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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杨洋站在桃花树下，面
向观众微微一笑很倾城地伸出手，
说：“过来。”不管是票房过来了还是
吐槽过来了，有个套路倒是真真切
切地过来了——— 这两年常见的感情
戏，都在走“十全十美”路线。什么意
思呢？就是给主角配备的每个“能量
条”都是满格——— 出身好、颜值高、
本事硬、双商强，乃完人是也。

就说男女主角吧，《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里，女主角是远古神祇家族
独女，男主角是天下唯一的天君指
定继承人，还都颜值逆天、技能开
挂、爱情专一、权贵环绕，无论身世、
能力、相貌、声望、亲友档次还是可
预见的幸福指数，都是全方位压倒
性的优势；《欢乐颂》里，安迪是高智
商高学历高收入的外企高管，姥爷
是著名画家，老爸是经济学家，随随
便便留个遗产也是没有几个亿都不
好意思拿出手，恋爱对象不是把家
产都捧到她面前的商业精英，就是
把家族都捧到她面前的土豪二代；

《花千骨》更是全线飘红，世间的最
后一个神，后来还成了拥有洪荒之
力的妖神，无敌天下而且漂亮可爱
就不说了，恋爱对象还是天王级的
上仙，六界男儿里也都有她的爱慕
者……这和从前“灰姑娘”式的套路
不同了，不再是《流星花园》里的杉
菜，平民出身，资质一般，凭借自身
努力而一路博取富家公子成为自己
的裙下之臣；不再是《金粉世家》里
的冷清秋，作为普通的女学生，不普
通的是能坚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
最后凭借清纯心性和书香气质嫁入
豪门……

现在的流行文化，开始走“十全
十美主角”路线。支撑这一路线的，
是观众已不能满足于“普通人+努
力=成功”的励志感，他们渴望的，
更是人生全面获胜的爆棚满足感。

为什么现在总有人说累？因为
哪个方面想要看起来不错，都得花
一番工夫：工作总得说起来体面，奢
侈品总得用上几件，朋友圈总得晒
出些品位，孩子在哪儿上学总得叫
得响亮，当红饭店总得去过几家，时
事要闻总得说得上来，网络热词总
得听得明白，兴趣爱好总得上点档
次……谁想要承认自己是灰姑娘的
本质？谁还耐烦看平凡女子任劳任
怨博人好感的戏码？那根本就是很
多人从内心深处拒绝的人生模式，
已经不再符合当前这一代消费群体
的期待感了。

这不难理解。而且，这说明了社
会递进阶段的心理反射。当前这一
代主力消费群体，他们的下一代将
会更加接近那个出身、教养、才能、
外貌、资源占有和人生况景都更加
优裕的一代宠儿的梦想。当前这一
代人所向往的人生，其实是在前方
才能实现的人生。

而再下一个阶段，再过一阵年
月，当红影视作品的套路又会是什
么样呢？走过了“灰姑娘”的勤能补
拙和“女神范儿”的全面开花，人们
往下追逐的，将是什么样的人生模
式？既然从前是由“不完美”到“完
美”的一种发展，那么再往前发展，
应该是呈现出再一次的“不完美”，
但是与前一个阶段的“不完美”又是
大大不同的。最初阶段人们的“不完
美”，是一种无奈，而接下来，由“完
美”的追逐再到“不完美”的回落，将
会是人们的一种主动选择——— 不想
再活得那么累了，不想被他人眼光
绑架而强迫自己完美了，就想我行
我素，就想个性彰显，甚至，就想用
残缺来抵抗完美、用放纵来抵抗周
全，不刻意取悦他人的评判标准，这
大概会是接下来的文艺思潮。

这样的文艺发展脉络也并不难
懂。金庸先生就先是写了好多完美
无缺的盖世英雄，比如袁承志、段
誉、乔峰，可是最后一部小说，主人
公就发展成了韦小宝这样的家伙，
不学无术，好赌好色，贪财怕事，全
无文化，但是偏偏呢，个性十分突
出，皇帝对他喜欢得不得了。

