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电影《第一炉香》的议论算是
告一段落，回头再看电影上映前后，那
一场让网友、影迷、自媒体群情沸腾的
盛大狂欢，可谓旷日持久。此前看了纪
录片《好好拍电影》就爱死许鞍华导演
的声音有多狂热，此后嘲讽批评《第一
炉香》的声音就有多严苛，如此短时间
内发生的极致落差， 换作任何创作者
都没法承受。

出版界的朋友也很诧异，没想到
忽然涌出来这么多资深张迷，对小说
如数家珍， 对选角各有一本花名册，
倒也应了李碧华形容张爱玲是一口

井的比喻：“各人都在她身上淘，然而
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呢，互相窃笑没
有人真正领略她的好处”。 不过这次
群体性窃笑事件的根源 ，在于 《第一
炉香》的改编本身是一场事先张扬的
“误会”。比如鬼气森森的小说 ，被南
辕北辙演绎为朗朗乾坤下的情爱故

事 ， 从开机到上映又经历了漫长时
间，大众情绪充分发酵 ，只等电影揭
幕那一刻轰然爆发，这样结果并不让
人意外。

翻过这一篇，《第一炉香》会引起
哪些蝴蝶效应？至少短期内看不到同
类题材电影上马，文艺青年们可说是
集体参与唱衰了这一本就逼仄的市

场。国内有平台 2018 年就拿下《小团
圆》版权，现在看来遥遥无期。倒不是
张爱玲不香了———《第一炉香》 的滑
铁卢于作家声名毫发无伤，反而衬出
小说魅力无可替代———而是再次证

明挑战张爱玲是一道难题，尤其晚期
的《小团圆》文字洗练，大量留白 ，心
理活动细密，电光石火间牵动半生记
忆，还有各种伏笔草蛇灰线 ，更是一
道送命题。

对于很多文艺片导演，也将会不
断听到这种论调：连许鞍华都不能驾
驭……接下去的话也就不言而喻，今
时今日的投资人不会继续那么慷慨

了。 再比如好不容易下凡的大神们，
如王安忆经此一役，想必不会再锳影
视圈的浑水。早年王安忆和陈凯歌合
作《风月》，已经知晓电影归根结底是
导演的，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当许
鞍华说她就想拍一部爱情片，王安忆
纵有万般抗拒也还是认了 ，“我要服
从她， 电影是导演的创作。” 跨界合
作，并未实现相得益彰之功 ，这终究
是观众的损失。还有首当其冲受到惨
烈讨伐的那些演员们，因此患上这病
那伤的，都得承受下来，先好好养伤。
据说有人现在见到文艺剧本就头疼，
不肯轻易接戏了 。 这还是我们的损
失。

总还是有些聪明人 ，比如把 “红
玫瑰白玫瑰”幻化为“青蛇白蛇”的李
碧华，受《半生缘 》启发写了《东邪西
毒》的王家卫，都没有选择与张爱玲
缠斗，而是借树开花，又得其精髓，最
终安然过境，修成正果 。值得创作者
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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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追看的综艺节目是 《一
年一度喜剧大会 》，播出过半 ，出现
了一个自己逢人就想推荐的创作小

品 《父亲的葬礼 》，出自两个名不见
经传的漫才作者， 他们差一点就被
淘汰掉， 但这一次的出手让我还是
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高级的喜剧。
故事主线不复杂， 一个普普通通的
厂矿工人去世了， 妻子和成年的儿
子办了简简单单甚至可以说有点冷

清的老派追悼会， 如果真的是做给
活着的人看，足够热闹、足够体现逝
者生前的显赫， 也就没有奇葩的后
续了。

作为起源于日本的喜剧形式 ，
漫才看起来跟咱们的相声有点像 ，
一唱一和， 但不同之处在于荒诞感
是成倍飙升， 笑点全在于看其中一
人暴风骤雨般的错愕与尴尬。 这部
作品里， 儿子和母亲要一次次去接
待 “莫名其妙 ”的客人 ，第一个还算

正常， 是父亲的领导， 是打了个基
础，告诉孩子，你的爸爸是普普通通
的工人，兢兢业业。还好，正常。但后
面就越发 “扯淡 ”了 ，轮番登场的人
物是跑江湖的帮派人、 住进疯人院
的科学狂人 、曾经在 “哈利波特 ”里
记载过的半人马， 以及最后出场的
是转动的星球 ，他们都曾与 “父亲 ”
共事过、相处过，都会用“普普通通”
来形容性格， 并且还要强调他深爱
自己的儿子。儿子就不断被惊吓，到
底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父亲， 观众
很可能笑着笑着就忘了父亲最初登

场时的身份，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
丈夫。

这个故事脑洞开得很大 ，很
扯 ，但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有两条非
常清晰和坚定的逻辑线的 ，第一条
线就是讲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怎

