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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爱，至少有爱人的能力和勇气
黄启哲

“离婚真人秀”《再见爱人》高分收官，这档口碑与热度齐飞的综艺引发诸多讨论———

聚焦离婚话题的真人秀 《再见爱

人》 日前收官。 其口碑高开高走， 目前

网络评分达到 8.7 分， 可以说是近年国

产真人秀的 “天花板”。 即将离婚、 离

婚冷静期与已经离婚的伴侣， 再相逢会

有怎样的画面？ 观看节目之前， 不少人

对节目抱着 “炒作” “博眼球” 的怀疑

态度。 然而， 节目主创与明星嘉宾却难

得地将猎奇话题， 推向了两性关系与婚

姻情感的深度讨论之中， 最终赢得观众

认可。

在 “撒糖 ” “秀恩爱 ” 情感真人

秀、 甜宠剧 “霸屏” 的当下， 爱情的荧

屏呈现似乎因 “工业化” 而变得难以让

人信服、 心生向往。 然而就是这样一档

“离婚真人秀”， 却通过 18 天的新疆之

旅 ， 以三对分处婚姻遭遇危机不同时

期的嘉宾 ， 尝试治愈当代人对于婚姻

的焦虑与不安 ， 消弭他们对爱的恐惧

与怀疑。

已离婚的夫妻相拥而泣， 尚未完全

结束婚姻关系的夫妻却乘上背道而驰的

大巴。 面对这样的最终选择， 有惊喜意

外， 也有遗憾唏嘘。 节目与其说是聚焦

在个体情感走向的追寻， 不如说是透过

观察节目在梳理矛盾、 尝试沟通、 重建

关系的进程中， 令观众或多或少反照自

身的婚姻情感问题。 在 “边骂边看” 与

“玻璃碴里找糖吃 ” 的反复拉锯之中 ，

观众得以成长， 优质情感综艺的精神内

涵与引领性也得到凸显。

偶像剧的结尾，真人秀
的样式，但呈现人性的暖才
是节目赢得人心的底色

很难想象， 一档情感真人秀的 “高

甜时刻” 和 “最大泪点”， 是通过一对

已经离婚伴侣的拥抱来呈现的。 《再见

爱人》 第 13 期收官节目中， 不管是演

播室的观察嘉宾， 还是屏幕外的观众，

都对于演员郭柯宇与章贺的最终选择感

到意外与惊喜， 已经离婚一年、 一再声

称不爱的离婚伴侣温情相拥， 被笑称是

“偶像剧的结尾”。

虽然这个拥抱并不意味着二人现实

中的复合， 却让观众从中读出了二人之

间的释怀与祝福。 对于章贺来说， 在旅

程开始之初， 他反反复复追问的 “我们

过去十年婚姻算什么 ” ， 终于在一句

“我懂” 中找到了答案。 而郭柯宇也不

再消极强调过去是否 “从未有过爱情”，

而是选择卸下心防， 尝试在未来与对方

建立更为积极的沟通模式。 这种体面温

情的结局， 或许也是一种对于 “离婚”

的祛魅， 离婚并不意味着婚姻的失败、

情感的失败， 更不意味要以怨恨与愤怒

面对彼此———如果结婚是为了幸福， 那

离婚也同样可以是为了幸福。

回看 13 期节目， 不乏如此戏剧化

的桥段与形式化的呈现。 不过， 在安排

与设计密织的真人秀之网中， 人性的暖

一点点露出光来。 草原的寒夜里， 朱雅

琼穿着婚纱与身着睡衣的王秋雨拍摄了

一组 “离婚婚纱照”。 蒙古包的黑色骨

架， 此刻似乎成为困住二人的 “情感囚

笼” 意象， 画面中溢满被困在充满裂痕

又互不理解的情感关系中的绝望， 而婚

纱与睡衣， 更构成一组浪漫爱情与生活

现实的对撞。

节目或许有剧本 、 或许有导演引

导 ； 嘉宾或许有人设 、 或许有表演成

分 ， 然而 《再见爱人 》 的难得之处在

于， 不管是 “剧本” 还是 “表演”， 其

通向的不是用廉价的 “狗血” 情节来暴

露婚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制造节目效

果必备的戏剧冲突 ， 以博取流量或是

炮制话题 ， 而是引导嘉宾和观众去发

现 、 理解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 ， 帮助

嘉宾建立更积极的沟通模式 、 更健康

的两性关系。

在既往的社会讨论中 ， 大众对于

“离婚” 二字往往草木皆兵、 讳莫如深。

市井八卦与绯闻秘辛， 往往令人下意识

与 “出轨” “家暴” 这种更具冲击性的

字眼联系在一起。 而这， 反而忽略了沟

通 、 价值观冲突等更重要的 “隐性议

题”。 《再见爱人》 有意规避既往真人

秀 “洒狗血” 的拍摄套路， 尝试引领大

众借由三对明星嘉宾， 完成对 “离婚”