这就是审美取向的改变，甚至
是社会思潮的改变在文艺作品中的
反映。这才是深刻的时代印记，而不
仅仅是前后期技术的表面功夫。

莫言的《锦衣》和高密的客人

□钟倩

时隔五年，莫言首推新作，
这一亮相就着实叫人惊喜，既
有戏曲剧本《锦衣》、诗歌《七星
曜我》，也有短篇小说“故乡人
事”系列，《地主的眼神》、《斗
士》、《左镰》三篇。“打破诺奖魔
咒，反复修改打磨，回到故乡闭
关写作”，莫言再度成为聚光灯
下的焦点。

第一时间阅读完他的几篇
新作，我只有两个字：过瘾。莫
言还是高密东北乡的莫言，他
一直都未曾离开，他以这种方
式向民间艺术致敬，也是在拓
宽艺术创作领域。

先说戏曲文学剧本《锦
衣》，《人民文学》第八期的头条
位置给了它，释放出两个积极
信号：对多元文体的包容精神
和对莫言新作的价值认可。对
有些读者而言，戏曲剧本似乎
有些“高冷”，其实戏曲与小说
的关系紧密，小说是戏曲创作
的取材源头。

多年前，莫言在一次演讲
中曾引用陈独秀的话阐释戏剧
的重要性：“列位呀！有一件事，
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
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
都诚心悦意受它的教训，你知
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
的事啊！我看列位到戏园里看
戏，比到学堂里读书，心里欢喜
多了，脚下也走得快多了。”陈
独秀认为，那些开办学堂、做小
说、开报馆的，不认得字的人就
得不着益处，而唯有看戏，“无
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
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

听得见。”
当然，戏剧最核心的还是

故事。《锦衣》中的故事原型，来
自母亲给莫言讲过的一个故
事。创作中，莫言几易其稿，最
终他将“公鸡变人”的鬼怪传说
放到辛亥革命前期历史背景
下，与“革命+爱情”有机杂糅
起来，打造成亦真亦幻的警示
之本。当戏曲照进现实，如一面
明镜，映照出世间百态和人性
复杂。这件“锦衣”里包藏着莫
言成为剧作家的野心和信念，
展现出山东民间文化的丰沃，
茂腔、柳腔等唱词中氤氲着民
间戏剧的生命底色，延续着他
在《檀香刑》中的茂腔、《蛙》中
的多幕话剧等的精神血脉。

毫无疑问，高密东北乡是
挖掘不尽的富矿，也是莫言创
作的源泉。比如，在小说“故乡
人事”中，莫言的关键词仍旧是
之前多次描写的“打铁匠”，“各
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
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

《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
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搁笔
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
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
他在小引中这样说道，读来生
动鲜活，会讲故事、幽默智慧的
莫言就在身边。

其实，诺奖对作家的最大
影响或造就，不只是文学信仰
和文化自信的洗礼，更多的是
培养一种国际视野，唤醒世界
表达的意识，我从他的《七星曜
我》中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三十
年前，军艺文学系的课堂笔记，
莫言用毛笔字写下来，且他也

经常写打油诗、仿古诗，而《七
星曜我》这组新诗，着实叫人眼
前一亮。

这些年来他交往过很多文
学巨匠，不少外国名家也踏上
中国高密东北乡，即便没有亲
临过莫言高密故居，至少也在
他的作品中拜访过那个“地球
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
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
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
地方”。这些诗就是与曾经来过
高密的客人的促膝对话，是跨
国友情的见证。可以说，每一首
诗作都是独特的、温情的、感动
心灵的：“不成功的恋爱才是恋
爱而成功的恋爱多半是交易/
成功的爱情是不幸的幸福而不
成功的爱情是幸福的不幸/这
些话是我写的还是马丁·瓦尔
说的？”莫言给读者留了个悬
念，转而他又写道，“任何人要
想谈论中国，都应该先去读莫
言的书/瓦老，你好大的胆，竟
敢这样说/我认为他和威廉·福
克纳可以平起平坐/瓦老啊，这
句话说出就是祸/不过说了也
就是说了/你当真说的/我不会
当真。”莫言的谦逊、幽默，让人
不禁嘴角上扬。