么诞生的 ，是被讲述的 ，原来死亡
并不仅仅是肉体的灰飞烟灭 ，而是

自我如何一点点地模糊乃至消失 ，
这种直戳命运主题的悲剧情绪让

笑料余味很长 ，很丰富 ；还有一条
线就是所有吊唁的宾客似乎都在

执行一个善意的任务 ，就是替逝者
跟儿子说 ，你的父亲很爱你 ，连母
亲也要在一旁附和 ，但是请允许我
跳出来的疑惑 ，为什么没有人对妻
子说 ，你的丈夫很爱你 ；为什么逝
者在生前没有充分表达 ，这种疑惑
带来的悲情感又比毕竟缥缈的命

运话题更让人动容 ，这不又一次提
醒观众 “惜取眼前人 ”、“没有说出
来的爱是不存在的”。

有些聪明、见识广的观众第一反
应是这个作品很像美国电影导演蒂

姆·波顿的《大鱼》，内核也是天性爱
自由的父亲即将不久于人世，他那些
精彩绝伦、匪夷所思的冒险对儿子来
说是童话还是骗局？看过电影的朋友
或许也会跟儿子一样相信，父亲会变

成大鱼在克莱因蓝的河流上跃出水

面，而无尽的河水沉默地裹挟着父亲
真实经历过的战乱、孤独和痛苦流淌
致远。我不敢说死电影与喜剧小品之
间的必然联系。 据创作者自己说，最
初的剧本名为《金婚》，故事发生在父
母的结婚纪念日上，宾客们喜气洋洋
地给儿子讲述他们眼中的普通男人。
从纪念日到葬礼，黑色幽默反而获得
了驰骋的空间，拿生死开玩笑是高手
的“游戏”。

当父亲被讲述成一颗从浩瀚宇

宙坠落地球的星球时，我觉得喜欢这
个作品的观众都感受到一条闪着银

光的轨迹，这颗孤独星球从此获得人
间的爱与救赎。

人和人的运气，有时候就是天上
地下。

同样是当红作家， 紫金陈和尾
鱼站在了影视改编的两个极端 。前
者几乎一改一个准， 有了 《无证之
罪 》《隐秘的角落 》《沉默的真相 》三
部成功作品在手 ，“紫金陈宇宙 ”稳
坐悬疑剧市场金字塔塔尖。 后者刚
好相反，除了一部《司藤》小有起色，
《怨气撞铃》和《开封志怪》等作品改
得粗糙潦草，剧集评分惨不忍睹，甚
至有书迷感慨，“又是为尾鱼痛哭的
一天”。

但恰恰是两个“改编运”截然不
同的作者，在作品被“魔改”上的感悟
颇为一致。尾鱼最近发文称，除了《司
藤》，其余送到手里的改编剧本，她都
曾表示强烈反对，而且这些反对往往

基于人设和故事逻辑。可惜，片方对
此全盘拒绝，指摘她“不了解市场”，
“观众就喜欢这样人设和故事”，“剧
本看着不好看，拍出来就好看了”。随
后，紫金陈接力表态，“剧情不行的话
第一责任人肯定是编剧，第二是导演
和制片，剧本是他们通过的。

两大当红作家联手吐槽，却激怒
了编剧群体。于是，有的编剧吐槽紫
金陈得了便宜还卖乖，有的批评作家
不专业胡乱插手， 还有的干脆表态，
就算是烂戏，为公司赚钱也是“对得
起甲方”。一时间，作家、编剧、网友，
一团乱战。

都是吃文字这碗饭， 相煎何太
急？

想来也不难理解，伴随着网络文
学 IP 的兴起， 作家和编剧的关系就

变得相当微妙。一方面，在哄抢 IP 的
大潮下，许多粗疏雷同的小说被卖出
天价，原创剧本反而无人问津，接下
网文 IP 改编任务的编剧， 往往要为
自己看不上的作品几易其稿，心中不
满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追求大数
据的非工业制作流程中，枪手流水线
写剧本的乱象，也着实毁了一大批质
素过硬的好作品，就连最头部的网络
作家也难逃“魔改”之痛。

但真正让人惋惜的是，一部好小
说被改坏了，我们看到的是编剧背负
骂名，看到的是观众的真实看法被质
疑、被嘲讽；而那些无视创作规律的
投资方、平台方、制作方，反而悄无声
息地逃过争议，继续跟着大数据指点
江山，包装出一个又一个“观众喜欢”
的囫囵之作。 就好比在这一场争论

中，作家和编剧们各自委屈，应该担
责和反思的资方与片方再一次隐身

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尾鱼呼吁片方

多听听作家意见，紫金陈提醒剧本责
任重大不应轻易甩锅，编剧群体还真
别急着抱团反驳。尤其是那些堂而皇
之说出“烂戏也是为甲方赚钱”的编
剧，千万须知，能频繁生产烂戏的“甲
方”， 往往也只是将编剧当成流水线
上再普通不过的螺丝钉， 说换就换；
你若把他们的生意置于观众这个真

