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忠实先生是当代著名作
家，代表作《白鹿原》在文学史
上具有经典意义。他的散文也
同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文字
朴实热情，情感真挚动人，洋溢
着蓬勃的生命力，别有一番韵
味。而今，读陈忠实的《我走在
这活泼泼的人间》一书，从《白
鹿原》到烟火人间，我感悟到平
凡也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这本书共收录了陈忠实44
篇经典散文，展现了他丰富的
情感世界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深深眷
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释
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
怀。读者能从中寻找到作家的
童年和少年，他生活的家园、成
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苦与乐；
还能体验到他创作《白鹿原》的
艰辛、他处世做人的原则、他的
使命感和他生命的意义。全书
文字老辣，关中味十足，读起来
十分过瘾。

穿过几十年的时光，书中
更多的是回顾作者贫困的少
年、艰辛的青年以及默默奋斗
的中年历程。父母、亲人、朋友、
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光中
缓慢而从容地走来。在《何谓益
友》中，陈忠实回忆，早年冬天，
北京的一位编辑老何看过他写
的《接班以后》，来向他约稿，认
为它具备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架
势。“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
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根
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我
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
事。”陈忠实的文字，就像他的
名字一样，把自己内心的那份
真诚、热烈的感情，用平实朴素
的语言展现给了读者。

《告别白鸽》一文则展现了
他柔情婉约的一面。在写作的
寂寞岁月里，两只白鸽活跃了
白鹿原下老宅的盎然生机，鸽
子“捕食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
会使人的心绪归于清澈和平
静”，使得陈忠实享受生命的静
谧并得到理智的清醒。当白鸽
遭到鹞鹰的袭击时，陈忠实表
现出一种割肉饲鹰般的慈悲情
怀，“盼它伤愈，盼它重新发出
羽毛的白色。然而，它死了。”在
和白鸽的相处中，陈忠实对生
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小者的
体谅和同情，表现出了一个作
家的敏感和悲悯。

陈忠实的心灵、情感、所
思、所念，始终没有离开他出
生、成长的土地。陈忠实细细讲
述他和那块土地的关系，如《绿
蜘蛛，褐蜘蛛》一文，写的是栽
梨树的过程，看着梨树慢慢长
大、开花、结果，这里面给人带
来了太多的喜悦和对生命的希
冀。《原下的日子》写陈忠实在
原下的祖屋的生活，他刚调入
省作协时，由于作为专业作家
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他索性从
城镇回归乡村老家，在祖屋里
读小说、写小说。这个旧宅老
屋，可以说是陈忠实文学写作
和精神生命的一个原点。读之，
能感受到陈忠实在那片原上的
思索与坚守、突围与耕耘。

陈忠实常说：“我散文写作
的基本守则，首当真实，既不容
许妄说，更不添附虚伪之词。”
只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个
西北汉子。打眼一看，分明是典
型的“秦人”造型。倾听陈忠实
在书中的讲述，感到他是这样
一个人：生活简单，却能处处悟
出道理；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
中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可以用
最简单直观的语言来描述：“馍
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
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
了，所以，馍就生了。”

原上曾经有白鹿，人间再
无陈忠实。如今，在平凡人间的
生活中，再读陈忠实，品味他的
老到、老练、老辣，更令人追思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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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动物世界》里，守住自己的道

□李俐

又到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
的年轻人即将踏上人生新征途。
或许很多前辈已经告诫过你们

“人生险恶”，又或许你已经自己
灌下了好几壶成功学鸡汤，但我
想推荐给你的，却是暑期档正在
热映的电影《动物世界》。导演韩
延用一部烧脑炫酷的商业大片，
道出了成年人面对残酷现实的
成熟选择——— 守住自己的道。

