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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一个写在作品
之前，一个成文于作品之后，
长则几千字，短则几十至数
百字。与宏大的文章主体相
比，序与跋看似是点缀和插
曲，其实深究其文字，对于了
解作品的旨趣，领会创作者
的写作意图，进而把握全书
的内在意蕴，往往起着事半
功倍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
说，好的序与跋，就像一张张
精美的名片，常常能在开宗
明义中，传递出言简意赅的
推介功能。

《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
精选集》，不啻为序与跋中的
上乘之作。全书集结了茅盾
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冠
王”阿来的自序/跋、他序、书
评、读书笔记等文章共计60余
篇，从不同的维度体现了他
对文学、藏地历史和文化的
理解。读者既可以分享他在
写作《尘埃落定》《大地的阶
梯》《空山》等著名作品时的
创作缘起，又能从他提纲挈
领的简析中，体察到他对文
学与现实的深沉思辨。

书中，阿来介绍了自己
由写诗到写小说，逐步迈入
文学殿堂的经历，深情回顾
了与老作家周克芹、同为少
数民族作家迟子建的文学交
往，分析解读了藏文化瑰宝

《格萨尔》的精神价值，探讨
了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的
深刻主题，此外，还汇集了他
对《藏地密码》等一系列作品
的文学评论。可以说，阿来一
方面借助自己的著述，表达
出对当代文学的虔诚和敬
畏，另一方面，又通过阅读他
人作品，在认真的审视和评
判中，彰显出以宽厚善良的
文学初心去挖掘和培养文学
新军的美好祈愿。

阿来充分利用序与跋的
特定功能，对自己的代表性
作品逐一进行深度解读。在

《尘埃落定》后记中，他说，当
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作品
的标题也一并在他心里酝酿
成熟，于是，意犹未尽地写下
了“尘埃落定”四个余韵悠长
的大字。虽然所有的故事都
已结束，各色人物都有了各
自的归宿，但历史曾带给人
的警觉和阵痛，时代风云所
留给人的悠远和怅然，总还
是会如一缕缕尘埃般，轻轻
地落定在一颗颗饱经沧桑的
心中。这样的寓意，我们又岂
能轻易将它忘记？在《大地的
阶梯》序中，他说，从成都平
原到青藏高原的列列山脉，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层层的阶
梯。正是循着这一条条圣洁
的天路，阿来探幽访古，细心
感受着藏地边民的风俗演
变，记录着这片雪域高原上
的时代变迁，也预示着藏民
们的生活将如登阶梯一般，
走向崭新的天地。得益于他
的这种书写，使读者能在有
限的篇幅中领会到其博大的
创作宗旨和文学探求。

阿来在序与跋中的语言
运用，较之他的主体文章书
写，更自由，思想张力和文学
表达更酣畅淋漓。少了正襟
危坐，少了故作高深，多了一
份亲切随和，也多了一份真
诚朴实，每一句话语都敲击
在灵魂的深处，每一句告诫
都入脑入心。带着历史的厚
重，携着文化的古朴，畅游在
这样的序与跋里，难道不是
一场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愉
悦？品咂它的每一个字句，仿
佛踏着一个个生动的节律，
进入一个别有洞天的至高境
地，站在高高的群山之巅，观
云卷云舒，听山谷回音，悠长
的韵致令人回味无穷。

职场剧为何谁拍谁尴尬

□文晴

国内电视圈这几年喜欢制作
职场剧，因为收视率和影响力都
还算不错。从《我的前半生》，到

《亲爱的翻译官》《谈判官》《猎场》
等等，职场剧显示出了攻城略地
的势头。不过，职场剧看似风光的
背后，本质还是披着职场皮的都
市爱情故事，里面的几乎所有男
女角色都纠结在一段或者多段感
情里，至于和职场相关的内容，大
多显得苍白、虚假、浮夸。

眼下正在播出的《创业时代》
被网友给出了3 . 6的评分，成为近
年来职场剧又一部低分作品。尽
管剧中出演投资集团分析师的杨
颖的演技成为众矢之的，但平心
而论，整部作品的主要问题在于
悬浮的剧情与缺乏逻辑的人设，
杨颖的表演并不是最大败笔。即
使有实力小生黄轩、周一围外加
王学圻、韩童生一众戏骨加入，也
无法掩盖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方
面的累累硬伤。

