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好的演员可能也无法撑起逻辑
溃散的霸总剧，比如《简言的夏冬》。
朱亚文加万茜的演技搭配，商战加调
查师的戏剧语境，霸总型男主加职场
女性的人物冲突，最终的呈现，就和
那些我们看过的，打着引号的“职
场”玛丽苏剧一样，豆瓣目前5分的
成绩，与朱亚文在其中的表现一样，
是种索然无味的存在。

这已经不是朱亚文第一次陷在都
市恋爱剧的泥沼里了。《简言的夏冬》不
是个例，和霸道女总裁先婚后爱的《赖
猫的狮子倒影》，4.3分；办公室隐婚族
恋情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5.7分；
商业题材的《合伙人》，4.9分。比起他
演过评分最高的作品，均在9分以上的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闯关东》，评分几
乎是断崖式下跌。

与剧的评分一起下滑的还有朱亚
文的演技。观众因此产生了一种分裂
感，好像在那些古装、正剧、年代戏里，
朱亚文就是那个朱亚文，担得起也让人
信服那些遥远的故事；但当时间挪移，
回到都市生活中后，朱亚文的表演好像
就被刷上了一层油膜，原有的那些力道
韧劲，反而让人物显得凝滞粘稠。

都市剧，似乎成为了朱亚文演技的
“洼地”，当他越努力在其中“演戏”，我
们反而越觉得“出戏”。作为中生代男
演员中演技获得普遍认可的一位，朱亚
文身上的这种分裂感颇具代表性，值得
探讨。而演员演技和作品文本，或许都
是这个问题系统的一部分。

类型线与时间轴

以朱亚文主演的剧集为样本，可以
明显拉出两条轨迹。一条类型线，一条
时间轴。

以类型划分他的作品，有明显的口
碑两级分化。年代戏、古装戏的评分都
不错，也是他建立起大众认知度的起点，
至今为止《闯关东》中的朱传武，《我们的
法兰西岁月》中的周恩来，《红高粱》中的
余占鳌，都还是朱亚文最被人喜欢的角
色。他们或见证迁徙，或跨越风暴，或留
念故地，串联起的不仅是演员在时间意
义上人物图谱的生长，也放大了他所擅
长的地理意义上的某些男性特质。

可是转到现代都市剧，水土不服的
现象就出现了。前文说过，朱亚文演过
的都市剧基本都在6分上下甚至更低，
和金晨搭档的《十日游戏》算是都市剧
中评价最好的一部，但这部剧最突出的
标签不是都市而是悬疑。朱亚文原本

被认可的演技在这些作品里显得夸张
和悬浮，在《简言的夏冬》里，夏冬处处
释放“我知道自己很厉害”的不屑一顾；
《赖猫的狮子倒影》中，刘青又在混不吝
和耙耳朵间来回横跳，甚至让人觉得有
些谄媚之气。对此，2019年的综艺《我
和我的经纪人》里，朱亚文的团队在盘点
他2018年的工作时，提出的那个关键词
可能更准确也更诚实——“显油腻”。

与类型线相关的则是时间线，对于
朱亚文来说，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在这一年，他加入了壹心娱
乐，成为杨天真旗下的艺人。“情感”，是
当时公司为他定制的转型方向之一，也
正在这个准则的指导下，他于2014年
之后接演了大量在6分边缘徘徊的现

代都市剧。

年代戏与都市剧

朱亚文评价好的作品，大多都是古
装剧或年代戏，这不是一种偶然。古装
剧和年代戏虽身处不同时代，亦有不同
视觉风格，却存在一种共性，那就是其
指向的“时代”本身，就是一种“设定
感”。它们或带来厚重宏大的文化背
景，或带来颠簸浓烈的人物命运，先天
就为其中的角色赋予了强烈的戏剧感。

由此再来看朱亚文的年代戏和古
装剧，就会发现它们都有类似的“设定
感”，这也是他表演的前提。《我们的法

兰西岁月》里在异乡奔走的进步青年，
《闯关东》里乱世下的从军一代，《红高
粱》里乡俗成规里的搅局者，都是那种
依托在时代的特殊性上才会成立的强
设定感人物。另一个例子还可以是剧
集评价不高，但朱亚文依旧架住了人物
的《大明风华》。朱瞻基这个角色目睹
靖难之役的成长历程，在皇权血池中的
命运轨迹，也有天生的戏剧性和悲剧
感，最终朱亚文在表演上的“示弱”与
“邪气”，也很好地嵌入在了角色不同阶
段的状态里。