七位世界文坛大咖，如“七
星曜我”，一一读来，君特·格拉
斯的磁盘，奥尔罕·帕慕克的书
房，特朗斯特罗姆的酒后爬树，
奈保尔的腰，勒·克莱齐奥的围
巾，给人以全新的诗性体验以
及语言提纯后的明快感。我想，
这正是中国作家向世界发送的
一封诗意信函。所以，《锦衣》也
好，“故乡人事”也好，都是莫言
献给世界文学的一份新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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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用重现战争治愈了我们

□韩松落

我 有 个 朋
友，女性，在军人
家庭长大，从小
喜欢军装，少年
时代读到埃克苏
贝里，醉心于飞
行员那种美，同
学们于是送她外
号“将军”。她看
了电影《敦刻尔
克》之后，喜欢得
不得了，在群里
向大家表示“超
级喜欢，所有元素都是我的最
爱”，并且自嘲说“我可能是个
直男”。

的确，看《敦刻尔克》之前，
我曾以为这个片子不适合女性
观看，只有军迷才会喜欢，真正
看过之后，我发现这是误会。

《敦刻尔克》拍的不是战争，也
不是政治博弈，导演克里斯托
弗·诺兰把这些都丢掉了，他拍
的是能存留更久的东西：“战争
的感觉”“战争中人的感受”。

故事并不复杂，虽然有三
条线，但都很简单，分别属于海
滩上的士兵、游船上的道森父
子、天上的战斗机驾驶员，都是
小人物。整场战争的背景，只是
通过片头的传单和片尾的报纸
点出来，我们看不到国家元首
们的博弈，看不到高级将领的
运筹帷幄，只能看到军人和平
民，看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

这样做无疑非常聪明。敦
刻尔克大撤退，作为影响人类
历史进程的事件，结果近乎人
尽皆知，已经无所谓剧透不剧

透，唯独战争中具体的人的命
运是未知的，是有创作空间的。
所以诺兰把视线放在小人物身
上，讲述他们的逃生、遇难、幸
存和拯救，它的重点，是“战争
的感觉”和“战争中人的感受”。

在这部电影里，每个人的
感受，都是被反复注视、反复放
大的。汤米和战友抬着伤兵，走
过漫长的海滩；汤米和战友被
困在船舱里，德军的子弹突然
来了，击穿了船舱，留下一个又
一个弹孔；船被击中了，士兵们
跳进大海逃生，炸弹在不远处
爆炸了，即便是在海水里，也能
感受到爆炸的冲击，他们努力
挣扎、游动，拼命蹬着双腿。人
的感官，人在面临恐惧时的生
理和心理表现，在《敦刻尔克》
里，就是这样被镜头不断放大，
不断把我们包围，直到我们被
带入其中。

整部电影，就是在这样一
个又一个紧张的段落里，走向
情绪的极致。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是用“感同身受”的方式，来

让我们重新回到
现场，去感受战
争中的恐慌、疼
痛、麻木、寒冷、
饥饿。

《敦刻尔克》
让我联想起的电
影，都不是战争
片，而是那些描
述很微妙感受的
电影。例如娄烨
的《推拿》，用尽
奇怪的、扭曲的
甚 至 狰 狞的音
画，让我们进入

盲人的感官世界；还有侯孝贤
的《聂隐娘》，用大环境和人的
互动，让我们感受某种特殊的
萧瑟和肃杀。它并不是男性的
电影，尽管整部片子从头到尾
只出现了三个女人，每个女人
在画面上停留的时间不超过10
秒；它也不是战争片，它是一部
感官电影，是为了给那个时代
招魂，让现场重现，让我们不舒
服两个小时，揪心两个小时。

是啊，让人舒服的电影实
在太多了，包括诺兰以前的电
影，也都是让人舒服的、安心
的，但人不能只停留在舒适感
里，人也会追念某种不舒适感，
而且是很具体的不舒适感。当
那种不舒适感结束的时候，我
们感受到的是更巨大的舒适。
就像《敦刻尔克》的片尾，汤米
坐着火车回家，车窗外有草地、
孩童，有小车站和穿着得体的
老人、妇女，淡金色的阳光照在
他身上。那一刻的舒适感，是任
何电影都不会有的。我们重返
痛苦的现场，最终却被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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