虽然《动物世界》是一部以
冒险为主的动作大片，但驱动
故事发展的内核却源于一个普
通青年的生存烦恼。电影主角
郑开司是一个来自三四线城市
的普通青年，母亲在其很小的
时候便因为意外成为植物人，
他只能一边照顾住院的母亲，
一边在一家游戏厅担任小丑与
人合影维持生计。虽然有青梅
竹马的好友刘青常年陪着自
己，但郑开司觉得自己负担太
重不想连累刘青，多年不敢确
立关系。虽然这是郑开司的故
事，但相信每个在一线城市奋
斗的年轻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
己的影子，赚钱、就业、看病、恋
爱，每天都有人夹在这几座大
山中艰难生存。面对未来未知
的方向，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或
许电影中郑开司的选择可以给
你一个答案。

为了改变人生困境，背负百
万债务的郑开司登上“命运号”
邮轮开启了自己的冒险生存，然

而这场游戏的参与者都是亡命
之徒，毫无底线的欺诈争夺，让
游戏场最终沦为“动物世界”斗
兽场……其实，邮轮上的游戏规
则非常简单，就是用画有石头剪
刀布的卡牌进行对决。然而，越
是这种简单的赌博，却越能带来
刺激的观感。在这个简单游戏被
各个主角玩出神一般的复杂套
路后，简单的形式与复杂的推理
更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使
电影呈现出烧脑大片的质感。对
于喜欢逻辑推理的观众来说，这
一个小时的智力对决犹如一场
头脑风暴，其中的逻辑可能需要
二刷、三刷才能透彻理解。

尽管故事发生在邮轮之上，
但船上亡命之徒毫无底线的尔
虞我诈，隐喻的却是当代青年人
生存的现实版“动物世界”。不同
于大多数动作导演，韩延导演在
完成动作冒险大片的基础之上，

更加入了自己对于人性的思索
与探讨。郑开司面对的与其说是
一个个狡诈恶毒的人，不如说是
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低劣价值观：
欺骗、自满、背叛、算计、冷血等
等，这些行为可能会让我们在一
时得到不菲的利益，却会让我们
丢失更多属于自己的人格。到底
是去解决人生的难题还是去解
决人性的难题，郑开司用他自己
的“道”向观众演绎了一个成年
人的选择。

郑开司最后选择守住自己
的信念，做了一回不知道会不
会又被骗的好人。到此处，电影
才真正燃点爆发，主题歌里唱
着“天堂地狱一念之间，千万别
失去清醒”“宁可做一辈子披荆
斩棘的小丑，想把老子变成一
只动物，没戏！”始终清醒，保持
对人性本善的信念感。这，或许
就是这部电影最终想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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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为何难觅好故事

□星文

不久前，阔别电视剧市场9
年的电影大咖陈坤重回电视荧
幕，其主演的《脱身》未播先火。
然而，情怀是诗意的栖息，市场
却是无情的战地。电视剧是艺术
作品也是商品，《脱身》交给市场
检验后，却收到了一份不太让人
满意的答案。据说是“九年磨一
剑”的剧本，在电视剧上映伊始
便作为金字招牌和卖点被反复
提及，实际上却是剧情乏味无聊
又冗杂，不仅掺杂了太多不必要
的狗血家常，无处不在的“巧合”
也让人诟病。最终，《脱身》在豆
瓣上的评分从最初的7 . 3分跌落
到了6 . 6，超三星的好评绝大部分
是冲着陈坤给的，很多人坦言是
靠演员在强撑着看戏。

近两年的小鲜肉霸屏，曾
引起不少观众对其稚嫩、浮夸
演技的吐槽，但如今，为什么像
陈坤这样的大咖也难以俘获人
心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从