话题的社会认知脱敏过程， 最终通向对

自己、 对婚姻的释怀， 从而实现彼此的

和解、 成全与祝福。

在这个过程中， 颇值得玩味的一点

是， 网友却对嘉宾彼此的 “爱与不爱”、

谁在婚姻危机中负有更大责任， 产生了

极为割裂的两极化评价。 郭柯宇对于婚

姻关系结束的冷静陈述， 在一部分观众

眼中是 “清醒”、 在另一部分观众看来

是 “嘴硬”， 甚至被解读成为 “冷漠”。

而另一边， 有观众认为王秋雨对于朱雅

琼渴望关怀 、 浪漫的言语打压不可理

喻， 但也有观众认为朱雅琼的情感高需

求是 “作”、 是 “任性”， 会让伴侣无力

招架。 如此多样化的解读， 恰恰证明了

情感关系与婚姻的复杂性———没有标准

答案， 也就无从判定对错与输赢。 在网

络的热烈讨论中， 大众对于这一点的认

知越发清晰 ， 也就呼应了节目的点题

“金句” ———爱与分别并不相悖。 破镜

可以不必重圆， 走远的可以不再追回，

但复盘与追问， 却能让为爱所折磨的彼

此弄清原委， 给自己、 给对方， 对付出

的真心一个郑重的交代。

婚姻题也是社会题，
在情感危机中得以窥见都
市人的心理症候

“我觉得这个综艺最大的受益者是

观众。 建议每个被爱情困扰的男女都来

看看。” 《再见爱人》 的豆瓣评分页面

上， 网友 “乌木小苗” 的短评获得了最

高赞。 这也道出节目的价值所在。 作为

明星艺人， 被镜头和观众拿着显微镜检

视的几对嘉宾 ， 或多或少都带着 “人

设” “光环” 而来， 但更多的时候， 他

们愿意诚实面对自己、 袒露真心。 这也

就给了观察嘉宾和观众得以窥见藏在婚

姻危机背后深层问题的机会。

“到底是指责还是帮助， 其实是听

的人来翻译的。” “扩张你成功的标准，

就会发觉你有好多战场可以赢。” “无

效沟通有三个特征 ： 第一个叫人身攻

击， 第二个叫质疑动机， 第三个叫过度

发散。” 回看节目会发现， 嘉宾学者贡

献的金句， 不只是围绕两性情感问题展

开， 其中还包含许多人际沟通与自我认

知的精准剖析 。 这也就令这档情感综

艺， 集纳更多社会议题， 窥见更多当代

都市人普遍共有的心理症候。

比如主持人魏巍执着于有下一代的

本质， 源于一种 “异乡人焦虑”。 远离

家乡来到上海， “为爱奔赴” 的激情过

后， 身为异乡人的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回溯生活经历， 出生于哈尔滨的他， 先

