻，电影如何看到观众 ，电影是否
需要对观众的理解负责。 娄烨曾表示，电
影是无所顾忌的 ， 什么都可以违反或打
破，“只选择准确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东
西”。 尽管娄烨如电影中的谭呐相似，选择
了较柔和的姿态，然而 ，顺应了感觉的电
影文体和电影语言需要观众从理解导演
或理解影片之外的信息开始观看，在这种
情况下，电影艺术不可还原的本质 ，让观
众仍会出现水土不服， 也同样可以理解。

对于一位优秀导演说来，考虑比较多的应
该是，什么构成好的电影的发现？ 作为一
个电影家，如何才能拓展他接受的艺术范
式和观众的边界？

还是电影和观众关系的那个老问题，

这也是关乎中国电影向前发展需要思考
的重要维度。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现实骨感与理想光芒交融处的力量

网络剧 《在希望的田野上》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