《甄嬛传》《琅琊榜》到《白夜追
凶》《人民的名义》，从“ IP+流
量”逐渐失灵到“老戏骨”“实力
派”重回影视舞台中心，种种趋
势表明，观众对于影视作品的
质量越来越重视。不少资本意
识到仅凭小鲜肉是无法支撑影
视作品口碑的，于是纷纷开始
实施“小鲜肉+老戏骨”捆绑模
式，但他们似乎仍然没有意识
到，好的故事才是核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
有一段文学与影视的“蜜月
期”，作家们为影视行业提供改
编所需要的小说底本和故事原
型，比如莫言小说改编的《红高
粱》、苏童小说改编的《大红灯
笼高高挂》，也因此催生了一批
经典影视作品。但是，随着资本
的不断介入，文学为影视做嫁
衣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诞生

了一批以“影视化”为创作目标
的作家，这直接导致创作变得
漫不经心，作家的语言变得随
意而粗糙。发展到现在，90后、00
后是影视观众的主力军，这些
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
人，从小看动画片、动漫、短视
频，玩电脑游戏，阅读网络小
说、鸡汤文，他们欣赏或习惯了
夸张、玄幻、盗墓、穿越、无厘头
等表达方式。资本为获取最大
的市场回报，投其所好，影视市
场充斥着大量网生作品。从女
性观众热爱的《甄嬛传》《琅琊
榜》《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到男性观众追捧的《鬼吹
灯》《大主宰》《斗破苍穹》等等，
都来自于网络文学作品。

关于影视文学的创作以及
网络文学IP的特点，曾有人这
样举例：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
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
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
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
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水，
行动时似弱柳扶风”；琼瑶剧盛
行时，紫薇是“唇不点而红，眉
不画而翠，眼如秋水，目若晨
星”；到了偶像剧时代，《泡沫之
夏》的伊夏末则是“一头海藻般
浓密的长发，微微卷曲，眼睛像
海水一样，皮肤很白，是象牙
色，整个人看起来懒洋洋”；如
今“大女主”“玛丽苏”成了观众
的心头好，影视剧中的演员美
则美矣，再看原著，《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中的白浅，全文对她
的外表描述只有8个字：四海八
荒第一美女。

如今的影视文学，在镜头
语言的重新组织之下，严肃文
学和类型文学的差异化被取消
了，只剩下故事情节的起承转
合，那些本来应该属于艺术细
部的精雕细刻变得毫无意义，
叙述的技术、想象的翅膀、语言

的韵律通通消失。创作者或许
期冀影视制作团队会通过镜头
赋予作品生命力，事实上，一部
苍白的原著又怎能在荧屏上凭
空变得丰富、饱满、鲜活？没有
好的故事蓝本，导演、编剧不可
能点石成金，演员也无从演起，
即使演技再好的演员也只能沦
陷在狗血、蹩脚的剧情里，勉为
其难地自圆其说。

许多这样的影视作品，动
辄斩获几亿甚至十几亿的票
房，或者在荧屏上热播，投资方
赚得盆满钵满。如此一来就成
了恶性循环，烂片、烂剧越来越
多，就像知乎上的一条段子那
样，“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为什
么非要劳心劳力呢？”

但是，在娱乐消费逐渐变
得理性的趋势下，靠大咖或小
鲜肉就能“圈钱”的日子相信很
快就要走到头了。如何通过口
碑推动电影产业的发展，除了
电影人之外，也是市场与投资
机构都应该考虑的问题。想拍
出《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 !
爸爸》这样从故事到深度都叫
我们望尘莫及的作品，不是几
个明星面孔就能解决的。前不
久在上影节摘得“年度精品网
络电影”的《我是好人》导演邢
键钧曾说过，随着互联网娱乐
的发展，网生内容一定会成为
一种趋势。然而，归根结底，讲
好一个故事才是根本。

想起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
的一句话：电影是一个容器，它
可以容纳人生的各种情感体
验，将那些本来游离于电影之
外的生命最初的感动和欢笑、
痛楚与悲喜清晰地展现，让所
有人一同分享。没有好故事的
影视作品，相当于没有灵魂，这
样的容器空空如也，又怎能引
起人的共鸣？这一点，值得我们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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