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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曾夜宿南京路的部队，
后来奔赴长津湖战场

爆款综艺需实现价值底色
与文化自信的双重抵达

荩11 版 ·文艺百家

毕加索的遗产：悖论与迷题
写在毕加索诞辰140周年之际

荩12 版 ·艺术

后流量时代，如何转型成为真正的
演员，是摆在所有想要进入影视领域的
“流量明星”面前的一道课题。

转型的路径有很多。

比如明星团队懂得挑选剧本，找到
和自身状态相适配的角色。 李易峰出演
《隐秘而伟大》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顾
耀东是一个成长型角色，大学毕业进入
国民党警局，热血而莽撞，执着而懵懂，

然后慢慢转变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 这样一个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

让演员在扮演角色的同时也跟角色一
起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又比如创作团队为明星配备足够
强大的配角阵容，能够在表演上起到带
动作用。 爆款甜宠剧 《你是我的荣耀》

里，杨洋的表现比起《微微一笑很倾城》

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此。 当他和王诗槐、郑晓宁、潘粤明等
演员演对手戏时，能够明显看到他整个
人都自然起来 ， 甚至有了生动的微表
情，而不再只是一个脸上写满了 “我怎
么这么好看”的行走的雕塑。

但无论哪种路径都有一个重要的
前提，即明星和明星周围的人对于当事
者的表演能力有足够清晰的认知。 但这

恰恰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

对于明星来说，长期处于粉丝无底
线赞美的包围圈里， 很难不自我膨胀。

有一个现象令人关注 ：近年来 ，只要是
流量明星出演的影视剧，弹幕上就会刷
出一水儿的 “某某某可以演好任何角
色！ ”“某某某塑造角色的能力太强了！ ”

“某某某总是把角色吃得透透的！ ”“你
永远可以相信某某某的演技！ ”像是有
一套话术范本，只需要更换明星的名字
便可以复制黏贴。

其中的悖论在于，很多偶像出道的
流量明星 ， 在演技上是存在明显不足
的。 网友为此专门发明了一句话：有一
种演技，仅粉丝可见。

眼面前的例子，是热度颇高的网剧
《一生一世》的主演任嘉伦。

《一生一世》和另一部热播网剧《周
生如故》是接档播出的姐妹篇 ，两部剧
集都来自网络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

分别改编了小说的古代和现代部分。

《周生如故》是古代部分，主要负责
虐———自愿放弃王位继承权并在朝堂
立誓不娶妻、不留后嗣的小南辰王周生
辰，和尚在腹中时便被指婚给太子的世
家之女漼时宜，注定了是一段宿命般双

向奔赴却爱而不得的虐恋纠缠。 最终周
生辰被处以剔骨之刑 ，留下血书 “辰此
一生，不负天下 ，惟负十一 ”，漼时宜在
大婚当天身着嫁衣从城楼一跃而下。

《一生一世》是现代部分，主要负责
甜———配音演员时宜和化学教授周生辰
在茫茫人海中相遇，这一世，再也没有什
么能够阻挡他们相爱了。

之所以拿任嘉伦做例子， 并不是因
为他真的毫无演技。事实上，无论是此前
的《锦衣之下》还是《周生如故》，都显示
出他在古装偶像剧这个类型中的优势。

首先是扮相。 当年“天涯四美”能够成为
一时佳话， 就是因为男演员能够扛住古
装扮相考验的少之又少， 而任嘉伦就是
新一代偶像艺人中为数不多者之一。 古
装凸显了他眉眼之间的英气， 跟曾经的
TVB 男星江华颇有相似之处。 其次是眼
神。小南辰王自不必说，《锦衣之下》中的
陆绎作为锦衣卫首领， 也是心机深沉不
苟言笑的设定，七情六欲不上面。任嘉伦
却能用一双眼睛演绎出情感的复杂与幽
微，说他是“眼技派”，不算尬吹。

但时装剧一直是任嘉伦的短板。 这
一点在今年较早时播出的《乌鸦小姐与
蜥蜴先生》和《不说再见》中已经表现出

来，此次因为《一生一世》和《周生如故》

是联动播出，对比就更加明显。 观众最
直观的不适感来自台词。 任嘉伦的古装
剧都是采用配音 ，到了时装剧里 ，或许
是为了体现出生活质感， 便采用原声。

但是， 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偶像艺人，任
嘉伦的原声台词有明显的气息不稳，很
容易让人出戏。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
古装剧难在扮相，时装剧则对表演提出
了更高要求，因为后者在剧情上更加生
活化。 而时装剧里的任嘉伦，一方面失
去了扮相上的优势，在准确拿捏人物情
绪、表现人物行为逻辑上似乎也没什么
有效的办法，在古装剧里被视作加分的
高冷范和偶像感，到了时装剧则成了一
种表演上的固化和不接地气。

