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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电影《古董局中局》之前，

我最好奇的是，“鉴宝” 这样一个静

态的事物，如何演变成动态的情节？

都怪我没有读原著， 原著买回

来很长时间了， 不光有纸书还有电

子书，一直要看一直要看，结果书还

没读，电影上映了。 这样也好，就没

有预设的想法了。 但我也就越发好

奇，不论是书，还是电影，是怎样赋

予“鉴宝”动作性的。

“鉴宝”是有动作的，但那动作

性极其微弱，在几个“鉴宝”节目里，

我们看到的都是近乎静态的事态发

展，一切都得靠说、靠推演，这在现

实中是成立的， 但如果变成叙事的

主题或者出发点，就欠缺动作性，更

别说由它发展出一系列的动作和情

节。

把鉴宝者印第安纳·琼斯化是

一种做法， 许多和宝藏有关的电影

和小说，都是这么做的，鉴宝者得文

武双全，甚至要有些神技，不但能鉴

宝， 还得像 007 一样能搏击能攀岩

能枪枪命中，但那未免太取巧了，整

个故事就得往奇幻的路数上走。 把

鉴宝者的动作需求交给警察或者反

派来进行，也是一种做法，鉴宝者只

管在室内鉴宝， 而警察和反派负责

在室外争斗， 但那样一来就有了两

张皮， 而且给人物之间建立关系也

增加了难度。

电影《古董局中局》里的这个程

度就正好， 作者和编剧从鉴宝自身

推演出了矛盾， 把它扩展到上游的

考古、挖掘、造假、买卖，发掘出了动

作的可能性， 既不让鉴宝者承担过

多动作的任务， 也不让人物之间缺

少人物关系。于是，故事里就有了双

重的动作， 一方面是在奔逃追逐间

的动作， 一方面是因为鉴宝者派系

方法竞争演变出的动作。

比如， 雷佳音扮演的许愿和李

现扮演的药不然， 虽然终极目的是

一样的，但他们所属的派系不一样，

个人性格和利益诉求不一样， 这就

导致他们在故事的前半段处于对立

状态， 但这种对立又不是你死我活

的争斗， 于是马伯庸和编剧给他们

安排了几场比赛，既有鉴宝比赛，也

有地下拍卖会上的策略比赛， 这是

把鉴宝动态化的一种方式， 也可以

做得很奇幻和很漫画， 而电影里的

做法是用现场鉴宝和内心的画面相

结合，不脱离现实，也丰富了表现形

式。

鉴宝者和反派从北京到洛阳

的追索，也是把鉴宝动态化的一种

方式，他们由此走出了室内 ，走到

了更宽阔的天地，各路人们也纷纷

登场， 尤其是造假山村的出现，从

外到内都给了人物的争斗和动作

戏非常强劲的理由，也把故事推向

高潮，甚至还给故事增添了一种诡

异的色彩。 总之，从这个故事里，我

学到的就是让静态的概念如何具

体地动起来。

而演员的表演， 也都在水准之

上，雷佳音、葛优和咏梅的演技就不

用说了，葛优和咏梅，戏份不多，却

都让我意外。 最让我目不转睛的是

辛芷蕾， 这部电影里的她真的太美

了，她不是医美时代那种很模板化、

很缺乏辨识度的美， 而是非常浓烈

的，还带着点神秘感的美，牡丹花罂

粟花那一类的美，这种美，又恰恰是

符合故事的年代设定的， 因为八九

十年代特别盛产这种美， 她在这个

电影里不光提神而且合适。

遗憾的是没有给这样的美人

发展爱情 ，当然这十几年来 ，爱情

故事一直在走下坡路，人们在一个

有鲜明主题的类型故事里，也不太

希望看到爱情，点到为止就好。 所

以，辛芷蕾的角色 ，其实换成一个

男性也能成立，反正也不用谈情说

爱，但就因为她太美了，艳光四射，

夺魂摄魄，就觉得能这么白白美着

也很好。

电影的时代感也给得非常好，

道具服装都是在八九十年代物品

的基础上的悄然升级，比如李现的

西装和阔腿西裤，辛芷雷的短夹克

配西裤 ， 都是九十年代的经典打

扮，但明显又比九十年代的衣服更

紧凑合体。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所

有人都没有扎围巾———这二十年

的年代戏里，不管抗日志士还是敌

特土匪 ，一律都要扎围巾的 ，围巾

一扎，所有在年代感上下的工夫全

部失效。

也是因为，《古董局中局》写的

