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多月以来的荧屏被电视剧!猎场"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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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次# 从开播几日被观众甚至

业内行家吐槽%不接戏&剧作陈旧&女主演技不

行'$到中期好评差评互现互搏(从起初编导姜伟

面对各种质疑为故事和演员辩白$ 到万众期待

%狩猎'完胜之时$最后几集却向%琼瑶剧'致敬$

未逃脱滥情%烂尾'的结局# 豆瓣评分跌至
*/0

分$还是靠着主演胡歌的拥护者护盘#

在湖南卫视独播剧制里$拉长剧集%注水'

播出$已不是新闻$从去年火爆的周播剧!花千

骨"时就开始任性至极了# 这次!猎场"从备案

的
1*

集变成
*2

集播出的节奏里$每集实际播

出时间为
13

分钟左右$ 难得编导姜伟依然保

持了剧情的悬念$又在公共话语体系里抵挡着

各种质疑# 前几集交代郑秋冬污点前史的戏$

几乎跳转了所有电视剧情的%正规'演绎方式$

抒情搅拌偷情 $忠诚牵手背叛 $郑秋冬诈骗坐

牢出狱再骗$在男女主角完成了特殊%人设'的

几集过山车之后$剧情方才切入正题#

说这是职场行业剧$主创心有不甘$作为被

%职场' 耽误的心理剧也可以成立# 而剧情的推

进$是以五六集一个单元的%挖人'故事连续呈

现)成功猎得张嘉译扮演的副区长$是郑秋冬确

立行业地位的第一单$也是!猎场"渐入佳境的

%头彩'(与猎头江湖大师袁昆的猎场过招$成就

了一次社会学与职场经验教科书$ 职场的色诱&

监听&收买&圈套也刷新了荧屏话题信息量(情与

理的博弈$正与邪的较量$姜伟以最擅长的谍战

剧的埋线布局与逻辑推理$完成了现代都会生活

中没有武器与硝烟的惊心动魄# 与此同时$郑秋

冬人格重塑与价值观升华也同步建立起来#男女

主角三度与复合擦肩而过的爱情纠葛$则显示出

更深的编剧套路$如美国制作人编剧威廉戈德曼

所说$%所有故事结局的关键就是给予观众他们

想要的东西$ 但不是通过他们所期望的方式给

予'# 在情节的走向中对情绪波澜的刻画与心里

轨迹的追寻$甚至以大段对白塑造人物$似乎是

姜伟的独门绝技# 但是至收官阶段$该剧抛出盛

煌公司父女求猎%情报官'一案$在挖出十年商业

间谍案的故事线里$ 剧情更像是补拍的路数$将

之前意气风发铺垫了十多集的戏份在一夜之间

蒸发# 从%猎场'到%情场'的任性接力$难道旨在

收割男女主角人性救赎和道德鸡汤的人物设定*

这种对人性的捕捉与%猎获'$我们同样可

以在电视真人秀!演员的诞生"中看到# 伴随最

大争议与话题量$该节目几乎每期台上台下都

在飙戏# 我们既可以看到$在歌舞体验类真人

秀之后 $主创直面演技题材的突围 $也不断为

选拔演技的标准产生疑惑# 从郑爽到刘芸到欧

阳娜娜$评委选取流量明星或有硬伤的新手留

下$而舍弃与她们组队的演技派对手# 黄璐&郑

昊等被淘汰者反而成为观众的%心头好'$他们

因告别这个舞台而获得%诞生'$是这个真人秀

最%尬'的纪录#

这种荒诞$还穿帮在%星二代'杨立新之子

杨玏与王小利之子王亮飙戏后前者的胜出$因

为杨玏交出的%作业'竟然是现场后台时光穿越

重返!我爱我家"$请来了曾经的剧组$那么$说

好的只准备%三小时'呢* 它所预设的怀旧与致

敬$意味着攒这个局必须先让王亮出局#

!演员的诞生"首期节目最大的话题是章子

怡与刘烨的戏中戏%假掐架扔鞋'$让我们看到

了她的机智与他的打酱油#%你相信吗*'成为章

子怡对表演标准的终极诉求$ 宋丹丹则反复用

%审美'这个词汇拒绝痛哭虐心的表演(而她们

之间$还永远有着编剧是否限制了表演的争论#

其实$这场真人秀还多次上演了%三个女人一台

戏'+++第三个女人就是表演指导刘天池$在背

景介绍的排戏过程中$ 我们不断看到她对新手

的调教$ 在规定情境中逼迫对方身心进入极限

做出反应$达成情绪记忆后上台复制$对欧阳娜

娜&王俊凯&甚至陈龙亦是如此,,而后$他们

在与对手对戏时$让人担心%马景涛'式的吼叫

激情上线# 由此$诊断每一组表演$逐渐演变成

部分演员自修与刘天池加工速成的两种表演形

态的对抗或磨合#

走心不易$全靠%猎戏'# !演员的诞生"也

再次诞生了章子怡$她有理有情有料$保持独立

见解$ 还屡屡现身说法成了个 %戏痴'$!青蛇"

!胭脂扣"&%盲女' 等$ 所有出演桥段都有口皆

碑#因她对演技保持着警觉较真的狩猎之心$使

整个评委席处于风口浪尖# 而宋丹丹自身 %审

美'局限$恰恰表现在只对编剧这一种职业的攻

击(刘烨可有可无的碎片式评点$更是把这一演

技的%猎场'当作逛动物园#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现实的隐喻# '从!猎

场"到%猎戏'$从电视剧到真人秀$是对当下社

会人生的一种触碰与诠释# 热点与话题会时过

境迁$而人性的多元展示与传递永恒的价值$这

才是艺术的最高任务#

在虚构中抵达现实
刘 汀

如今 ! 小说家已经不能称为一个职
业!它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更像是一种
不断滑动的游方艺人" 但编辑仍然是一个
明确的职业!因此我常常问自己!作为一
个职业为编辑的小说家!与作为一个其他
职业的小说家!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一
般职业的小说家!至少在阅读上是自由自
主的!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进行
细读!但职业编辑却需要阅读大量各类各
种水平和风格的稿件" 这是一种消耗!但
同时也是一种矫正!它帮助我更好地廓清
整个文学界的写作风向和整体面貌!从而
更清楚自己的写作路向" 正是得益于编辑
身份!我个人的写作开始对三种倾向抱有
越来越多的警惕"