然而问题来了：在戴着滤镜看剧的
粉丝眼里 ， 这么明显的缺陷统统不存
在。 《一生一世》开播之后，每一集都被
粉丝盖上了各种各样的戳：共情能力好
强！演技越发精进！原声跟角色太配！一
任千面果然名不虚传！

“仅粉丝可见 ”的演技如同皇帝的
新衣，只会让人产生幻觉 ，每一个希望
在演技上有所突破的流量明星，都应该
对此保有足够的警醒。 从事表演事业，

如果不能通过提升演技实现自己在表
演领域的主体价值，只能作为一个被注
视和消费的客体———而这条路注定走
不长久。

当然，演技上的精进除了依赖于明
星的自觉，也需要好的作品。而粉丝滤镜
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屏蔽缺点，也屏蔽优
点。 当观剧过程形同偶像和粉丝的见面
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眼睛真好看”“鼻
子很迷人”“下颌线比我的人生规划还要
清晰”“这颜值是偶像剧的天花板无疑
了”，其中的潜台词是：剧好不好不重要，

有没有演技不重要， 看我家爱豆的脸就
行了！这一套逻辑，很容易使得制作公司
和播出平台把宝押在流量明星身上，为
粉丝定制剧集，降低了对剧本的要求。如
此又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粉丝只能尬
吹自家爱豆的演技， 因为剧情和角色实
在没有可供讨论的空间。

仍以《一生一世》为例，尽管有原作
者亲自下场改编，该剧在人物塑造上仍
然有很大问题。 依据小说的描写，这一
世的周生辰除了是化学天才之外，还有
一个身份是避世不出但能影响国家经
济走向的豪门家族唯一合法继承人。 因
为自幼丧父 ， 家族管理权暂时交给叔

父，时宜与他相识时 ，他正在布局从叔
父手中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情节听上
去很扯，但小说至少给了他一个符合身
份的性格特征：人狠话不多。 到了电视
剧里，周生辰身份没有变 ，为人处世却
是呆萌纯情一派天真。 这样一个从设定
上就拧巴了的角色，又能给演员多少锤
炼演技的空间？

从个人事业发展来说，唱跳明星涉
足表演能够拓展自己的舞台；就产业发
展而言，起用自带流量的明星可以为影
视作品引流 ，扩大影响力 ，这些都不是
坏事。 但是，既然进入到表演领域，就应
该接受演技层面上的考量，无论是明星
还是影视内容生产者都需要认识到，通
过演技和作品获得的流量才是真正高
质量的、可持续的流量 ；只有好演技和
好剧本才能实现相互成就。 对于明星来
说，一味沉浸于粉丝滤镜 ，终将昙花一
现， 让粉丝看到自己没有原地踏步，而
是一直在往前走，这是“偶像”的意义所
在；而对于影视剧创制者来说 ，今天的
观剧模式确实使得观众能够越来越多
地影响创作者，但今年以来的诸多案例
已经表明，创作者同样可以也应该引导
观众。

有一种演技仅粉丝可见
盐水棒冰

以“女性”“轻喜剧”为标签的非典型

谍战剧 《霞光》 首集收视率实现 1.7 的

“开局脆”。 该剧以日常叙事介入谍战故

事，“小切口” 呈现 1945-1949 年之间的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凸显谍战剧的生活