是古董 ，但归根到底写的是时代 ，

能托付一颗佛头 ，一颗佛心的 ，得

是一个旺盛的时代，未必有多么平

静 ，必须得旺盛 ，佛头也好 ，佛心

也好，都是有时候现真身 ，有时候

韬光养晦的，八九十年代正是那么

一个旺盛的时代的开场 。 得有一

颗较为虔敬慎重的心，才能表达这

种旺盛。

■花言峭语

作家

《古董局中局》，让静态的鉴宝动起来

初看剧名，很容易有误解，大概

又是一出女性加美食加甜宠的网剧

吧，但没想到，我只猜对了一半，上

述每一个元素都有， 但是没有猜到

的是， 这类不在个人趣味射程范围

的作品居然让自己有追看的兴趣，

我说的就是网剧《爱很美味》，监制

陈正道，王菊、张含韵、李纯三位女

演员主演。客观说，无论是类型还是

演员卡司， 都不会在这个档期让人

有很高的期待值， 但它也的确成为

同期不大不小的黑马， 豆瓣评分过

八分了。 当然它依然有一些同类型

剧的俗套， 但有一点就能胜出不少

同行，那就是编剧是活生生的“现代

人”。

最近观众和评论界都爱提一个

词儿，融梗，主要就是吐槽某个作品

缺乏原创精神， 不少情节不仅是似

曾相识， 甚至还直接从前辈作品里

搬运过来，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最

快的速度刺激观众情绪， 也符合热

搜诉求，没逻辑没交代但有效果，整

部作品就是支离破碎的， 三魂六魄

都被打散在融来的梗里， 所以这类

剧的编剧总给我一种错觉， 是把人

的主观能动性让给了数据平台，依

葫芦画瓢，照方抓药而已。 巧的是，

《爱很美味》因为王菊扮演的角色就

是视频平台的副总， 就把吐槽的小

刀子刺向了自己行业， 比如帮助傻

白甜女主打败腹黑女二号的， 不是

靠什么独立自主， 而是引入更高位

的霸道总裁，如果不行，再来一个更

更高位的， 似乎职场的竞争不是能

力、智商的比较，而是弱化女性的拉

力赛，我弱我有理，我弱即正义。

显然， 这不太符合真实生活的

职场。

职场也仅仅是该剧所展现的场

景之一，我觉得它最妙的是很勇敢地

将三个闺蜜的故事锁定在后疫情时

代，就是从 2020年开始，不得不说有

点大胆，因为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真

实生活，如果想打动观众，就意味着

要破除幻想，挤压任何悬浮造假的偷

懒。 好在编剧也交出比较靠谱的作

业，有很多细节设计是很让人会心一

笑的，比如张含韵扮演的非头部网红

主播，居家期间靠带货给家里赚点零

花钱，老公就趁着小区范围里放风移

情别恋，最后疫情好转，小两口感情

覆水难收去办离婚，编剧就用“安全

距离”这个词儿炮制了一出鸡飞狗跳

的戏剧冲突，主播用它反手让负心汉

陷入公共道德的尴尬，虽然也有点戏

剧化，但是不是因为疫情元素的加入

就多了一点更深层的喟叹，剧中有一

句台词大意是说，疫情让两个人走得

更近，但也可能让他们更疏远，这是

事实。

除了后疫情时代的背景打底，

还有一些让我忍不住点赞的小细节，

比如对网红餐厅的吐槽，奇葩菜品只

是为了朋友圈拍照刷存在感；再比如

对健身房办卡套路的展现，以及上述

王菊角色所在的视频公司，如何对网

剧评级，标准一改再改，几乎被流量

话题所绑架拿死， 也是正在发生的。

之前我们总吐槽很多国产都市剧的

人都不用上班，只能谈恋爱或者闹离

婚，是因为他们一旦去上班，马上就

暴露了编剧的硬伤，根本没有好好去

研究过角色职业的基本特点，把设定

的强者一下子拉到幼儿园般的低幼

水平，所以，既然要融梗，为何不去融

现实生活。

这一次就好多了， 三个女性角

色里王菊承载着最多的时代投影，

从外到内都可以说是前面很多女性

剧的颠覆。审美上不再是弱不禁风、

泪眼婆娑的傻白甜， 女孩当然可以

享受美食， 就像她可以大大方方享

受自己的成功， 哪怕她不够美不够

瘦，回头再看剧名，最美味的难道不

就是爱与美食都是我自己真正选

的，想要的，所以很美味。

■钱眼识人

媒体人

要融现实生活这根最大的梗

三位 30+都市女性， 如何面

对各自情感和事业上的种种问

题，活出自己的精彩？