第一类是以写实$写日常生活面貌出
现的小说! 内容却执着于描写个人情感!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新言情小说&" 所谓新
言情小说!大致可以判定为始终以现代社
会中个人的情爱为故事的核心动因!一切
叙事都围绕着恋爱$婚姻$分手$婚外恋而
展开" 在当前的语境下!它非常能获得读
者的认可!因为我们已经被影视剧$新闻
媒体和微信公众号培养成了新一代的言
情消费者!我们在日常娱乐中的主要消费
品之一就是此类作品" 但其中的一批人并
不满足于琼瑶$亦舒式的爱情!他们希望
在此基础上看到更具体的痛苦和困惑!看
到与自身具有相关性的故事" 新言情作家
恰恰找准了这一点!在日常的情节和传统
的故事上撒些有关现代人孤独$沉重和冷
漠的胡椒粉!把一份手擀面打扮成意大利
面的样子" 不论是作为编辑还是读者!我
个人都不反对新言情小说!但我反对把这
类小说塑造成当前文学的样板产品!也反
对通过对它的过度阐释来消耗文学资源"

第二类是近十年间大行其道的非虚
构作品! 它正在显示出文体上的局限性!

也就是它的可阐释空间和再生能力严重
受到所描写对象的限制!时过境迁 !许多
非虚构作品已经蜕变成一种社会调查或
史料" 许多媒体上的非虚构作家明显看到
了这一点! 都在寻求一条走向虚构的道
路" 这道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其一是
大量非虚构作者尝试创作虚构类作品!主
要是小说作品'其二!非虚构作者与市场
合作!试图通过影视化来为其变身!毫无
疑问!影视化的核心就是对真实事件的重
新讲述!同样是虚构"

第三类是正在兴盛的科幻小说" 因为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因为人类社会进入
到一个科技时代!科幻小说正在突破其固
有的界限!扩张势力" 作为一种独特的类
型文学! 科幻小说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但我所警惕的!恰恰是科幻小说通过与近
些年各种科技事件的%合谋&!如机器人小
冰写诗$阿尔法狗击败人类棋手$引力波
等等!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一种社会实践性
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力量" 这制约着
其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和表述" 一方面!科
幻小说不断强调自己的虚构性!特别是对
未来人类世界的各种想象!另一方面他们
又突出自己的逻辑起点是对世界的现有
认识和科技发展现状! 所以在一定意义
上! 科幻文学更像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

虚构只是它的手段"

因此!我开始有意识地强调文学的虚
构性!或者说!强调我在我的小说集(中国
奇谭)后记中所阐述的新虚构性" 虚构应
该被作为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方法被看待!

它是小说家的本来!是小说之所以构成小
说的%芯片&" 这是我在编这本小说集的时
候!才想明白的事情!虽然这部作品中的
绝大部分写于非虚构和新言情勃兴的
!"#!

年前后" 我希望能够通过虚构的魔
力!抵达一种更为直接和可感的真实" 这

部小说集里!有许多篇章都被明显的虚构
赋予了魔幻色彩!比如(炼魂记)里的主人
公老洪的骨头像铁丝一样硬! 毫无油水!

这当然是违反物理现实的!但恰恰符合社
会现实" 因为他衰老的并不是肉体!而是
灵魂" 比如(虚爱记)所写的是一个虚构人
物的爱情故事! 这里也用到了爱情的元
素!不过只是道具而已!我想表达的是作
为虚构的人物!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内心
世界!甚至会通过另一种%图灵测试&具有
了自我意识!试图修改自己在文学作品中
的命运" 这并不简单地是在作者写作的过
程中人物活了过来!而且是人物开始了一
种革命性的反抗!争夺叙事权" 在小说里!

虚构人物英属反抗作者隶仁!隶仁自认为
是故事的主宰!我们再往后退一步就会发
现 !隶仁同样属于一篇叫 (虚爱记 )的小
说!它的作者是刘汀" 但这仍然不是终点!

我并无法确认自己是不是另一个故事的
角色!或者回到宗教的语境里!我们显然

都是神或上帝塑造的人物而已"

小说的虚构 !并非是天马行空 $随心
所欲!这似乎是常识!但在很多作品里这
点常识却最常被忽略" 小说要建立自己的
逻辑世界! 这个逻辑世界首先是自足的!

其次是要能跟现实接通!也就是获得读者
的心理认同" 新虚构是现代小说的根本方
法!却并不是新事物" 比如卡夫卡的(变形
记)! 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
一只甲虫!这当然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没
有具体因果的事件" 卡夫卡的伟大之处就
在于! 哪怕他从第一句就开始虚构一个超
现实的情节!你却感觉到强烈的$无可回避
的现实感" 在古典世界的作品里!一个人的
变形总是伴随着诅咒$ 道德有亏等种种现
实逻辑和伦理逻辑! 格里高尔的变形遵循
的却是虚构逻辑" 卡夫卡用整部小说来完
善这个逻辑! 并与此同时展现和抵达了现
代社会的现实" 我所沉迷和追寻的!正是这
种虚构!更是这种虚构所能抵达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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