美学气息， 在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反复

调和， 探索谍战轻喜剧的修辞方式和叙

事策略。在此基础上，《霞光》尝试深化中

国革命信仰的影像化阐释， 开拓新时代

中国精神的传播路径， 以此实现主旋律

影视剧的创新表达。

城市底蕴与情感
诉求：符合生活美学的
日常表达

大连这座城市承载着近代中国革命

的历史记忆， 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曾经

留下的奋斗足迹。抗战宣告胜利，大连成

为中国大地上唯一的特殊解放区， 中央

计划成立大连市委以及民主政府。 《霞

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叙事，

无处不在的“大连元素”勾勒出极具东北

韵味的市井画卷。 为了复原真实的城市

景观，从高大霞家的院子到街道的建筑，

观众能在荧屏上看到大连的地标性建筑

如老青泥洼桥、苏联楼、南山小洋楼、寺

儿沟等。同时，大连的特色食品如海麻线

包子、油煎焖子、海鲜等，以及“血受”“刺

锅子”“挽霞子”“咪咪嘎” 等地方方言的

使用， 都充分还原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充

满浪漫气息的大连城市底蕴。

可贵的是， 这些视觉元素并非割裂

式地单独存在， 而是巧妙地缝合进故事

之中，使历史记忆与谍战叙事相融。如吴

妈潜伏在苏联楼屡次破坏傅家庄与苏联

的接洽工作， 国共两党都想抓捕的日军

高官石田元三藏身于寺儿沟， 麻苏苏在

傅家庄为人民安置南山小洋楼时从中作

梗， 敌方特务用包子装化学品以引爆兵

工厂，高大霞依靠一句“血受”的俚语方

言识破方若愚的敌特身份等。可见，通过

城市景观的重塑和文化记忆的寻根，《霞

光》带领观众感受浓郁的地域文化、人文

精神以及参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先辈

们在这块热土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场域，

《霞光》 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谱系铺展

开来。 他们不像《潜伏》《伪装者》《悬崖》中

的传统特工形象， 陷入无休止的偷情报、

生死考验、辨别敌我等惊心动魄的博弈之

中，而是真实地追求情感，平衡自己的状

态，充分显示电视剧的生活美学诉求。 恨

嫁的“大龄剩女”高大霞，时常把找对象挂

在嘴边，在和傅家庄经历过误解、博弈、生

死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恋人；寡妇

“嫂子”刘曼丽，一心追爱，“撩”完傅家庄，

“恋”上杨欢，尽管结局悲惨，但过程是“颜

控”妇女的“欢乐多”；心狠手辣的麻苏苏

爱上方若愚却几次三番被拒绝，上演一出

“女追男”的尴尬戏码；长相丑陋的甄精细

和大令不打不相识， 成为敌方特工队的

“门当户对”；一心向党的“白毛女”袁飞燕

暗恋傅家庄，甘愿住进小洋楼为傅家庄破

“闹鬼谣言”；小跟班高守平因为高大霞和

万德福的关系，胆战心惊地和万春妮处对

象； 与我党同盟的苏联高级指挥官安德

烈，热情地追求袁飞燕。 可以发现，《霞光》

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一边“谍战着”，一边

“追爱着”， 寻找精神慰藉和内心愉悦，在

特殊年代追求自我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以

强情节为核心的谍战剧平添一种朴素的

生活美学。

反套路与复合性：
“谍战轻喜剧”的类型
探索

传统谍战剧如《潜伏》中的翠平、《和

平饭店》中的陈佳影、《伪装者》中的明镜

大姐等女性形象，要么刚柔并济、要么足

智多谋、要么魅力四射，这也形成了观众

对谍战剧女性的“刻板印象”。 而《霞光》恰

恰以“反套路”的错位形式塑造了“高大

霞”形象，我们可以统称为“女英雄的多副

面容”，她或是被委以重任的“老革命”，或

是开启邀功模式的“演讲小达人”，或是充

满“彪”气、爱管闲事的“文工团指导员”，

或是假扮“老姨”潜入敌营的“冲锋女英

雄”。 尤其是为了帮助生死未卜的大哥“保

住”嫂子刘曼丽，她甚至考虑和傅家庄假

扮恋人。 同样是“假扮”的戏码，《悬崖》中

的周乙和顾妍秋步步为营、 九死一生，而

《霞光》中的高大霞则略显儿戏，这与观众

对女英雄形象的常规印象形成反差，营造

一种喜剧情境，产生“笑料”。

这种“反套路”的喜剧叙事也表现在

国名党特务“甄精细”身上。 与常规情境

下深谙世故、精于算计的敌特形象不同，

甄精细是一个典型的“丑角”形象，这种

丑角化一方面通过长相丑陋、 行为迟钝

的形象特征与其国民党特务身份贴合，

另一方面角色所呈现出的 “随时暴露身

份”与故事世界中老姨、老姨父等人都在

尽力潜伏形成外在张力。 围绕甄精细所

设计的抢喝药酒、装错窃听器、暗杀中偷

懒等一系列真不“精细”的情节，都以形

象的“糗事”来营造喜剧效果，创新谍战

轻喜剧的艺术形式，拓展喜剧叙事。这在

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特务的 “破坏”“暗

杀”行为予以讽刺，从而让观众重新审视

这段历史。

事实上，不管是依靠“丧钟敲响”行

动获得抗日转机的《伪装者》，还是利用

“假夫妻”关系制造情感矛盾的《悬崖》，

抑或是通过情报员的牺牲凸显信仰的

《风筝》， 观众仍然希望在荧屏上看到中

国共产党人与敌特斗智斗勇的经典桥

段，这是谍战剧最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

《霞光》将视角聚焦于“谍战轻喜剧”的类

型探索上，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这既是

对抗固有的常规叙事的创新之举， 也是

应对谍战剧创作巅峰之后进入“瓶颈期”

