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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十年的影视剧 、游

戏、网络文学里，找一个最热的关

键词，那这个词一定是：克苏鲁神

话。

就说最近吧，国内的网大网剧

里，《异兽觉醒》《死亡迷宫》《狄仁

杰：飞头罗刹》《四海鲸骑》，或者采

用克苏鲁元素，或者直接改编自克

苏鲁神话体系里的作品。网络文学

领域里，克苏鲁题材的作品，甚至

能成为一个门类， 其中最著名的，

有爱潜水的乌鸦的《诡秘之主》，吃

书妖的《反正我是超能力者》、全部

成为 F 的《限制级末日症候》、机器

人瓦力的《黎明医生》等等。而在好

莱坞，克苏鲁元素的作品，近乎井

喷，目前最热的，当属 HBO 的《恶

魔之地》。

国内的读者和观众可能会对

克苏鲁神话，以及它的创立者洛夫

克拉夫特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是，

年轻一代一定听说过，或者曾经玩

过《龙与地下城》、《雷神之锤》、《魔

兽世界 》、 《星际争霸 》、 《炉石传

说》、《饥荒》、《辐射》 这些游戏，一

定会对经典科幻电影《异形》系列

中的恐怖外星生物，电影《加勒比

海盗 3》中长着满脸章鱼触须的海

盗船长戴维·琼斯，改编自斯蒂芬·

金的同名小说、电影《迷雾》中的各

种未知怪物，漫画电影《蝙蝠侠》中

的阿卡姆疯人院，伊藤润二经典漫

画《旋涡》中的异化世界和人类等

等这些恐怖元素和角色留下深刻

印象。事实上，这些作品的灵感，都

来自克苏鲁神话体系。

克苏鲁神话体系的创立者，是

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1890 年，

他出生在美国罗德岛州，早年所受

的教育，几乎全部来自于家庭。 在

他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经常给他读

《一千零一夜》、《神话时代》、《伊利

亚特》、《奥德赛》 等神话故事和文

学作品， 还有各种各样的鬼故事，

这无疑激发了他对于恐怖文学的

兴趣。三十岁后，他离开家乡，来到

纽约，并且找到了《诡丽幻谭》这样

一本杂志， 作为自己的文学阵地。

1926 年，洛夫克拉夫特重返家乡，

家乡带给他的安全感和精神上的

解放，促进了他的写作。 他之后的

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在他回到

家乡之后完成的。他最重要的作品

《克苏鲁的呼唤》，就是在这个时期

诞生的。这个故事包含了克苏鲁神

话中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主人公

在偶然中获得了某个线索，这个线

索有可能是一本书，一封信，一份

资料，或者一个神秘的雕塑等。 接

下来，他经历了探索真相———接近

真相———被真相所震惊———执着

于真相———最后终于发现了旧日

支配者的恐怖面目，最终走向疯狂

或死亡。

洛夫克拉夫特一生中，一共创

作了 70 多篇中短篇小说。 故事中

的人物、事物、场景有所呼应，但都

联系松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

人物或者主线故事，也没有固定的

历史背景。在洛夫克拉夫特活着的

时候，“克苏鲁神话”只是一个概念

的萌芽， 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体系。

洛夫克拉夫特去世后，他朋友德雷

斯的朋友，整理并完善了他的所有

作品，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逐渐

形成了今天所谓的 “克苏鲁神话”

