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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爬山吗？”“您看我还有机会吗？”“一起
唱《小白船》吗？”这些来自网剧《隐秘的角落》的
台词，当下仍是最火的网络流行语。

精品短剧、内容为王、开创“中剧”概念、创
造新的网红打卡景点……在全剧落幕之后，围
绕《隐秘的角落》的讨论还在继续。受访的专家
和业界人士认为，从此前的“长剧为王”到今年
短剧市场的异彩纷呈，国产电视剧市场正在观
众、投资方和制作者的合力中释放变革活力，为
眼下饱受疫情冲击的影视市场开启了“走出角
落、爬上高山”的新天地。

《隐秘的角落》爆火，剧情分析

讨论成为文化现象

6 月中旬，爱奇艺迷雾剧场的第二部作品
《隐秘的角落》上线后，立即成为多个电视剧榜
单热度第一名。作品的口碑也居高不下，豆瓣超
过 60 万人评价，评分达到 8 . 9 分，可谓叫好又
叫座。即便在全部剧集已播完后的一段时间，哔
哩哔哩等视频网站仍然每天都有剧中插曲《小
白船》改编版发布，知乎和豆瓣等平台对剧情的
讨论也一直维持了很高热度。

《隐秘的角落》中，演员精彩的表演牢牢
抓住观众的视线。张东升的扮演者秦昊在剧
中的台词、笑容和秃头造型，被网友们剪辑出
各种衍生的短视频。除了秦昊、张颂文、王景
春等几位“老戏骨”，剧中饰演朱朝阳、普普、
严良的几位少年演员表现也让人惊喜，颇受
观众好评。

与大部分国产电视剧不同，《隐秘的角落》
是一部只有 12 集的短剧集网剧。同时，剧的单
集时长也非常自由，每集从 30 多分钟到 70 多
分钟不等。这样适配剧本、留足创作空间的设
计，受到了大量好评。有网友在豆瓣上评论：
“12 集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电视剧体量。”

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开发中心总经理戴
莹介绍，《隐秘的角落》在最初改编成剧本的时
候，计划就是 12 集。“短剧集最重要的优势在于
内容选题可以更丰富灵活，以小见大。”戴莹说，
“做短剧集更需要有‘强节点’，要有吸引观众追
下去的剧情悬念。悬疑题材恰好具备这样的强
节点。”

网剧更是得到原著作者紫金陈的认可，他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我很满意，改编水平很好”
“既商业又情怀”。

在很多观众看来，这部短剧之所以受到热
捧，与其精良的制作、重视“内容为王”密切相
关。在相对开放式的结尾里，主人公朱朝阳是否
“黑化”，严良、普普、老陈等重要角色结局是生
是死，引发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分析。与之对应的
是，这些剧情分析究竟是剧情本身暗示还是观
众的过度解读，也成了一个非常受关注的话题。
尽管剧集主创接受采访时表示网友“脑洞”太过
强大，这些讨论也没有停止的意思，成了一个文
化现象。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部剧之所以引发关

注，除了剧本优质、演员出彩、制作精良之外，更
在于其触及原生家庭、学校教育、儿童心理等多
个严肃话题。

“这部剧其实在悬疑的基础上，又涉及了一
些现实题材，这也是这个剧受到关注的点。很多
人能够从中看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共鸣，比如
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婚姻中不对等
的关系等。”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教授黄钟军说，对剧中人物性格、命运、结局热
议的背后，实则“代入”了观众对社会现实的关
切与思考。

从长剧到短剧，市场呼吁内容

的回归

事实上，《隐秘的角落》不是今年第一部
火的短剧集作品。从年初电影原班人马打造
的剧版《唐人街探案》，到 4 月份在多个网络
视频平台上线后广受好评的《我是余欢水》，
再到爱奇艺迷雾剧场的《十日游戏》和《隐秘
的角落》，短剧集模式在 2020 年上半年取得
不错的成绩。

“原创网剧呈现短而精的变化趋势，我觉得
一方面是市场规律，另一方面是长久以来观众
对于那些动辄五六十集以上的电视剧或者大量
注水剧的抛弃。”黄钟军说，网络视频平台开始
往精品剧的方向走，体现了平台主动打造自身
品牌的意识。

