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基地》在星际往来大背景下，浓墨重彩渲染人类社会内部的奇观

第一批移民基地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追随且
信仰的哈里·谢顿是个智多而近妖的老狐狸，为
了反抗被控制的命运，塞佛·哈定孤身驾船往星
辰大海中寻找解决之道。 138 年后，哈定从休眠
中醒来， 见到了和她同龄的母亲盖尔·多尼克。

至此，《基地》第一季完结。

仅仅是复述这段内容， 读过阿西莫夫小说
原作的人们就会意识到这部电视剧开播至今 、

不断挨骂实在是不冤。 除了借用小说《基地三部
曲》里一部分角色的名字，电视剧《基地》和原作
小说是两个平行宇宙， 是主角们用多少次飞船
跃迁都无法联通的两个世界。

这部事先张扬的大制作把燃烧的经费烧在
肉眼可见的地方，星际往来的大背景下，浓墨重
彩渲染人类社会内部的奇观。 如果这是一部完
全原创的剧集，它不算太难看，无非把科幻当作
浮夸史诗剧的新容器。

可是， 顶着 “改编自阿西莫夫 《基地三部
曲》”的名号，原作文本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货不
对板的剧集《基地》牵扯出当下科幻改编中的困
境：面对诞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科幻文本，用新
的叙事和新的剧作观念来重构经典， 那么经典
的原文本和当代呈现之间，它们能无缝对接，还
是在龃龉中超越？ 无论如何，总不能是风马牛不
相及。

《基地》片头的第一个画面是被风化的巨大
雕像，它展开了一个时时刻刻提醒观众“人之微

小”的世界。 在盖尔·多尼克的家乡，窄小的船屋
浮在漫无边际的海上；盖尔初到川陀星，第一眼
看到皇帝克里昂一世仿佛顶天立地的全息图
像；第一批移民抵达基地星时，发现那里悬着一
扇庞大的石门，散发不许任何人靠近的磁场；克
里昂一世的克隆人、“正午”皇帝踏足少女星，在
恢弘的神庙里，不可一世的皇帝渺小如蝼蚁；还
有克里昂帝国的皇宫，墙垣高耸，阳光无法直射
行走其间的身形， 这座新艺术风格的圣殿因为
过分恢弘和空旷而让人感到窒息。

在视听的直观层面 ，电视剧 《基地 》就已经
和原小说分道扬镳。

《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 组成的
“基地三部曲”， 是先后时间跨度 400 年的一系
列的中短篇小说的集合。 《基地》的情境大量来
自二战之后经济腾飞的美国， 作家没有刻意地
构建奇观的世界。 在第一部《基地》中，他用寥寥
数语交代乡下青年盖尔·多尼克被川陀的车水
马龙惊呆了， 此后便几乎不再出现正面的场景
描写。 他写到了战争，但星际战舰对抗的场面完
全被略过了。 在“基地三部曲”的故事里，他创造
的“硬科幻”是在看似日常的情境里写远离日常
的经验。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形容 《基地三部曲》“借
科幻的躯壳探讨社会学议题”“适于从美国历史
和政治生活的层面探讨， 而不是拘于科幻类型
小说”。 他承认小说创造的“飞船跃迁”“小到能

拿在手里的核能装置” 这些在当时被认为刻奇
的细节让年少的他感到兴奋，但“它们在阿西莫
夫的写作中都是不重要的细枝末梢”。

《基地》第一季 10 集，剧集对小说文本所作
的大刀阔斧的改造，借用克鲁格曼的措辞，关心
的全是不重要的细枝末梢。 《基地》整 10 集，涉
及的内容和时间跨度仅限于最前的两则短篇
《心理史学家》和《百科全书学者》。 编剧紧跟时
代潮流，多快好省地把这两个短篇的主角盖尔·
多尼克和塞佛·哈定设定为黑人女性。 小说中的
盖尔是个小地方出来的书呆子， 哈定被强调的
是谋定而动的实用主义者胆略， 性别和种族的
因素在这两人的身上存在感稀薄。 性别和种族
的滑动或改变，不会对叙事产生本质的影响，编
剧改动人设，仅是表态的需要。