后在北京求学 、 长沙工作 。 长期处于

“漂泊” 状态的魏巍， 折射出不少当代

人的精神困境。 因而一想到婚姻告吹，

魏巍一连用了三个 “退回” 来形容到其

他城市生活的选择。 面对 “身在他乡” 的

身份认知焦虑， 每个人诉诸解决的方式不

尽相同。 而魏巍寄希望于通过生孩子这个

方式， 来与这个城市有更深入的联结， 看

似荒唐， 却也有迹可循。

另一边 ， 佟晨洁抗拒生育的根本原

因， 则来自原生家庭带来的 “童年创伤”。

幼年父母离婚、 父亲再婚生子的经历， 让

她作为子女 “可有可无” 的自我怀疑贯穿

成长始终。 面对魏巍的纯真热烈， 她尝试

扮演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也正是在这样一

段关系中， 她实现着对于童年创伤的自我

修复。 可是对于孕育新生命， 她有着更审

慎的态度。 表面上看， 她的忧虑来自于魏

巍的酗酒与不够成熟， 难以承担起一个父

亲的职责 。 然而更深层次 ， 也有对于自

己能否给予新生命完整家庭与和谐关系

的不安。

至于最初被观众嘲讽为 “铁憨直男”，

不解风情甚至冷面无情的编剧王秋雨， 也

并非生来如此。 对待伴侣言语 “刻薄”，

是父母打压式教育的后遗症， 也是作为

编剧， 生气与活力逐渐被影视界流水线

创作生态消耗殆尽的结果。 朱雅琼一句

“他曾经是一个文艺的人， 如今却成了

一个反文艺的人”， 同样戳中不少中年

人的痛点。

当这一切被节目抽丝剥茧地细腻呈

现， 《再见爱人》 也真正实现了从 “撒

糖” 情感真人秀 1.0 迈向情感观察类真

人秀 2.0 的重要一步： 不急于让艺人嘉

宾塑造一个完美恋人的模板， 也不会因

暴露短板缺陷而招致网友谩骂、 舆论对

立； 不刻意在短暂节目录制中去建立一

种美满婚姻的范式， 只是在开放的讨论

中， 让观众对于健康的两性关系有了进

一步的认知。

而这， 或许就是 《再见爱人》 对于

“好的情感综艺应该是什么样”， 给出的

有益探索。

《鱿鱼游戏》：被“网飞模式”重塑的韩剧
赵宜

《鱿鱼游戏》引发的诸多讨论中，

韩国文娱产业的“文化输出”再次成为
国内评论的焦点话题： 这部突然爆火
的 韩 国 网 剧 在 流 媒 体 平 台 网 飞
（Netflix）覆盖的190多个国家和地
区日播放量登顶， 特别是其在欧美等
影视工业相对成熟市场的流行， 重新
激活了因《寄生虫》获奥斯卡奖而带起
的对 “韩流 ”的讨论热度 。但一方面 ，

《鱿鱼游戏》过度追求感官刺激的倾向
使它在很多国家遭遇文化抵制； 一方
面，它的市场成功背后对韩国文化符号
的简单挪用，又很难被认为是一种文化
意义上的成功“输出”。事实上 ，《鱿鱼
游戏》的背后，是网飞所代表的流媒体
产业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新特征。

《鱿鱼游戏》背后的
“文化输出”问题

新世纪前后， 韩国流行文化强势
进军中国、 日本等东亚国家。 H.O.T

这样的音乐偶像团体和 《蓝色生死
恋》 《我的野蛮女友》 等影视作品在
中国、日本的广泛流行，共同形成了冲
击性的文化产业“韩流”现象。 进入
到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时代后， 韩国文
化产业再次迎来一波高潮：2012 年，

韩 国 网 红 鸟 叔 的 “神 曲 ” 《 江 南
Style》 通过 YouTube 在欧美突然
爆红 ，2013 年电视剧 《来自星星的
你》经由社交媒介“霸屏”亚洲地区。及
至近年来“防弹少年团 ”（BTS）出圈 、

《寄生虫 》获奖和 《鱿鱼游戏 》成为爆
款，“韩流” 基本完成了对欧美大众文
化主流市场的进驻。

韩国大众文化在上世纪 90 年代
被关注， 在 “韩流” 文化影响亚洲和
全球的过程中， 逐渐成熟的工业化运
作和对本土文化符号的精耕细作起到

了关键作用。 正是因此， 韩国的影音视
听产品才能不断进占海外市场。 但这样
的认识却忽略一个前提： 当韩国在上世
纪 90 年代确立了 “文化立国 ” 政策
时， 它面对的本就是一个有限的国内市
场，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文化产业被确立
为支柱产业的同时 ， 也确立了其 “外
销” 亚洲的基本市场路线。 应该说， 经
由 “韩流” 所 “文化输出” 的， 首先并
非是韩国文化产品的附加值， 而来自更
为直接的市场生存需求。

当流媒体巨头网飞在 2015 年开始
介入亚洲市场时， 它在北美和欧洲的用
户增量已达到饱和， 转战亚洲等新兴市
场是其必然选择； 韩国则在 2017 年前
后面临亚洲市场的开发瓶颈， 谋求转向
欧美。同样的合作前提很重要，因为网飞
与好莱坞的激烈竞争态势， 使它的重点
开始重新对准北美； 而韩国文化产业的
“外销”性质，则使这一种路径更容易成
为可能。 这部在题材上和类型上都并不
算太新颖的作品爆红背后， 有一种新的
全球市场逻辑在发挥作用。

