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谍战剧来说，逻辑的合理

性 远 远 比 生 活 的 相 似 性 更 为 重

要。最近霸屏的谍战剧《风筝》收

视率和口碑一路走高，观剧感受如

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烧脑”和“虐

心”似乎很恰当。

《风筝》的主线围绕一个潜伏在

国民党军统的共产党员郑耀先（代号

“风筝”）而展开。因为他的手上沾满

了同志的鲜血而被自己的同志追杀，

也成为国民党内斗的牺牲品。直到新

中国成立后，由于要继续完成追查国

民党特务“影子”的任务，他不得不继

续隐姓埋名，忍辱负重……

一部好的谍战剧，人物关系错

综复杂，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这已

经可以说成功了一半。在网络论坛

上，一些网友甚至用严谨的逻辑，

分析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国民党特

务“影子”，而影片最后的结局既在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让观众大

呼“烧脑”。尽管该剧在某些细节上

处理得不够细致，但是铺垫、伏笔、

悬念等谍战剧惯用手法运用的还

算得当。这让这部40多集的电视剧

就如同为了信仰而不断线的风筝

一样，始终牵引着观众的目光。

《风筝》的热播不仅因为它讲

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好故事，更重

要的是，在这个故事中，所有的人

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这

部剧作在表达英雄主义和爱国主

义情结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对人

性、对个体的关照和思考。剧中塑

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正反两

面。他们不是脸谱化的，你很难界

定谁是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只能

说，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每个鲜

活的个体都表现出了其本真的一

面。丰满的人物形象使得这部剧

作的情感力量更强烈，很多细节不

仅让观众动脑了，更动情了。

《风筝》不仅折射出文化管理

层面的宽容，也为主旋律题材剧作

开辟了另外一种路径。在文艺创

作中，表达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

手段并不是单一的，脸谱化的英雄

人物越来越难以走进观众的内心，

像《风筝》这样复杂、矛盾、甚至有

些纠结的英雄主义情怀反而能触

动大众灵魂。惟有这样的英雄，才

更持久、更有力、更加令人信服。

能烧脑，更能动情
□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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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
叫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20 多年
后，“孤独的人”已经成为商家心目中
最可爱的人之一——因为他们敢花
钱。

迷你 KTV、一人食、方便小火
锅，乃至外卖、手游，这些为孤独人士
而生、因孤独人士而火的新产业，把

“孤独经济”变成了当前值得研究的
现象之一。

职场多有孤独者

近日，中国最大的职场实名社交
平台脉脉数据研究院对上万名职场
人进行了一次“孤独感”调查。调查
显示，61.47%的人，平时会感觉孤
独。在孤独感出现的频率上，偶尔孤
独 的 人 占 51.77% ；经 常 孤 独 的 占
27.22% ；每 天 都 会 孤 独 的 占
21.01%。设计师、教师、运营编辑是
最容易感到孤独的职业。

同时，白皮书指出，孤独的原因
主要是背井离乡、单身、贫穷、没有朋
友、事业上受挫折等。

你看，独在异乡为异客，有着漂
泊无依的孤独；身在家乡心茫然，有
着亲朋好友也无法排解的孤独……
无论是不是“单身狗”，孤独，似乎是
现代人的常态。

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曾
讲过这样一则寓言：很久以前，人
类都是“双体人”，有两个脑袋、四
条胳膊、四条腿。由于人类的傲慢
自大，宙斯把人劈成两半，于是人
类不得不终其一生苦苦寻找另一
半。但是被劈开的人太多，找到

“另一半”成了最难的事情之一，但
是孤独的“半人”仍然苦苦寻找
着。“半人”这种不完整的状态隐喻
着个体永远是未完成的、残缺的，
它诉说着人类精神的孤独和人类试
图从孤独中走出来的焦虑。

“85后”“单身狗”“彪哥”漂在北
京已经快 10 年了，现在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彪哥”一直在抵御孤独
和习惯孤独中徘徊，这两年，他发现
自己已经开始习惯孤独了。

“以前我上大学时，一个人都不
敢去吃饭。现在，我可以一个人去
吃火锅，一个锅底加两荤两素，一
碗米饭一碟泡菜，就是服务员要反
复来问我是不是一个人。”问的次数
多了，“彪哥”也不好意思了。身为
重庆人，他不得不跑去吃海底捞火
锅，因为那里能泰然接受一个单身
火锅爱好者。

“有网友晒过，一个人在海底捞
吃火锅时，服务员会在对面座位放一
个大玩偶，免得太孤单，我倒是没遇
到过。”“彪哥”有点郁闷。不过，今年
他发现了一样新玩意——方便火锅，
加水 15 分钟就能吃到热辣的火锅，
在家一个人吃正好，吃完连碗也不用
洗，的确方便。他说：“我身边很多人
都这样过的啊！”