试图面面俱到地迎合各路观众， 编剧团队
像缝百衲衣一般，把“人工智能的自由意志”“克
隆人的伦理”“种族屠杀”“恐怖主义”“受害者成为
加害者”“杰出的少数族裔女性”这些时代议题缀
连一起，什么都聊一点。铺陈了许多冗余的情节，

改编却回避了原文真正“硬核”的部分。

就像克鲁格曼总结的，阿西莫夫的“基地三
部曲”是作家以通俗文体表达对社会变更、政治
博弈和历史进程的思考。 《心理史学家》《百科全
书学者》《市长》《行商》《商业王侯》和《将军》这
些言简意赅的短篇里，阿西莫夫写思辨的交锋，

写不同观念的此消彼长， 写文明进程的两种不

同速度。被当作“人类文明
火种” 的基地， 不过是在

300 多年的时间里加速度
地重演一遍银河帝国的漫
长堕落史。

“基地三部曲”为之后
半个世纪里的科幻小说创
作圈定了母题和原型。 这
使得“基地”系列小说既具
备恒常的现代性、当代性，

却始终难于被影视化。 这
个文本是关于历史进程中
人类行为和精神现象的隐
喻式提炼， 思辨的艺术要
被转化成具象的影视再
现，本身就已经很困难。更
进一步， 阿西莫夫的文本
在推进过程中持续流露着
一个怀疑论者的悲观：人类有可能塑造历史吗？

人类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

一部搁置了常规正派反派对抗模式的小
说，改编却回归通俗又肤浅的路径，老调重弹关
于“反抗邪恶权威”的童话。 帝国的命运和基地
的命运成为宇宙两头呼应的螺旋， 不断被克隆
的克里昂遭遇了“暗暗的颠覆 ”，基地的人们不
满于沦为“谢顿计划”的工具人 ，试图从源头揭
开秘密并从中挣脱。 英雄和恶人对峙的框架里，

杂陈着现代社会焦虑的议题。 与这些浅尝辄止
的剧八股相呼应的， 是场景和空间设计的无节
制的堆砌， 从张扬着装饰艺术风格的宫殿到赛
博朋克的底层社会， 从远离现代文明的前现代
部落到宇宙尽头的冷酷仙境， 景观和议题一起
成为组装的奇观。

这部浮夸却平庸的太空歌剧，如果不是叫《基
地》，倒不失为观众制造了一个可以暂时逃入的“假
借科技名义的幻想世界”，也是一种“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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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却平庸的美剧《基地》
是欺世盗名的快消品

试图面面俱到地迎合各路观众，却回避了原文
真正“硬核”的部分

柳青

▲ 《扬名立万》实际上是一种限定时空的悬疑推理电影类型

《扬名立万》这部由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导演
刘循子墨执导，没有大牌演员的电影，成为近期
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 也激发了不少来自行业
内外的关注。 截止到 12 月 2 日，《扬名立万》已
取得了将近 7 亿的电影票房， 这对于一部投资

5000 万上下的中等成本的影片来说，已属于非
常难得的佳绩。各网站也给出了较高的评分，豆
瓣评分 7.6 分，高于多数国产电影。

严格来说，《扬名立万》 并不是一部完美的
作品， 最大的短板是视听方面的薄弱和电影感
的不足。 如果以 10 分为满分，那么它的视听语
言只有 6 分左右，表演达到 7 分，剧作则可以拿
到 8 分。 而它在票房和口碑两方面获得的肯定
也启示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一定要在剧本上下
功夫；而体会和满足当下观众的内心情感需求，

才能最好地判断什么样的类型或跨类型电影会
受到观众的青睐。

剧本：
密室推理与“戏中戏”格局

鉴于影片在前期宣传时采用的策略， 很多
人在讨论《扬名立万》时都会提到 “剧本杀”的
概念。 “剧本杀”作为疫情后兴起的新兴娱乐方
式 ，在年轻人群体中 ，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已部
分取代了传统的饭店聚餐、 卡拉 OK 等社交方
式、成为很多年轻人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之一。

不过， 影片只是在外在的推理形式上和 “剧本
杀”有相同之处，即在封闭的空间里，完成集体
推理和真相的发现 。 但从类型上看 ，《扬名立
万》 实际上是一种限定时空的悬疑推理电影类
型，这种类型在多年前即已存在，且电影结构和
“剧本杀”轮流推理的方式不尽相同。