但现代都市剧是远离传奇的。缺
少了那些厚重的历史密度和时代肌理
的加持，大部分国产都市剧的情节展开
都落到了职场上，而职场和职场人在很
多国产剧中早就是一种悬浮的存在，比
如《女心理师》中自杀干预如同播音的
心理师，又或者像《玫瑰之战》那样上班
如同走秀场的红圈所律师，在这样的语
境下，我们也就很好理解朱亚文为什么
原本还不错的演技放到都市剧里会略
显油腻了。他只能在《简言的夏冬》里
演开篇调查就经历浴袍风波的调查师，
男主角身上的“霸总”“精英”和“天才”
这类标签，再加上朱亚文本身高浓度、
强力量感和话剧范的表演，最终的结
果，就是往油腻滑落。

表达型与表现型

某一些演员是天然适合演特定角
色的。有的演员在演艺道路刚开始时，
就找到了这类角色，比如周迅，那些迷
离的、在关系中沉溺的，以无邪抵抗系
统的角色，和她叛逆的棱角有天然的适
配性。有的演员花了一些时间去寻找
这类适合自己的角色，比如周冬雨，在
《七月与安生》之后，她才算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戏路。朱亚文也算是很早就找
到自己适合角色的那类演员，这个角色
就是《闯关东》里的朱传武，适合年代戏
的他，是一种“表现型”的演员，而非“表
达型”的演员。这刚好又跟他在表演上
需要“设定感”，形成了某种呼应。

所谓的表现型，也就是说演员在将
已有的戏剧文本理解、接受并纳入自己
之后，充分地呈现出来。此时演员的表
演就像是一个文字与影像之间的翻译
器，将抽象的文字呈现为具体的情景、
动作与人物。而表达型的演员，则是在
戏剧文本没那么丰富的前提下，通过一
些自身特质，凝缩、传达出人物与故事
的内核的设定感，前面提到的周迅和周
冬雨，就是表达型演员的例子。

这样的逻辑之下，我们就能发现，
像年代剧和历史剧这样的戏剧文本，本
身就有浓厚的设定感前提，可以为朱亚
文的“表现”提供底层逻辑和语境空间，
而回到当下既无职场也无都市的现代
都市剧中，戏剧文本设定感空洞时，朱
亚文的这种“表现”也就失效了。

前文提到的综艺节目《我和我的经
纪人》里，一个戏剧冲突点是朱亚文的
形象定位问题，他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市场没有给他确切的反馈。从现在的
结果来看，经纪运营团队也没找到一个
有效之道。在那些被问及想要什么的
时刻里，朱亚文是犹疑的，这份犹疑也
等同于娱乐资本化的环境里演员通常
会面临的犹疑：到底是选择在表演上深
耕，成为故事、影像和人物的“工具”，还
是走大众认知和娱乐路线，先立人设，
再借此去延伸表演路径？前者是积累
演技的思路，后者是运营人设的思路。
而朱亚文夹在运营人设和积累演技之
间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选择的时间成本
终会变成对演技的浪费，这是种残酷的
双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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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热播剧《消失的孩子》

“剧本杀”包裹下的，
是悬疑短剧转向现实的温情表达

黄启哲

冬至清晨，母亲目送九岁的儿子出

门上学，先行出发的父亲在楼下暖车等

待儿子。可不过一分钟的下楼时间，孩

子竟在楼道里凭空消失。播出刚过半

程时，《消失的孩子》就凭借丝丝入扣的

剧情与对家庭情感的深刻洞察，被业界

与观众一致看好，预言为今年悬疑短剧

的一匹黑马。目前其7.7分的网友评

分，与年初悬疑叠加“无限流”时间循环

的《开端》相当。

究其收获不错口碑的原因，一方面

是对原著小说有着较高的还原度——

《海葵》作为首发于网络平台的悬疑小

说有着8.6的高评分；另一方面则是通

过“剧本杀”式的叙事模式，带给观众更

具参与感、沉浸感的观剧体验。不过，

《消失的孩子》虽以黑马之姿赢得较高

口碑，但距离《开端》和《沉默的真相》等

“现象级”还差一口气。值得我们肯定

的，是《消失的孩子》或许能在暂别上一

个悬疑剧大热周期后，给予后续悬疑创

作者以启示——相比于剑走偏锋一味

渲染案件的离奇恐怖与夸大“人性之

恶”吸睛，以“剧本杀”的叙事创新一样

能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困境讲出“悬

疑感”；而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在与剧中

人一同推理、经历过后，获得向善的温

暖力量。

“剧本杀”叙事下
反思何为“爱的教育”

