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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凤有首歌叫《不夜城传奇》，是电
视剧《浮沉》的主题曲，歌词挺值得玩味：
有谁明白高飞的心，狂笑声中依稀见旧
影。莫问得失有几许，人在高处就会不胜
寒意。不再拥有真爱共鸣，是否人到此处
已无情。

这歌词很能代表一般人对精英阶层
的看法：人到高处，也难得快乐，尤其是
会变得无情，失去真爱。这种看法，从古
至今，似乎始终存在。尤其是在阶层慢慢
固化之时，这种看法，一边被批驳，一边
在流行。

任鹏远编剧、导演，徐峥和王丽坤主
演的电影《幕后玩家》其实也在探讨这个
问题。紧张的密室自救设计和游戏式的
过关设计，架起了一个悬念重重的故事，
但故事的主旨却是：高处的人是否快乐？
高处的人是否无情？快乐和感情，在他们
的生活里能起到什么作用？

徐峥扮演的钟小年，是个幕后金融
大鳄。故事开始，他正在做一桩幕后交
易，同时要设法把幕后交易的收益洗白。
妻子魏思蒙对他的贪婪感到绝望，提出
离婚。就在这当口儿，他一觉醒来，发现
自己睡在一间和自己卧室一模一样的密
室里，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有个陌生人
通过屏幕和对讲机，不断地向他发出指
令，给出两个选项，要他曝光自己在奔向
财富路上的所作所为，给出私密账户的
密码。

他一边要逃离密室、救出妻子，一边
要做出选择，在曝光自己、损失财富之
间，选择后果还比较能承受的那一项。这
个过程，也慢慢激发了他的良知和沉睡
的情感——— 主要是对家人的良知、对妻
子的情感……他带着妻子回到发迹前住
过的房子，平心静气地讨论他们的未来。
最后，他复苏的情感也拯救了他。

那个在幕后操办这一切的玩家，其
实是市井大众的代言人，心态和大众保
持了高度一致。一方面，他要复仇，甚至
不惜耗费巨资、冒着巨大风险寻找盟
友，搭建密室来进行诡异的复仇；另一
方面，他更想知道，钟小年这样的人还
有没有人性、有没有感情？如果从钟小
年的选择和做法里能看出一点良知、人
性和感情，他就会留出逃生可能，放钟
小年一马。

显然，复仇这个动机，对幕后玩家来
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动机，其
实是替老百姓打探一下，精英阶层还有
没有心、有没有自省过、有没有被痛苦折
磨过？如果有人性，有痛苦，有寻常人的
感情(例如对妻儿的眷顾)，人们就愿意
原谅他们，给他们留出逃生通道，他们还
可以获得一线生机。《幕后玩家》等于帮
普通人找了一个情绪上的出口，让精英
通过诡谲可怖的经历，真心诚意地认识
到自己的罪恶，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

同样的主题，其实也贯穿在徐峥的
“囧途”系列中，只不过，《幕后玩家》是通
过密室逃生来达成赎罪的自觉，“囧途”
是通过旅途中的磨难和王宝强扮演的心
灵启蒙者的帮助来达成救赎。这样的角
色对徐峥来说驾轻就熟，他非常适合这
种一边狡诈着、狠毒着、贪婪着、掌控着，
一边却又渴望着、犹豫着、不知所措着、
被掌控着，甚至被伤害着的角色。这种角
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吻合，也和很
多人的心理自画像非常吻合。

在激烈的动荡时代，人人都在提问
和渴望得到回答，在惨烈的现实中，是否
会有救赎发生？爱是否还能起到那么重
要的作用，足够让一个人绝地逢生？人性
中的善与恶，是否能得到对等的奖惩？

《幕后玩家》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黑
暗的故事，却有着温暖的底色。

书信中的文学之“犁”

□钟倩

《朗读者》《信中国》等节目
播出后，掀起一股文化清流。不
写信的时代，我们却被书信打
动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读过
孙犁先生《芸斋书简续编》后，
我找到了答案，是真情的流露、
鲜活的日常和仪式感。在信息
化时代的今天，我们所匮乏的
正是这种文化滋养。