限定时空式悬疑片顾名思义， 即以悬念为
主导、并采用限定时空叙事。影片主要场景发生
在封闭的空间，诸如密室、固定室内空间、孤岛、

火车车厢、偏远小镇 、极端气候的某个封闭小
屋等等。 此类电影叙事基本符合戏剧的“三一
律”，即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
性。 典型作品诸如《十二怒汉》《东方快车谋杀
案》《登堂入室》《利刃出鞘 》等 ，多以群像方式
塑造人物，情节发展注重室内权力关系的争夺
和变换。

该类型电影虽然在封闭式空间上与舞台戏
剧有某种相近之处， 但不同于舞台戏剧的固定

空间， 而是主要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来推进故事
节奏，同时，电影需要三个方面达到推理节奏的
完成 ：情节结构的反转 （剧本基础 ）、人物表演
的戏剧张力（表演）及视听语言的节奏（导演）三
方面的元素来完成影片的悬疑感。 而空间上环
境的局促限制，能够更加调度观众的紧张心理，

如临现场，达到情绪上的高度共鸣。

《扬名立万》完成度最高的是情节结构的反
转，而这正是借由剧本的出色达成的。 “一部电
影的诞生”是该片的开始，也是全片的主线，由
此营建了一个特别适合讲述该类型故事的密室
环境———当别墅的门锁落定的时候， 片中的电
影投资人陆子野成为密室的制造者， 他制造这
个密室是为了拍摄一部技惊四座的卖座电影
“三老案”，而“三老案”的谜团也成为电影的戏
中戏；片中的编剧李家辉是侦破者的角色；在故
事发展过程中来到现场的嫌疑犯齐乐山， 占据
了权力反转的主要位置， 故事中重要的二重反
转都与他相关， 甚至齐乐山才是戏中戏的真正
创造者———他编造的故事让一群人深信不疑，

直到数年后才真相渐显。

作为一个以悬疑内容为核心的电影故事，

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讲述的方式，《扬名立万》

在结构上是两种电影类型的糅合———犯罪和喜
剧， 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众人合谋拍摄电影的故
事， 把破案的过程隐含其中并逐渐放置到台面
上。 故事的外层是如何根据“三老案”这一真实
事件打造一部高票房电影， 这一层人物的互动
是以喜剧为核心的；里层是案件的核心，以犯罪
推理为核心，在《扬名立万》里作为犯罪故事的
三个核心人物犯罪者、受害者、复仇者（侦破者）

也是复杂交叉的关系： 受害者三老本身也是侵
害少女案的实施者，“三老案” 的犯罪者齐乐山
也是复仇者。

表演：
群像的戏剧性及尺度拿捏

从《扬名立万》作为推理悬疑片的类型完成
来看，群像人物复杂，更加推动了情节的扑朔迷
离，危机之中，不仅是主要权力关系的变化，也
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峙、立场的转换。该片
群像化人物塑造的方式像是综合了经典影片
《十二怒汉》和《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特点：《十二
怒汉》通过多人对一个案件的讨论、分析，来推

动情节的进展，犯罪事件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

而是突出成员互相之间的戏剧冲突；而《东方快
车谋杀案》犯罪事件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带着秘
密在隐藏自己的身份，因而充满了张力。 《扬名
立万》做不到像这两部电影那么典型，因此达成
了一种综合：讨论案件的同时，也在群像人物之
间的戏剧性上下功夫；塑造人物的同时，也注意
到不同人物之间关系的转变和发展。

群像式表演成功与否建立在两个方面。 其
一是演员的表演能量能够互相协调： 既不能让
某一个人过于突出，也不忽略任何一个人。其二
是非单人构成的群体关系链的集中变化， 能够
与前面伏笔呼应， 诸如喻恩泰扮演的导演在关
键时刻还给关静年的那一巴掌。