排解孤独“买买买”

挣着不多不少的工资，刷着几千
块钱的手机，扎根时快时慢的网络，
人们希望有各种方式去排解孤独。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买买买。

“ 脉 脉 数 据 研 究 院 发 现 ，有
57.69%的孤独人群表示，会为了排
解孤独产生消费；不确定是否会产生
消 费 ，要 具 体 情 况 具 体 看 的 占 到
26.63%。”据脉脉联合创始人吴晓晶
介绍，只有 15.68%的调查者表示不
会因排解孤独而消费。

如果从耗费的金钱来看，孤独很
值钱。在为孤独埋单的人群里，称自
己每月大概花费 1000 至 3000 元的
占比最多，达到 41.57%；花费 3000
至 5000 元的以 34.17%的占比位居
第二；花费在 500 至 1000 元的占到
13.17% ；花 费 在 500 元 以 下 的 占
10.65%；为孤独花费超过5000元的
占 0.45%。算下来，75%的孤独者每
月至少花1000元排解孤独。

他们都把钱花在了哪里？
调查显示，49.34%的人把钱用

于打游戏，在王者荣耀、魔兽争霸的
排位中找到自我；38.33%热衷于购
物，期待快递小哥上门那一刻打破孤
独；37.67%用于看电影，在他人的悲

欢离合中忘记孤独；34.35%化孤独
为食欲；34.08%把孤独唱给自己听；
33.55%把自己的孤独化为对主播的
打赏，在金币和掌声中得到满足。

还有人表示，为了排解孤独养了
宠物，要定期在宠物身上花钱，无论
是宠物食品、用品，还是去宠物店给
宠物做护养等服务；也有的人称，因
为在视频网站上度过漫长孤独岁月，
所以充值买会员必不可少；也有人会
去买书。

网络社交、网购、游戏、外卖，孤
独的消费者们让相关企业生意更加
红火。

不想下楼、只想独自“宅”家的孤
独者，自然也不想买菜做饭，给了外
卖行业风生水起的机会。不说一众
外卖平台的爆发式增长，就看西贝莜
面村这一个商家。2016 年 6 月至
今，西贝莜面村在饿了么外卖渠道的
营业额增长了 15 倍，起初一个月
100 万营业收入，现在一个月高达
1500 万。由于外卖订单太多，在北
京三里屯工体附近，西贝莜面村开了
一家外卖专营店。外卖APP刚兴起
时，有人预测外卖平台的补贴力度疲
软之时，就是外卖开始走下坡路之
时。然而，现如今点外卖已经大有跟
堂食分庭抗礼之力。

连最传统的房地产行业也被孤
独者悄然改变。40平方米左右的小
户型成为房地产商专为年轻人推出
的单身公寓。有的开发商还提出组
建年轻人的公寓社区概念，在公寓里
有书吧、饮吧、食堂等，既方便年轻人
生活，又创造年轻人相聚、交友的机
会。

智联招聘曾发布调查结果显示，
使用社交网站的多为“80后”“90后”
的职场人。其中，半数以上人士更将
其作为人际关系的主要沟通方式，

“网上活跃，网下落寞”成为不少人的
现实写照。

“孤独经济”大幕开启

就像敏感的猎狗，创业者与资本
嗅到一个个孤独身影背后的消费商

机，将其视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片
蓝 海 ，催 生 出 一 个 个 全 新 的 商 业
模式。

这两年，许多超市、商场门口都
出现了一个个配着两把高脚椅、两把
麦克风的玻璃柜。这叫迷你 KTV，
除了那些小情侣，经常看到有人一个
人在玻璃柜里陶醉地歌唱。2017年
中国迷你 KTV 市场投放量将超过 3
万台，市场规模将达到38亿元。

人工智能崛起后，买个机器人陪
伴自己似乎也是可行的。目前能跑
会跳的机器人女友、男友技术尚不成
熟，以智能陪聊为卖点的智能音箱已
经开始兴起，主打给人们像朋友和亲
人一样的陪伴和情感反馈。市场上
的智能音箱定价从300元到1000多
元不等，有的音箱发布时的定位就是

“孤独解药”。
还有一点是大家没想到的，原本

特别在意距离感的中国人，变得渴望
交流了。短租企业小猪曾经做过调
查，2017 年，中国人在一人出行时，
愿意选择短租的占51.3%。

“出门在外，短租的优势不仅是
价格便宜，更重要的是能与房东和其
他房客交流沟通，不仅可以排解孤
独，更可以感受到温暖。”小猪短租副
总裁潘采夫介绍，在对短租用户调研
中，小猪短租发现，40%的人喜欢在
出行过程中结交不同的朋友；喜欢在
出行过程中和亲朋好友在一起的人
占到34%；喜欢在出行过程中独自享
受自己的时光，不被打扰的比例仅为
26%。