《爱很美味》的剧名和梗概 ，

乍看之下很是平平无奇， 甚至让

人不由自主警惕———莫非又是一

部打着 “女性群像” 噱头的悬浮

剧？没想到，这部原本不被看好的

作品上线后一路逆袭， 以 8.4 的

豆瓣评分位居今年同类题材国产

剧榜首。

实话实说，《爱很美味》 优点

突出，拍得也够聪明，尤其是当大

部分都市剧还在回避呈现近两年

的疫情时， 作品一开篇就用极其

轻巧的方式将“当下感”落了地：

刘净 （李纯饰 ）、 方欣 （张含韵

饰 ）、夏梦 （王菊饰 ）三位女主角

出场时都在家“云办公”，行业不

景气导致刘净丢了工作， 方欣丈

夫的婚外情因为居委会上门 “查

密接”而被曝光，夏梦和男友则在

一次忘了关麦的线上会议中激烈

争执而 “社死” ……这些细节生

动、 幽默， 让人会心一笑却又觉

得合情合理。

更可贵的是，《爱很美味 》给

出了以往都市女性剧未能传递

的“成年感”。 尤其在还原 30+女

性的情感需求和生存状况时 ，剧

集没有轻浮地堆砌 “三集壁咚 、

五集亲吻 ”的 “工业糖精 ”，也没

有让主角们拥有 “开金手指 ”的

魔力 ，反而始终用成熟 、开放的

视角进行还原。 毕竟，女主角们

都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她们

的生活有清汤寡水也有活色生

香， 有黯然神伤也有光彩照人 。

所以，刘净与离异男邻居不打不

相识后，当晚就有浮想联翩的春

心萌动；而在对健身教练情难自

禁时，夏梦第一反应是委婉道出

对微胖身材的羞耻感……种种

细节，无一不是在表达对女性的

理解 、包容 ，人物也因此变得更

加立体、真实。

做到了这两点，《爱很美味 》

就成功了七八成， 就连剧情中一

些略带悬浮感的桥段看来也不那

么突兀———是的，真要挑刺，你还

能在 《爱很美味》 里找出很多瑕

疵， 比如剧中人物几乎都没有太

大的经济负担， 三位女主角们的

住房条件更是一等一的好； 剧中

的男性角色虽然看起来身份多

元， 但细究起来多少都有点想当

然： 看似花心实际深情的演员副

导演、痴心单纯的富家发小、助人

为乐的健身教练、 内敛低调的蛋

糕店师傅……真实生活中 ，30+

女性遇到他们的概率恐怕真的不

高，就连导演陈正道自己也调侃，

你去健身房收获的， 一定是一个

健身教练的“付款码”。

但这又何妨呢？ 有细节、有态

度，还有轻松幽默的呈现，对大部

分观众而言，追看《爱很美味》称

得上一份愉快的享受。 所以，即便

是 “多亏同行陪衬”，《爱很美味》

也值得这份好评。

■早闻狄声

媒体人

《爱很美味》：都市女性剧“成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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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物资回收
C5414 漂亮悲情无亲人女教师退休 71 岁丧偶
未育温柔肤白父早逝随母办厂多年家境优多房
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直单身觅善良不计较我
疾病者的男为伴助你发展 (女付 ) 63337606

C5415 温柔心善美丽航天部门工程师女 67 岁未
婚会持家七套房烧一手好菜无亲人急寻本分品
正男过二人世界一切开支我来 （女付)53833358

C5416 照顾你永不离弃貌秀手术外科主任女 77

岁丧偶未育有多房无后继无父母兄妹盼真心待我
男有孩视亲生可继承家业急盼 (女付 )63337606

C5417 父母亡无亲人漂亮设计师女 57 岁未婚
肤白丰满独居花园房富裕的家唯缺男主人觅二
人世界男我情愿财产公证给你 （女付)53833358

C5418先生可来我家或厂里看看漂亮贤妻大学教授
女 61 岁未婚独居洋房父母留企业家产丰多房寻年
长朴实忠厚男相伴为爱付出随缘 (女付 )63337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