“你叫杨远，但你从未走远。你的

生活陷入一种循环的困境。”《消失的孩

子》每集开头，都会以这样的第二人称

展开叙述，细腻勾勒人物看似平静现实

生活下的心理困境。而这也成为该剧

带给观众的第一重“剧本杀”观感——

仿佛“剧本杀”开局时每个玩家手中拿

到的人物剧本，强化代入感的同时，也

为同一案件的推理和剧情推进提供多

元视角。

而随着警方对杨远儿子杨莫失踪

的介入调查，涉案人员逐一登场。相比

于一般的悬疑剧，剧中人物不多，但都

有作案动机和嫌疑，可每个人又似乎都

有合理的不在场证明。女警张叶在侦

破案件过程中，靠的不是天才般的灵光

乍现，或是对于早早锁定嫌疑人后的执

着追踪，而是通过拼凑一块块线索拼

图，不断排除“干扰项”来找寻真凶。而

这一呈现，也与“剧本杀”的游戏进程相

似，是为第二重“剧本杀”观感。

第三重“剧本杀”观感，则来自于剧

集在围绕“儿童失踪案”这一主线故事

推进同时，更在线索交叠与剧情穿插

中，牵出藏尸冒领退休金案、女房东遭

遇性侵案。案中案、连环套的结构在悬

疑剧创作中并不鲜见，但《消失的孩子》

选择的呈现方式，更接近于“剧本杀”支

线剧情、支线任务的处理：即案件的关

键人物高度重合，彼此关联、互为因果，

唯有逐一破解，相互论证，方能让真凶

浮出水面。

值得肯定的是，主创将“剧本杀”游

戏引入影视创作，不只是为给观众带来

更加沉浸式的追剧体验，而是在这种叙

事逻辑下，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精准再现

与深刻洞察，从而凸显对于何为“爱的

教育”的反思追问。

故事一开头，是老旧小区“文明家

庭”门牌下，屋里厢的“鸡飞狗跳”。父

亲杨远在熬夜赶工中睡过了头，伴随着

母亲陶芳喋喋不休的抱怨，手忙脚乱地

挤牙膏刷牙。镜头一转，儿子杨莫唇边

挂了一圈奶泡，边吃早饭边补昨晚落下

的功课。听到丈夫是为贴补家用接零

活“开夜车”，所以疏忽了孩子的功课，

陶芳语气缓和不少，当得知能赚一千

五，她嘀咕一句：“刚好够儿子下个月的

兴趣班费。”镜头再次切回客厅，杨莫趁

母亲离开的这不到一分钟，就放下作

业，玩起了小汽车，眼神却忍不住望向

了门口的鞋。

仅两分钟的剧情，寥寥几句日常对

话，就将一对为儿子操劳焦虑，彼此关

心却又在教育理念上颇多龃龉的夫妻

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映射出当下无数普

通家庭的真实生活场景。而另一边，儿

子杨莫惧怕母亲、贪玩也为之后的“凭空

消失”埋下伏笔。资质普通的孩子，一边

面对的是母亲高压“鸡娃”式教育，一边

是父亲的宽容但敷衍的陪伴，最终选择

在邻居女孩的诱导下逃离家庭。

“我以为自己会和那些传统的父亲

不一样，能倾尽所有的时间和爱，陪伴

他的成长，成为一名好爸爸……可是我

自以为是的爱，还是把孩子越推越远。”