书信是生活的镜子，是人
格的映照。鲁迅就曾说过：“从
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
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
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
注释。”很多时候，书信也是一
种补充。作品中没有读懂、存
在疑惑的地方，大都能从书信
中找到出口。

《芸斋书简续编》延续了
孙犁文笔的真、挚、朴，“我写
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也
能窥见他对语言锤炼的不变
初心，“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
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
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
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
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
锤来锤炼它们。”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对
文学新人和业余作家的扶持。
他的书信也是文学的课堂。

在给冉淮舟的信中，他传
授经验，“文章以气为主，当写
时不能无锋芒，最好于心平气
静时，多做几次修改，这样则义
正而词有含蓄，最为妥当，亦经
验也”；给白洋淀地区业余作者
曹彦军的信中，他传授写法，

“学习写作，要‘取法乎上’，不
能只看报纸杂志上的文章，要

读些好书，要做笔记，要打开眼
界，你在农村，生活是有的，就
是看书的机会少。在这方面，要
大开眼界，然后才有能力，才有
办法。没有不多读书就能写好
文章的人。”缺点他指出来，优
点他会鼓励。读了万振环的小
说《虔诚》《菊妹》后，他称赞道：

“小说以描写、叙述、对话为主，
而构成篇章。在这三方面，我认
为你都做得很好。语言不烦絮，
叙述简洁，描写也适当，在文字
上的修养，你都是有很好的基
础的。”

孙犁对新人的扶持令人
仰望。我经常想，他是如何做
到这一点的？现代人又为何如
此津津乐道？或许有两件小事
能够说明。

当年孙犁从干校回到天
津日报社不久，就从堆积如山
的稿件中发现两篇小说《鞭声
清脆》《团结花开》，他兴奋不
已，立即送审，并给作者写了
一封激动人心的回信。副刊以
两个整版刊发小说，引发轰
动。作者飞雁最初投稿时以

“曾伏虎创作组”的名义，他投
稿顶着富农子弟的帽子，稿子
再好，政审也通不过，这是当
年的实情。报社给他回信，觉
得这像造反组织的名字，希望
改成一个笔名。他从《毛泽东
诗词》中选用了“飞雁”。孙犁
先后给他寄过四封信，没有因
怕受牵扯、惹麻烦而忽略他。

另一件小事，是孙犁在给
贾平凹回信时，正好手边有一
南方赠阅小报，就随手引用一
句，却引来一场三年之久的笔
战攻击。“现在这些名家，是吃
捧奶长大的，只能听好话，从

来也没碰见过这个，就火冒三
丈，语无伦次。”“他们的文章，
也只能做到这些，因为捧奶并
不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品，吃
多了只能使人虚弱。”“病句的
纠缠”折射出文坛风气欠佳，
更凸显出他的坦荡无伪、崇高
正直。

无论是《书衣文录》《孙犁
书话》《耕堂劫后十种》，还是

《芸斋书简续编》，他坚持做的
是研读书籍。比如，“看《给契
诃夫的信》一书，这真是一本
最好的作家的传记，从其中我
了解契诃夫的为人”；再比如，

“现在继续读《纲鉴易知录》，
这个书名，在过去，我是从来
也没有放在眼目里，读起来却
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书，主要是
编入了很多名人的言行，有很
多好文章的节录。”“我平日买
书，多系平常贱值之本，借以
浏览长些常识，非如一些名人
之搜采古物，冒充书法也。”

铁凝在怀念孙犁时说，“我
的心里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画
面：简单、整洁的居室，昏黄的
灯光下，一位面容温厚的老人
细心地清洁、修补着残缺的书
页，包上书皮，然后题写书名、
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常常，
他也会对着虚空处叹一口气，
写上几行文字……这灯下修书
的老人形象，竟是无数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一个剪影。”

《耕堂劫后十种》是他留
给我们的最后绝响，我读过其
中几本，读得不够精细，但能
够感受到跃动着的赤子之心。

“诗有魏晋风神，声音清
越，余喜而录之。”书信流溢人
间真情，布衣孙犁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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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文化穿上“时尚”外衣