“在城市化发展中，孤独经济确
实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群体行为，带来
消费行为的变化。但孤独并不代表
势单力孤、与世隔绝，其实他们更期
盼有志同道合或有共同兴趣爱好的
社交，这种需求容易带来城市新的活
力。”潘采夫这样解释“孤独经济”下
职场人的社交需求。

到底是孤独的人太多，催生了
手游、一人食、外卖、单身公寓这些
商业模式，还是这些为孤独者提供
便利的商业模式加深了孤独感，恐
怕注定要成为一个“鸡生蛋、蛋生
鸡”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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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 颖

电视剧《风筝》是一曲信仰的赞

歌。就故事的复杂程度和人性的开掘

程度来说，《风筝》无疑是成功的，它

拓宽了谍战片的宽度和深度，推动着

荧屏上此种类型走向成熟。

《风筝》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故事

框架，矛盾无处不在，危机无时不在，

这样的设定扣人心弦引人遐思，也给

主创提供了相当大的发挥空间。美中

不足的是，《风筝》的呈现难以与之完

全匹配，就像拿了一手好牌却只得了

个二流成绩，令人惋惜不已。

遗憾之一，表现力不够，想象力

不足。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精彩故

事的共同特征，谍战剧更该如此。

《风筝》故事线索多，时间跨度大，其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讲述方式令人

惊喜，这是《风筝》的贡献，也是《风

筝》的难度所在。概念与影像和表演

的表现力契合，才会提升其美感和

力量。比如郑耀先与韩冰在延安的

交锋，是两个情报高手的同台竞技，

本该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对决。观众

看到的韩冰却名不符实，她要么在

办公室里排兵布阵常常难以奏效，

要么气冲冲上门兴师问罪却无果而

归，即使因为她是“影子”要保护同

样来自军统的“六哥”郑耀先，也应

该表现得更专业更有技术含量。

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就无法充

分地表现隐蔽战线的艰苦复杂。由

于长期身处敌营，身份特殊，加之单

线联系的上级牺牲，“风筝”陷入无

人证实身份的困境，不断遭遇险境，

断了线的“风筝”如何继续执行任务

并设法自保？这应该是剧中最富悬

念也最有创意的部分，却苦于想象

力不足，只好增设一个全知视角，赋

予两个主角未卜先知的本领，以叙

事主线的发展需要安排其他人物的

故事，结果是情节出奇、节奏紧凑的

目标实现了，却付出了损害故事严

密性的代价。

遗憾之二，次要人物形象粗糙，

合理性欠佳。比如袁农，他是长期

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却性格冲

动，喜形于色，这显然与其身份不

符。他的言行有时也令人费解。比

如，他知道陆汉卿与“风筝”的关系，

认为陆汉卿被军统抓去，“风筝”就

应该设法营救。结果陆汉卿牺牲，

就推断出是“风筝”叛变杀人灭口。

面对错综复杂的地下斗争，这样的

逻辑显然太过简单。再看江心，本

是戴笠身边的机要秘书，在职场上

该是沉稳成熟的。江心被派给郑耀

先当秘书，却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

给郑耀先脸色看，天天跟郑耀先闹

别扭，这样的表现并不符合她的身

份设定。到了延安，江心基本上不

掩饰自己的情绪，把回了家的喜悦

写在脸上，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特

工，遭遇观众吐槽也有几分道理。

遗憾之三，整体把握不够精当，

抒情叙事不够节制。《风筝》具有强

烈的个性色彩，主创人员也极其投

入，这是《风筝》动人心魄的魅力所

在，也是《风筝》不够冷静的原因所

在。郑耀先是众星捧月的主角，其

大智大勇和超强的意志力已经在故

事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风筝》仍嫌不够，每次郑耀先成功

完成任务或者脱险，下属、组织甚至

对手台词的第一句就是热情地赞美

他，这样的情形多次重复就有些夸

张了。再比如画外音，大多是故事

情节的重复，实在有画蛇添足之

嫌。正如傅雷先生在评价文艺复兴

时期的雕塑家多纳泰罗时所说的，

在他这般热烈地制作的时候，他似

乎忘记了艺术，忘记了即使是最高

的艺术亦需要节制。如果删除这些

部分，给观众留些空间，《风筝》会更

精致更让人回味。

有惊喜，也有遗憾
□ 池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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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匹配，就像拿了一手好牌却只得了个二流

成绩，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