流媒体时代的影视产
业全球化

《鱿鱼游戏》引发的诸多讨论的背
后， 是影视产业全球化的需求变化。 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好莱坞文化全球
化， 通常包含两个基本步骤。 首先， 它
依靠具有 “票房炸弹” 效应的超级巨片
占据海外市场， 一如 《泰坦尼克号》 曾
展现出的绝对优势。 除了具有影视工业
的技术优势， 这些电影的叙事逻辑也通
常符合文化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对海外
市场的观众来说没有阅读障碍， 因而显
得具有 “普适性”。 于是， 这种 “普适
性” 的承诺和市场保障会 “引诱” 海外
市场和本土文化参与这一进程， 并成为

好莱坞完成文化全球化的关键部分———

迪士尼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 《阿拉丁 》

和 《花木兰》， 以及新世纪以后的 《最
后的武士 》 等都是这一逻辑运作的结
果。 充满异域色彩的文化差异成了好莱
坞的灵感之源， 将来自不同历史与文化
的故事转译为好莱坞的通行版本再向全
球贩售 ， 成了好莱坞主导的影视全球
化的基本路径。

网飞正在主导的新的影视全球化也
有两个基本步骤。首先，它依靠版权竞争
赢过付费电视网络， 从而争取订阅用户
数量。在进入韩国市场时，网飞就是通过
高额的联合制作经费， 逐渐取得了与电
视台同步播放新剧集的资格， 从传统电
视台那里抢夺第一批用户。其次，网飞在
当地建立办事处进行原创内容的生产。

基于用户订阅的流媒体平台盈利模式，

决定了网飞无法采取好莱坞式的规模化
生产，而更倾向定制服务———在日本，它
的主要业务就是参与动漫电影和剧集的
制作， 并成为全球用户尤其是北美核心
用户能够订阅的节目。新的全球化，已经
从由北美辐射全球， 转向了由全球 “返
销”北美的路径。

被降维的韩国电影和
电视传统

在这一路径的基本框架下，“网飞+

韩剧”模式的特殊性才能显现出来。

网飞与日本的合作开始最早， 而且
已经开发了 《哥斯拉》《机械奥特曼》和
《圣斗士星矢》 等重要IP和成熟动漫作
品，但却始终未有《鱿鱼游戏》般的爆款，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日本本身有
着相对成熟的动漫市场文化， 它的动漫
产品首先是满足“内需”的，因此更不容
易被新的全球化趋势所影响和主导。而
正如此前所分析的，韩国文化产品的“外

销”性质，尤其是2017年以后转向欧美
的突出需求， 决定了它首先要降低本土
文化的接受难度， 并尽快适应新市场的
口味。

因此，一方面，相比网飞与韩剧的前
一次合作《王国》，《鱿鱼游戏》的观看门
槛显然更低， 全球流行的文化阻力也更
小———那些会引发欧美观众理解障碍的
本土历史与文化因素都被剔除了。 至于
主题，经由《寄生虫》和《顶楼》等作品的
集中实践， 贫富阶层的极端对立已经成
为当下韩国影视剧的标配冲突，不过，从
富人家的别墅和等级森严的摩天大楼，

到封闭的游戏空间， 阶层对立的叙事逐
渐离开现实、变得抽象，而能够继续维系
情节冲突的要素， 就成了无处不在的暴
力和感官刺激。 也正是因为空间的抽象
性，富人与权贵戴上了面具、面目变得模
糊了起来， 而阶层间的冲突则转移到了
玩家内部，“人性之恶” 成了对密集暴力
的唯一注解。由此，《鱿鱼游戏》完成了对
韩国电影与电视传统的“降维”过程。

另一方面， 如果对近些年的韩国影
视产品做一个整体观察的话，暴力元素、

阶层问题和对人性恶的抽象描写已经成
为一种标准配方， 而这显然同 2000 年
和 2010 年前后的韩剧形象都截然不
同。 看来，当转向欧美时，韩剧也果断完
成了“变脸”。 新的全球化正在塑造韩国
影视剧的新形象。

可以看到的是，在《鱿鱼游戏》与网
飞的合作模式中， 一种新的文化全球化
路径已经被显露出来。 相比曾经的好莱
坞模式， 这一路径既依赖欧美以外的文
化市场， 又更深刻卷入这些本土的影视
工业，它的影响因此显得更加隐蔽。事实
上，若非《鱿鱼游戏》突然“出圈”，这一变
化的影响本不会这么快地暴露出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
院副教授）

《鱿鱼游戏》在流媒体平台网飞覆盖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播放量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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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爱人》不急于让艺
人嘉宾塑造一个完美恋人的
模板， 也不会因暴露短板缺
陷而招致网友谩骂、 舆论对
立； 不刻意在短暂节目录制
中去建立一种美满婚姻的范
式，只是在开放的讨论中，让
观众对于健康的两性关系有
了进一步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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