的策略之一。

显然， 该剧不仅营造充满智力在线

的各种“危机考验”，而且也制造引人深

思、发人深省的“笑的精神”，试图挖掘谍

战轻喜剧严肃与娱乐并存的“复合性”特

质。 比如“万德福是大姨”这条暗线即显

示出谍战与喜剧的“复合性”。 为了追求

高大霞， 万德福被嫂子刘曼丽忽悠了一

台“戏匣子”，阴差阳错地差点成了自己

女儿的“姐夫”，与高大霞交谈时总是含

蓄害羞、眼神躲闪，让人啼笑皆非；但最

后身份暴露、悬念解开，观众发现万德福

才是杀人如麻的“大姨”，这使整条叙事

线兼具轻松诙谐与紧张悬念， 也暗示特

殊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的艰

难不易及其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同一屋檐下”的格
局：革命精神的延续与
感召

在生活美学和谍战喜剧交织的革命

历史大背景中，《霞光》 创造性地建构了

一种“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将高大

霞、傅家庄、方若愚等人聚集在同一空间

中，通过人物之间的纠葛、较量，显示革

命精神的延续与感召， 从而呈现作品的

精神力量和审美价值。

一方面， 革命同盟高大霞和傅家庄

住在高家的院子里， 高大霞受到傅家庄

的精神引导， 显示从小人物走向大英雄

的“成长型”叙事。 高大霞和傅家庄一开

始是以互相认错身份相识的， 傅家庄经

李云光介绍住进高家，与高大霞在误解、

矛盾、生死考验中感情升温。 其中，傅家

庄与敌特斗智斗勇， 顺利完成我党与苏

联之间的接洽工作， 委托万德福调查高

大霞以破除其“汉奸”猜忌，分配小洋房

让百姓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积极完成《共

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任务、破

坏敌人利用通用券扰乱大连金融市场的

计划，用生命阻止爆破瓦解“龙兵过”行

动等， 傅家庄所有的利他行为和精神信

仰都被高大霞内化为自身的革命理想和

价值观， 她逐渐成长为一名为无产阶级

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因此，傅家庄

是高大霞坚定信仰、 敢于与国民党周旋

和斗争的“领路人”，也是革命道路上披

荆斩棘的“忠实伴侣”，他丰富的人生阅

历和先进的思想意识指引着高大霞完成

蜕变，这种革命精神的内在延续正是《霞

光》的可圈可点之处。

另一方面， 革命对立阵营的方若愚

和高大霞明争暗斗， 他们阴差阳错地住

进了小洋楼，他们互相监视、博弈，最终

方若愚在高大霞的精神感召下 , 一起阻

止国民党的阴谋， 彰显从敌方走向我方

的“转变型”叙事。其实，高大霞和方若愚

之间“敌明我也明”的叙事线索，既是《霞

光》浓墨重彩的叙述方式，又是提升作品

精神空间的点睛之笔。 全剧以高大霞捡

到方若愚的钥匙开篇， 以方若愚与高大

霞握手言和并委托其照顾女儿袁飞燕收

尾。 高大霞一次次识破方若愚的阴谋诡

计，指认他是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特务，

与他当面对质绑架行为， 认定他是鲜花

炸弹的幕后黑手， 与他开展搜寻日本军

火的争夺赛，向他审问调换档案之事，拆

穿他进入物资公司的真正目的， 认出他

暗中写的“反动标语”等。 方若愚则以逃

避、 迂回、 否认的方式竭力隐藏自己的

“老姨父”身份。最终，方若愚认识到国民

党一直在“画大饼”，想到自己当初参加

国民党也只是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并

不想害任何人， 同时在高大霞等人的精

神影响与信仰感召下， 他帮助高大霞摆

脱困境，获得自我的超越。

《霞光》以朴实无华的生活美学、寓

教于乐的叙事方式， 让当代观众看到了

先辈们英勇奋斗、坚定前行的精神图谱。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

艺术学博士）

《霞光》：
反套路轻喜剧突围传统谍战剧类型叙事

艾志杰

作为一部非典型谍战剧， 城市景观的复建与人物情
感的表现尽显朴素的生活美学，以“反套路”的叙事模式
与“复合性”的内在机制书写谍战轻喜剧的修辞策略，创
造性地建构一种“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实现中国革
命精神的弘扬与感召，拓宽了谍战类型的叙述模式。

观点提要

▲佟丽娅饰演的高大霞， 在和陈昊饰演的傅家庄经历过误解、博

弈、生死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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