由于空间限定， 因此人物几乎都由特写和
中近景塑造完成， 这让观众对演员的表演观察
得更为细致，也就对演员表演的尺度要求更高。

八个演员中， 在表演风格上， 尹正略带一点夸
张，但也不过于激烈，突出他扮演的编剧李家辉
作为侦破和发现者的视角， 常常在气焰上压过
其他人。 张本煜扮演的齐乐山作为犯罪嫌疑人
是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他基本是本色出演，没有
太多的渲染和情绪，但也是立得住的。邓家佳扮
演苏梦蝶，较为中庸平和，演绎出了民国时期女
演员的某种状态，算是不偏不倚，但不出彩。 其
他几个角色处理得略为符号化和脸谱化：制片人
陆子野、导演郑千里、演员关静年、功夫演员陈小
达，他们的表演偏重完成剧本角色的功能性，但角
色的韵味和人性的复杂性表达得不够。

特别值得一说的反倒是戏份不多的另外两
位演员。秦霄贤来自德云社，在片中扮演小警察
大海，他本身在电影一开始存在感不高，但关键
时刻演出了这个角色命运不可控的悲剧性，并
在悲剧结局来临时仍然把控住喜剧的节奏。 另
外一个是老演员、扮演“黑衣人”的余铠磊，他的
表演方式和其他演员有所不同，偏重自然派，他
一出现，感觉和其他演员略带夸张的喜剧风格，

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对比， 而这种对比显得其
他演员演技都有点浮夸了。 这意味着导演对影
片表演风格的全局控制上， 多少有点割裂和尚
欠火候， 在演员的整体调度和演绎上，《扬名立
万》很难和《十二怒汉》等电影相比。

情感：
温情结尾满足观众情感需求

《扬名立万》表面上是商业化犯罪喜剧电影
的类型电影， 但内在情感对应了当下的社会议
题：疫情期间，我们多多少少与封闭空间有更多
的关联和体验，如剧中人一样，也在密室中寻找
出口或等待复归日常；而最后的温暖反转，则给
予观众情感上的抚慰和正面情感需求的满
足———发现“杀人犯”出于对女孩的保护编造了
一个故事，这结局震撼了剧中人，也让观众的情
绪得以释放，而经历了将近两年疫情时光的观众，

确实需要更多温暖的慰藉。 电影的剧作也有细
节上的温暖，比如结尾那只伸出去又缩回的手。

整部影片由此最终呈现出既复古又现代的
调性， 在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电影银幕上留下
了印记，犹如片尾那张陈列在照相馆、无人认领
照片的在场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
教授）

崔辰

《扬名立万》的启示与不足
近期，抖音上一位名为“张同学”的视频博主火了。 凭借对

乡村生活的点滴记录， 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涨粉达到
1085 万。 这位青年生活在辽宁营口的农村，其拍摄没有明确主
题，从抓鱼喂鸡干农活，到唠嗑赶集炒剩饭，不过是再简朴平淡
不过日常，却让网友留下“不羡鸳鸯不羡仙，只羡大哥每一天”

的感慨。 连人民网都呼吁更多“张同学”出现，用专业的技术去
记录真实的中国，让乡村生活走到观众面前。

有业界人士将其视为“低配版李子柒”，认为尽管两人视频
风格大相径庭，但无论是李子柒“山水田园”的诗意呈现，还是
张同学“怀旧乡村”的真实记录，都唤起人们记忆深处的乡愁情
结。 不过，之于行业，张同学的走红则引向了另一个话题：昔日
质量良莠不齐、饱受争议却拥有庞大市场的“土味视频”是否正
迎来发展的转折点？

“土味”是什么味，“乡土味”还是“土俗味”？

不管你知不知道“土味视频”，你都一定看过“土味视频”。

所谓“土味”，既指“乡土味”，即拍摄题材和拍摄对象主要围绕
乡村、城镇展开；也指的是拍摄风格和表演风格的“土俗味”，没
有专门的服饰场景， 非专业演员的表演不是极尽夸张之能事，

就是僵硬木讷到让人摸不着头脑。 由于很难被明确归类定义，

其所呈现的内容包罗万象———它可以是一段展现乡村民俗的
手机直拍； 也可以是一群身着夸张服饰的精神小伙舞上一段
“花手”；它还有可能是一段微缩版家庭伦理大戏，一分钟浓缩
40 分钟的电视剧情节……