体系。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洛夫克

拉夫特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体系

呢？ 20 世纪初，是人类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以及各种新发现、新技

术不断问世的时代。 人类文明在

工业革命的持续推动下， 正在飞

速发展。 洛夫克拉夫特也深受那

个时代的影响，但他笔下的故事，

却和那个时代的主流观念背道而

驰。 在洛夫克拉夫特所在的年代，

这种观念是非主流的，如今，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兴

起， 我们能感知到的世界似乎在

不断扩大，但这个宽广的世界，也

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

让我们自身显得更加渺小和微不

足道。 洛夫克拉夫特所表达的这

种对于未知的恐惧， 越来越符合

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需

求，所以，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

者，以及和他产生共鸣的人。 尤其

在危机重重的此刻， 洛夫克拉夫

特和他的故事体系， 特别能够应

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以至于，克苏

鲁神话在诞生一百年后， 又一次

成为热点， 并且获得了中国读者

和观众的喜爱。

张艺谋新片还有几天才上映，

又一个谋女郎刘浩存怕是很快就

要成为全行业瞩目的焦点。 她来自

于北京舞蹈学院，跟前辈谋女郎章

子怡一样学跳舞，连长相也颇为神

似 ，出道是 20 岁 ，章子怡出演 《我

的父亲母亲》是 19 岁。 类似的，巩

俐演 《红高粱 》是 22 岁 ，周冬雨初

登大银幕是 18 岁， 几乎都是没有

任何表演经验的璞玉阶段。 很多导

演也号称自己爱用新人，但业绩说

明一切。 在华语电影圈里，张艺谋

所有的“谋女郎”，都呈现出三代影

后传承的态势，从巩俐到章子怡再

到周冬雨。 网友爱吃瓜，有一张活

动后台照就被传播调侃，画面是章

子怡很放松，惊喜地双手捧着周冬

雨的脸蛋， 大有相见甚欢的喜气，

俏皮的网友就挪用 《如懿传 》的台

词，我们乌拉那拉氏的女人是一定

要去做皇后 （影后 ）的 ，扯是有点

扯，却也间接佐证张艺谋眼光的毒

辣。 目前还看不出刘浩存是否能够

成为下一个周冬雨，承接下一个十

年。 但是从她出演的角色刘闺女来

看 ， 却是张艺谋人物图谱里最浓

烈、最得心应手的 “一笔 ”，一根筋

式的普通人。

这一根筋，就拉出巩俐的“我奶

奶 ”、秋菊 、家珍 、章子怡的 “我母

亲”、周冬雨的静秋，都是这片土地

静默无声却充满力量的东方女性。

她们天生一根筋，筋骨相连，活着只

认准一件简单的事。 我奶奶是要跟

我爷爷好，让他活下去；秋菊是要讨

个说法……她们为了达到这些微茫

的目的，能做的就是投入生命所有

的热诚，像滚烫的山石把周遭搅动，

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是破坏者，破坏

的是对女性命运的桎梏。 一直都觉

得，张艺谋特别懂女人，也有深爱女

人的镜头感，仔细想想，出现在他电

影的女人极少有符合现代审美的面

相，是带着土地感的，哪怕青春期好

像刚从饥饿里走出来，但你知道，小

小的身板一定会涨潮， 成为丰盈的

海面。

一根筋， 不但是谋女郎的魅力

密码， 之所以很多影迷依然认为张

艺谋最懂中国故事， 也是因为一根

筋， 也是这片土地传承至今的文化

基因。我们小时候听到的传说，哪个

不是一根筋式的文本， 比如愚公移

山、精卫填海，还有夸父逐日。 一根

筋是什么？ 在我看来，小到迷茫、大

到苦难， 卑微的普通人没有能力去

掌控命运， 但他从父辈那获得的智

慧， 就是在一件认准的小事上下狠

功夫，铆足劲做，重复做，哪怕结果

依然是颠覆性的失败， 但过程中这

个人的灵魂获得了救赎， 因为一根

筋的力量感， 最终成为不会消失在

历史长河的河岸痕迹。仔细想想，我

们的父母、长辈，甚至有些时候的我

们，一根筋都是存在的。

今天，我们流行说信念感，就是

这个意思。一根筋这种信念感，充满

艰辛，满目疮痍，但总有那么几个瞬

间，神迹发生，阳光普照，我们觉得

不再孤独，有所慰藉。

作家

■花言峭语

克苏鲁神话何以成为热点

■情人看剑

怎样说服一个女星演母亲

■钱眼识人

一根筋的谋女郎

中国电影里的母亲形象大多慈

爱隐忍，去年出了一部《柔情史》，把

母女关系撕裂给大众看，获得了一

些共鸣，说明局部揭开了现实家庭

关系里的真实一面。 最近帮人邀请

一位“母亲专业户”影星出演电影，

少不得又要把角色阐述写得深刻奇

崛一点。

所谓中国式母女关系，本来就

是一个厚重议题，也不同于学者孙

隆基在 《杀母的文化：20 世纪美国

大众心态史》里描摹的大洋彼岸的

另一番景象：想要人格独立，首先得

摆脱以母亲为核心的亲密关系的控

制。 如你所见，在名片《惊魂记》里、

在《飞越疯人院》里，磨刀霍霍，“杀

母”势在必行。

反观东方，这一议题另有答案。

如果非要拿中国作家作品来参照，

应该非张爱玲笔下的母女关系莫

属：从《金锁记》到《小团圆》，她笔下

的那些母女们相爱相杀，成为彼此

终生的永恒心结。 后来的创作者所

做的，无非是继续印证张爱玲，或者

延伸张爱玲。

中国式母女关系的第一层，最

为人熟知的是相爱相杀，母女活像一

对仇人，所谓女人都是同行，同行即

是冤家。《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拿黄金

枷锁劈伤了自己， 也葬送女儿的未

来。 这类“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鲜

明极致，但也容易标签化，各种狗血

剧情里，类似形象比比皆是。 而女儿

们面对情感勒索，一次次被唤起恐惧

感、义务感或罪恶感，勉为其难地答

应母亲的要求， 却又感到痛苦万分，

从而形成爱恨交织的剧情张力。

中国式母女关系的第二层，也

是张爱玲步入暮年后创作的 《小团

圆》里的那种，自女儿角度而言，从

缺乏母爱、满足不了母亲的期待，到

一种”言传身教的全盘逆反“（学者

许子东语），随着女儿的成长，母女

既互为镜像又有变异， 充满更多幽

微之处。

走到了第三层，也就是该追问，

她们还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在《小团

圆》里，作家甚至虚构了她准备还钱

给母亲，了结恩义，割断母女之情，

颇有少女哪吒般的决绝。 血缘、亲

情、启蒙、嫉妒、折磨……这笔帐该

如何清算？一代又一代新人，已经可

以独立清晰地给出答案。

从《恶童日记》到近年韩国现象

级小说《杏仁》，开篇还有女儿带着

孩子跌跌撞撞回家， 重新寻求母亲

援手的桥段。“父母对孩子都有很多

期望， 但如果达不到就会希望孩子

平凡点。 ”她们暂时握手言和，并寄

望于第三代人。

写给“母亲专业户”的那份角色

阐述投递出去，没有下文。很多妈妈

角色在等她吧，选择这个，还是选择

那个，其实区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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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克苏鲁神话改编的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