所谓职场剧，主要是反映一个
行业内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通过
人的行为举止，进一步体现职场的
规则、要求和职业特征。《创业时
代》的尴尬之处与近年来的同类型
职场剧如出一辙：剧中一众光鲜亮
丽的天之骄子，被硬性贴上不同行
业的标签，然后披着职业的外衣花
式演绎各种情感纠葛。

对于一部想成为佳作的创业
职场剧来说，大时代背景不应该被
轻易忽略，通过时代变迁刻画人物
的命运，往往是经典传承的必备要
素。早年间反映香港股市楼市风云
的《大时代》《创世纪》等，均是既体
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讲述了职业
人的不屈不挠；国内口碑佳作《鸡
毛飞上天》和《温州一家人》，也是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将视角浓缩在

浙江温州与义乌的草根，体现创业
过程中人物的奋发图强。相比之
下，《创业时代》既缺乏与时代背景
的融合，也偏离了职场这个核心。

生硬地给角色贴上“创业者”
“码农”“律师”“谈判专家”这样的
标签并不难，难的是让观众被剧中
的职业真实感和鲜为人知的情节
所吸引，进而认可作品所传递的内
容和思想。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
中，每个人渴望在职业剧中看到
的，无非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飘窗玻璃上折射出来的自己努力
活着的样子。但在国内职场题材剧
作中，俊男靓女的职场代言人们却
往往对此一无所知。《创业时代》中
的一些小细节便足以说明，主创团
队对于互联网和创业，事前缺少充
分的了解。男主角见到投资人开口
便叫“美女”，做网络技术的男二号
穿着西服上班，离职时脱得只剩内
裤，女主角的小开男友一出现，便
能直接进门打断公司会议。类似的
细节不胜枚举，让整部剧缺少了本
应该成为核心的职业气息和特点。

能够贴近职场生活现状的作
品，才是真正落地的职场剧。《欢
乐颂》虽然并不是一部职场剧，但
故事中，乔欣饰演的关雎尔就是
一个刚进入职场的实习生小白，
在她工作的故事线中，作为实习
生的她就经历了一次“是否站队”
的抉择，这其实在现实工作中很
常见。

韩剧《未生》和日剧《非自然
死亡》都是观众比较熟悉的职场
剧。尤其是《未生》，讲述的是“菜
鸟”初涉职场的种种经历。严厉却
不失温情的上司，暗暗竞争却又
彼此支撑的同事，一天天的琐碎
工作，公司内部微妙的人际关
系……其中涉及爱情的情节微乎
其微，甚至戏剧冲突平淡到几乎
没有，大多是近乎纪实的细节呈

现，却足以让观众相信这是一个
发生在身边的真实的职场故事，
使其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该
剧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 . 5分。

现在的职场剧女主，人设一
定要是留学归国的白富美，如果
不是和多金的高富帅终成眷属，
那么就需要一个玩世不恭的富二
代来做追求者，以衬托女主的炙
手可热和男一的所向披靡。早年
的《亲爱的翻译官》，后来的《谈判
官》《职场是个技术活》《金牌投资
人》等都被赋予偶像剧般的剧情。
当然，在中国电视剧受众的“客厅
文化”中，没有爱情线的故事几乎
是没有生存之地的。但如果一部
剧定位为职场内容，那么爱情线
的铺陈就应该居于次位。《北上广
不相信眼泪》中，前半程的故事几
乎都围绕着公司不准内部谈恋
爱、两个人的关系如何不被泄露
出去；《创业时代》中，男一、女一、
男二、女二之间的狗血恋情几乎
占了绝大部分篇幅，真正体现“创
业”这个关键词的部分却轻描淡
写，一笔带过。这样的套路继续下
去，未来的职场剧、创业剧，很可
能会步家庭剧、宫斗剧的后尘，成
为尬剧神作的重灾区。