“土味视频”的诞生，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
降低视频创作的门槛，鼓励大量非专业人士成为创作主体的结
果。不管是抖音的“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快手的“用生活回答每
一种生活”，从平台的品牌宣传语就能窥见，平台对于普通人参
与内容创作的引导方向。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名数量破十亿，短视频用户规
模已达到了 8.88亿。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陶赋雯
认为，流媒体时代，视觉裹挟着人们的认知，以影像呈现所见即所
想所感，成为普通人投身视频创作的理由。

而这之中，四五线城市及乡村市场是关键增长点。 由于农
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 由此
也就不难理解，以小镇乡村用户为创作主体的“土味视频”在
互联网平台的活跃程度。 伴随几年发展，“土味视频”不仅催生
了“Giao 哥”“手工耿哥”“华农兄弟”等一批“土味视频”网络红
人，也诞生了一批如 “双击 666”“老铁 ”“家人们 ”的网络流行
语。 甚至，在微博、豆瓣等其他社交平台，还出现了专门搜罗
“土味视频”的自媒体账号，凭借转载这类视频也能坐拥百万
级粉丝。

“土味”缘何上头？参与一个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不能回避的是，“土味”这一命名，带有自上而下的俯视意味。

由于场景简单、风格粗糙、表演夸张、拍摄手段业余，让“土味视频”最初被打上了“土俗”的标
签。 而作为新生事物，其爆发增长初期对于流量的狂热追逐，也致使一批卖惨、浮夸、低俗的内容
掩盖了质朴真诚之声，令其一度与受众猎奇心理、审丑狂欢画上等号，引发大众的反感。 不过近
期，由于政府监管引导、平台过滤和市场选择的多管齐下，“土味视频”正悄然发生变化，以“张同
学”等代表的网络红人走向舞台中央。 人们也开始渐渐意识到，“土味视频”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
的关键，是其将互联网影像表达的话语权，重新交还给了普通人。

“‘土味视频’得以让我们参与一个普通人的‘高光时刻’！”陶赋雯认为，“土味视频”让人上头
的原因之一，是其作为文化消费品提供的“替代性经验”，成为个体情感延续与自身记忆的完型和
补充。 梳理一些有剧情的“土味视频”，其中有面对欺辱同学的挺身而出，也有向暗恋对象的勇敢
表白；有遭遇歧视后主人公通过奋斗迎来“逆袭”，也有身处生活低谷中获得闺蜜的温情相伴。 尽
管出演的普通人表情妆容夸张，但却因身份相近而令观众产生代入感。尽管不过百秒的剧情反转
缺乏铺陈逻辑，但对社会生活“痛点”“爽点”的高精度瞄准，还是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情绪
上的宣泄和满足。 可以说，“土味视频”也寄予着大众对于惩恶扬善、保护弱者等最朴素的道德观
念和情感诉求。

而与此同时，“土味视频”也通过聚焦小人物的生活世界，解构着一些人打着“精英”旗号垄断
的流行文化表达，为一段时间里影视文艺创作对于普通人关注不充分“补位”。 比如，“土味视频”

将偶像剧中过度的美颜滤镜去掉，让生活的烟火气活泼泼扑面而来。 在业界看来，过去影视作品
如电影《小时代》系列所建构的都市奇观，犹如“魔弹”对受众、尤其是下沉市场“一击即倒”，但当
其“悬浮”“空洞”的短板暴露后，“土味视频”又唤起人们对于回归真实的诉求。 以“张同学”为例，

从起床收拾被褥，到犁地施肥，事无巨细的第一视角呈现，以及高密度多角度的镜头切换，让乡村
日常充满“沉浸感”。而另一位名为“纠纠”的视频博主，则变废为宝，将垃圾袋做成婚纱，把家乡的
土路打造成她时尚的 T 台。他们吸引千万级流量的背后，让观众在普通人身上找寻到了平凡生活
里的“小确幸”，丰富着对于“美”的定义。

经历野蛮生长过后，不管是对于受众还是短视频垂直，都期待“土味视频”这支充满生活张力
的“土家军”，能够摒弃“土味”的浮夸低俗，保有“土味”的真实原生态，传递出属于这个时代、这片
广袤土地上的鲜活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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