儿子失踪后，杨远的独白，道出愧疚与

自责。对比母亲陶芳给予孩子的外在

教育压力，杨远也在有意无意中消耗着

孩子的信任。对大人并不起眼的小事，

却能够对孩子产生的深重影响。正如

他自己所说，可能在孩子走失之前，他

已经在一次次食言中把孩子“弄丢了”。

悬疑短剧“集体哑
火”？噱头之外更要找
准话题发力点

有人说悬疑题材要以奇情、惊悚抓

住观众，可这部《消失的孩子》除了最终

落网的性侵罪犯，并没有传统悬疑剧中

所谓的“终极反派”“全员恶人”，更没有

血腥残忍的犯罪呈现与复杂狡诈的阴

谋布局。看似“平凡”“普通”，何以牢牢

揪住了观众的心？

是“剧本杀”的创新叙事包裹下，

扎实的现实生活根基。故事的主人

公，不是为罪恶猎奇而生的“模板”，也

不是为推理炫技而生的“工具”，而是

仿佛就住在我们隔壁、工作邻桌的普

通人：大人为生计奔波为家庭忙碌，孩

子企盼着在学习玩乐之余渴望家人的

关爱。也正因如此，他们所遭遇的家

庭问题，也更能够引发广泛大众的共

情与思考。

剧集播放前期，讨论度颇高的，是

魏晨饰演的袁午。名校毕业的他，原本

有着令人艳羡的工作与幸福美满的家

庭，可因为沉迷赌博，不仅妻离子散，还

连累父母变卖房产还债。由于患上神

经官能症，袁午工作受阻，所以当父亲

去世后，他一念之差选择藏匿父亲尸体

冒领其退休金。从天之骄子沦为藏尸

赌徒，他经历了什么？追溯成长轨迹，

父母对于其生活起居乃至婚姻的包办、

干预，塑造了其懦弱、逃避的个性，间接

造成了命运的悲剧。剧集没有用所谓

“妈宝男”的标签妖魔化这个人物，而是

细腻克制地呈现他在“爱与被爱”中迷

失踏错的彷徨与无助，呼应全剧对于家

庭情感与教育的主题探讨。

《消失的孩子》尚未完结，已经有观

众直呼找回昔日国产悬疑剧的追剧惊

喜。确实，曾有一度，“悬疑短剧”是国

内品质好剧的新锐力量。2017年，一部

12集的《无证之罪》上线，让观众看到

“悬疑短剧”的魅力。2020年，《沉默的

真相》《摩天大楼》《白色月光》等更是密

集上线，这些剧集都通过案件推理过程

试图折射家庭、情感、职场等诸多话题，

在观众中收获不错口碑。而“悬疑短

剧”小成本、小体量撬动大市场的成功

路径，更使其成为影视创作风头最劲的

热门赛道。多个网络平台还专门推出

针对悬疑短剧的品牌“悬疑剧场”“迷雾

剧场”，无论从投资规模还是演员阵容

上均有大幅度提升。

客观来说，这些短剧一定程度上遏

制了影视剧越拍越长的“注水”风气，通

过强剧情、快节奏、重推理的创作模式，

带给观众欲罢不能的观感。反过来，其

良好的市场反馈，也让平台和制作公司

看到短剧的商业价值，从而形成创作的

正向反馈。

然而，繁荣背后亦有隐忧，这些热

门作品存在的叙事、主题等问题也在

此后的同类型作品中进一步暴露。比

如，去年集结段奕宏、郝蕾、祖峰、吴越

等一众“演技派”的《八角亭谜雾》，原

本备受瞩目，可收官时网友评分仅

5.6。过分追求鬼魅氛围的营造，留下

故弄玄虚的观感，硬生生将好故事、好

演员拖入平庸的境地。而在今年，体

量稍大的几部《猎罪图鉴》《重生之门》

《江照黎明》等在题材内容上各有突

破，但遗憾都“高开低走”。相比于剧

集中后段节奏拖沓的观感，更根本的

问题在于，主创安放在角色身上的标

签、话题“过载”，反而忽略了现实合理

性与主题导向，最终没能令观众满意，

草草收场。相较之下，《谁是凶手》《回

廊亭》《双探》等剧集在市场激起的水

花更小，甚至导致“悬疑短剧哑火”的

声音甚嚣尘上。

在这一瓶颈期，《消失的孩子》未必

能够成为同题材的标杆、精品，但它的

出现为悬疑短剧创作找到了新的发力

点——当悬疑回归现实的温情表达，未

必会折损推理的锋芒与主题的深刻性，

反而在大众共情与讨论中，成为深沉向

善的正向力量。

▲《消失的孩子》凭借丝丝入扣的剧情与对家庭情感的深刻洞察，被预言为今年悬疑短剧的一匹黑马。图为该剧剧照

都市剧成为演技“洼地”，是演员的问题吗？
——从《简言的夏冬》和主演朱亚文说起

闵思嘉

▲《简言的夏冬》中朱亚文饰演的夏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