真正的职场剧，应该取材于
最真实的生活，基于社会现状，去
刺痛一些职场中较为常见的问
题，例如女性在职场中会遇到的
性别歧视、孕期影响，不同部门之
间整合出现的职场危机等。《创业
时代》原本具有天生的优势，题材
新颖，涉及的是时下年轻人最关
心的互联网创业，如果创作者们
能突出这一优势，围绕新经济环
境下年轻人的创业故事展开，真
真正正地体验和揣摩创业者的生
活轨迹，演绎出职场人本来的面
貌，想必会比演一出创业者的恋
爱剧更容易抓人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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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向内”的电影

□韩松落

期待藏语电影《阿拉姜色》很
久，终于看到。好奇心和疑问，都
得到了满足；一点点心得，也都得
到了印证。

已经看过太多“向外”的或者
“外向”的电影，而导演松太加说，
《阿拉姜色》是“向内”的，他的其
他电影，也都是“向内”的。不再借
着外面的目光打量自己，也不再
急于呈现自己身上那些可以被当
做奇观、景观的部分。

奇观和景观，其实也是一种
语言、一张名片——— 我送上你愿
意看到的部分、看得懂的部分，作
为相见时的善意，但投桃终归是
要报李的，人情是要往来的，以自
身的奇观取悦对方，多半是没有
下落的。在对方的立场上，一切都
是理所当然，所见即所得。所以不
如向内看去，自说自话。《阿拉姜
色》就是一次自说自话，但这自说
自话，反而获得了最多的理解、最
多的尊重。语言传递过程中，有无
数的丢失，倒不如直接给出眼神，
给出表情，呈上生活，呈上最原始
的痛苦与哀愁。就像我的一个只
会《英语900句》的导游朋友，在心
惊胆战、刀锋边缘游走一般带队
去了欧洲几十次后，得出一个结
论：“人和人交流其实是不需要语
言的。”玄妙吗？也不玄妙。

因着自说自话，《阿拉姜色》
处处让人意外，却也处处让人心
领神会。电影里有藏区的风景，但
因为导演把目光引向人的生活，
风景消失了，人成为比风景更大
的存在；电影里有藏族的风俗，但

因为导演讲述的是朝圣者的过去
现在未来，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
把它用生活中所有那些艰苦的工
作、漫长的修行进行替换。没有了
奇观和景观的磕绊，我们反而更
顺畅地看到了人的心相，也由此
看到了风景，看到了风俗。心也
在，风景风俗也在，算是双赢。而
一开始就起心要让我们看到风景
和风俗的，多半是双输。

在这多种意外之中，最意外
之处，是女主人公俄玛在故事进
行到二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死去
了。剩下的漫漫故事，该如何打
发？一个在故事中间就死去的主
角，还能算主角吗？然而故事这才
开始，俄玛死了，她却变成了整个
故事的结构。作为结构，她联结起
了三个人，前夫和现在的丈夫罗
尔基，还有她和前夫生下的儿子
诺尔吾。他们因她而汇聚在一起。

前夫未完成的心愿得到了讲述，
得到了延续；现任丈夫和儿子的
感情，得到了弥合。

她死了，她却变成了整个故
事的情感。这三个男人，因为她
的选择，成了有血缘的。他们只
要走到一起，不管他们中间有多
少秘密、多少隔阂，最终都会达
成谅解，建起情感之桥。她虽然
死了，却以另外的方式汇入了他
们的血液，在他们的记忆、情感、
为人处世的方式里活着，他们无
时无刻不在顾忌她、参照她、延
续她，接过她递出的线头。诺尔
吾给罗尔基冷眼，像是抱怨，却
也像是撒娇，诺尔吾已经知道，罗
尔基无论如何都会承受他的抱
怨。他的母亲已经在他们两人之
间架设了桥梁，正在鼓励他们从
两头走向中间。他要显示他小小
的不满，但这不满，是迈向桥梁中
间的第一步。罗尔基也最终接过
了她递出的线头，迈向了桥梁中
间。当他说出“作为男人，不能总
跟在别人后面”，当他给诺尔吾剪
头发的时候，他已经接过了教育
孩子的任务，也接过了传递她精
神的任务。

她死了，她也成了这三个人
和这个故事的精气神。最终有没
有抵达拉萨，是不是朝拜了圣
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这个
故事，在主角死在中途之后，连
故事的动机、人物的目的都消失
在了接近尾声的地方。但所有的
事，却都已经悄悄地、不动声色
地完成了。

母亲死了，母亲不死。母亲消
失了，母亲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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