□跃兴

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可
以变得时髦、时尚吗？央视正
在热播的一档名为《时尚大
师》的节目里，年轻设计师们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自己设
计的卫衣、T恤和手包上，一
位女设计师不仅运用了龙生
九子中的螭吻和椒图这两个
神兽元素，还加入了我国传统
建筑中榫卯结构等模块，呈现
的结果是简洁、时尚。尤其是
受到在门上衔环的椒图神兽
的启发，她将手包的提手设计
成环状让椒图“咬”住，充满创
意。而5月5日播出的《时尚大
师》中，一位“理工技术男”设
计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电子
科技结合起来，把自己对于二
十四节气中“秋分”的理解绘
制出来，藏在衣服面料之上。
当强光照射时，“海上生明月”

“圆月团圆”等相应的设计图
案就会显现出来，令人惊艳。

时下，文化类节目走红电
视荧屏，已然成为值得关注的
重要文化现象。从《朗读者》

《中国诗词大会》到《国学小名
士》《诗书中华》，再到《经典咏
流传》《国家宝藏》，一系列节
目共同构筑起了当下风清气
朗的电视传播环境，并取得多
个维度的影响力增量。据不完
全统计，国内各大制播平台在
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推出的文
化类节目已达60档，文化类节
目从勃兴走向了成熟。其中，
多数文化类节目关切“传统”
这一命题，从中华文化的深厚
土壤里取材，展现出较为显著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
随之而来的思索是，对于植根
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
电视化“传统”的过程还可以
有哪些新的思路？诗词、书信、
戏曲、国宝……理解和阐释传
统的维度其实还能有更多，比
如时尚。

时尚，与每个人的日常生
活紧密相关，而服饰文化更是
大多数人颇为关切的一个领
域。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

“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仪
之大”和“章服之美”构成了东
方美学的内在肌理。《时尚大
师》用“服饰”入题，将对中国
意象的读解和阐释融入一种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断养成的

“时尚”观念之中。
《时尚大师》相当于打开

了一扇窗，让许多普通观众由
此开始了解中国古代服饰文
化，并从中收获了不少惊喜。
例如文化学者孟晖在《时尚大
师》录制间隙录了一个小视
频，叫做《中国古典时尚知识
小课堂》，在网络上3天的点击
量超过100万。孟晖讲了一个
有关唐代女子聚会的小故事，
讲述古代女性是如何参加聚
会的，她们如何在聚会上互晒
服装、比谁穿得更美。这个有
趣的小故事迅速吸引了众多
互联网粉丝。其中，孟晖讲到，

《红楼梦》的一次赏雪就是一
个大的时尚发布会，《红楼梦》
里的主人公穿的面料全都是
进口面料。再比如孟晖讲到这
样一件事：古代有一位名门闺
秀请人绣衣服，这件衣服表面
看起来是一套，但其实有两套

衣服的效用，一套是玉兰花含
苞时的状态，另一套颜色却是
玉兰花盛开时的状态，因此，
她上午穿着时是含苞的状态，
下午穿着时是盛开的状态，人
与花同一个节奏。放到现今的
生活中，这也可以作为一种时
尚创意。北京的春秋天，中午
要减衣服，晚上要加衣服，如
果服装设计师有这种经验，做
出的衣服有中午减、晚上加的
功效，或者跟着花开花谢、四
季变化而变化，那就有意思
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服饰
文化还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
的惊喜，如果去挖掘，那会非
常有意义。

由此可见，时尚和传统的
融合，需要业内人士找到恰当
的契合点，以一种舒服自在的
形式表达，还要顺应当代人的
生活方式。毕竟，只有走进了
生活，让人们觉得把传统文化
穿在身上、摆在家中也可以是
一件很酷很潮很时髦的事，文
化和时尚的融合才算恰如其
分，才能深入人心，用时尚的
方式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
络才算成功。

而作为一档电视文化节
目来说，《时尚大师》通过一个
新的角度关照传统，为文化美
学的电视表达创新再添一种
重要视角。传统文化所面临的
社会历史语境不断流变，但不
同时期对于美的向往和推崇
却是一以贯之的。任何一个年
代都有“时尚”表达，让不同的

“时尚”跨越历史牵手，这或许
就会给电视文化节目带来新
鲜而源源不断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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