正的“甲方”之前，可真就是舍本逐末
了。

王圣志导演执导的 《中国这么
美》播了第一集之后，我看到有人说，
这个节目有点奇怪。

似乎，直接说不奇怪，也有点奇
怪。那就打个比方吧，你可以把这个
节目，看作一张胸片。不是普通照片，
不是沙龙照，不是糖水片，而是胸片。

某一年，某一天，某个瞬间，摘下
首饰，被照透了身体的你。那个瞬间
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早一秒，你年
轻一秒，晚一秒，你老了一秒，而那个
瞬间的你，就是当时的你，你来不及
修饰自己肺叶的脉络，也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结节，就被拍下了一张最基本
的影像。那之后，时间之河滚滚向前，
你也知道了如何修复自己的瑕疵，但
你再也不是那一瞬间的你。那样一张
胸片？美不美？美。

我之所以悟到这一点，是因为我
在王圣志导演的两部作品里出镜，一
部是《文学的日常》，另一部就是《中
国这么美》， 我和张尕怂以及李敬进
搭档，去了临夏松鸣岩花儿会，和张
尕怂的老家靖远。

对被拍摄的人来说，这两部纪录
片是很轻松的，因为，王圣志的这两
部作品，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几乎

没有设计。这种“没有设计”并不是建
立在全然的随机，全然的放纵的基础
上，而是精密的设计，加上一点无为
而治的个人性格的结果。

和别的纪录片一样，王圣志导演
和《中国这么美》团队，也做了大量的
调研，作为一个以音乐人为被摄体的
纪录片， 他们先确定乐队和歌手名
单，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来历，反复商
谈，然后大致确定拍摄地点，走纪录
片必须要走的流程，勘景、调研，跟乐
队反馈。

但是等到真正开始拍摄，所有这
些都隐藏了，给到被拍摄者的，是一
个大致的主题， 和大致的地理环境，
以及大致的曲目，和为这些曲目要做
的准备。没有提任何要求，没有要求
穿什么衣服，必须要做什么事，必须
要说什么话，都没有，约定的时间地
点，碰头，上车，走人。就开始了。剩下
的就交给天与地了。

我做过纪录片， 也做过真人秀，
而且是和《中国这么美》的意趣有接
近之处的真人秀，那些作品，有非常
精准的设计。而不论《文学的日常》还
是《中国这么美》，其实都是放羊式纪
录片，王导是在精确估算了羊群的构

成 、性格 、行动轨迹 ，以及草原的草
种、风向、地理环境之后，把羊放到了
草原上，只告诉他们，你们就在这里
活动，其余的就交给天与地了。镜头
里的人，是被摄体，而不是被写体。

但是，经过这两次拍摄，我发现
这种放羊式记录里， 有另一种真谛，
于是我套用 “只要活着就有好事发
生” 做出了总结，“只要出门就有邂
逅”。只要能走出去，还怕遇不到人？
还怕没有好事发生？ 只要走出去，只
要伸出手来，就有人和你握手，只要
给出笑脸来， 不怕没有人回个笑脸。
这也是行走的真谛， 一切的前提是，
只要走出去。

在《中国这么美》里，就是这样。
临夏松鸣岩， 正逢六月六花儿会，我
们在那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靖
远，张尕怂的老老家，那里的住户几
乎全部搬到山下了， 留在村子里的，
只有三四户人，其中有一户，是张尕
怂的远房亲戚，老两口，守着两间房
子，和一群羊，和檐下的一窝燕子，我
在他家吃了午饭。吃完饭，嫂子说，那
边山上有一大片苜蓿地，花开的时候
很好看，她想带我们去看看，我们绕
过一片残垣断壁，到了山坡上，看到

了那片苜蓿地。嫂子说，她觉得孤单
的时候，就来这里看看苜蓿花。

在我们到靖远的前一天，靖远下
了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去张尕怂家
的山道异常泥泞， 我们集体下来推
车，顺便踩泥巴。在回去的路上，我们
发现了一片芒草坡， 坡的尽头是悬
崖，悬崖前面，就是淡绿色的茫茫群
山，和飞速流走的云。在那里，张尕怂
唱了《击壤歌》。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
最激动人心的现场。

全都是偶遇， 全都没有设计，就
像……一张随遇而安的胸片。一张中
国某个瞬间的胸片。 这样的胸片，美
不美？美。

这个瞬间的中国， 因为真实而
美，因为拍摄者最小的干扰，最隐蔽
的设计而美。因为放羊人和被放羊的
人，都兴尽而归而美。人回到了出生
的地方， 歌回到了歌出生的地方。这
样的瞬间，这样的胸片，美不美？我想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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