多位网络视频平台负责人表示，市场对短
剧的需求正在逐渐变大，品质一般的剧集或者
说“注水剧”，光有很多集数和豪华的阵容，并不
会带来很好的流量转换。如何通过优质内容获
取用户、并带来社会化效应的传播，才是各个视
频平台更重要的目标。因此，核心还是要有好内
容，这样用户追看和付费的意愿都会很强。

近些年，随着网络视频平台竞争愈发激烈，
《无证之罪》《白夜追凶》《余罪》等精品网剧层出
不穷。爱奇艺的迷雾剧场，优酷的悬疑剧场、港
剧场、宠爱剧场等品牌栏目，都在打造不同类型
的优质网剧。

“从用户的收视习惯来看，用户的生活节奏
非常快，他们的时间被碎片化，所以短剧集的体
量也非常适合网生一代和节奏紧张的用户们。”
戴莹说。

事实上，我国早期的电视剧中，短剧并不鲜
见。黄钟军介绍，国产剧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
段。早期的电视剧主要由电视台等机构自主拍
摄并播出，“拍多少播多少”，曾出现了《敌营十
八年》《围城》《十六岁的花季》等 10 集左右、质
量上乘的剧集。后来，国产剧在发展中出现制播
分离，电视台向制作公司购买电视剧，主要以集
数来算钱，这种模式是导致国产剧逐渐变长的
一个原因。

“但这不能说明长剧就一定是注水剧。”黄
钟军说，长剧也不乏《甄嬛传》《人民的名义》等
优秀剧目，同样获得观众的认可。观众从看电视
剧，到现在习惯在视频网站上看剧集和电影，这
个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当大家习惯了长剧集之
后，高质量短剧集的出现的确会让人耳目一新。
但说到底，相比剧集时长，观众更在乎剧集质
量。好的剧目，不论长短都会被观众认可。

商业模式的变化也在考验网络视频平台制
作原创剧集的能力。“在制作成本和收益方面，
短剧集并不会比长剧集占优势，反而承担的风
险更高。一方面是控制成本，另一方面是扩大收
益渠道，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思考。但过去的经
验告诉我们，内容为王，好的内容值得创新和尝
试。”戴莹说。

市场对于好的作品不会吝惜肯定。今年，以
系列化、剧场化的短剧集为特点的迷雾剧场得

到观众的认可，给了爱奇艺制作团队信心。“从
口碑到数据的反馈都很好。迷雾剧场在发展初
期就能被市场接受，特别值得开心，这意味着我
们可以放心地投入更多把它做得更好。”戴
莹说。

“中剧”的未来：工业化标准打

造艺术品

无论是豆瓣国产悬疑评分榜首的《白夜追
凶》，还是掀起热潮的《隐秘的角落》，国产网剧
依靠在观看模式、题材类型等方面更高的自由
度，在电视剧市场焕发了新的活力，涌现出许多
高质量、高口碑的剧集作品。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大众网络文学的兴
起，中国网剧的创作呈现出精品化、类型化、多
元化的特点。业内人士介绍，受众逐渐将视线从
电视转移到网络视频平台，网络剧集自由度高，
能够根据受众的文化需求吸引大批的圈层
用户。

精品网络剧集如同一股“活泉”注入了中国
电视剧行业。这也让建立与美剧、韩剧等对应的
“中剧”概念受到业界期待。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剧集已经基本告别了
粗制滥造的时代，各大视频平台都在积极创新
求变，不断探索多元的市场发展，有更多优秀的
原创团体也正加入这个行业中。”黄钟军表示。

在优酷剧集中心总经理谢颖看来，一面是
具有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原创内容，一面是标准
化的制作流程——两个“抓手”是未来中国影视
行业“突围”的关键。有许多具有潜力的创作公
司苦于资金与制作经验不足，被挡在了大门之
外，此时以视频平台搭建的制作生态架构则能
够主动将新元素“迎”入场，“我们提供影视基
地、器材租赁、剪辑软件等方面的支持，创作公
司则专心做好内容，发挥各自的优势方能培育
精品。”

以精品创作为导向，必须有标准化的制作
流程作为支撑。业内人士分析，以美剧、英剧为
例，这类剧集在拍摄、剪辑、后期等创作流程背
后是工业化的标准，保证了剧集的稳定质量。
“建立起行业的标准，才能防止市场鱼龙混杂的
情况，我们需要精细化的工业标准打造艺术
品。”谢颖说。

同时谢颖也表示，有部分影视公司以市场
风向为导向，容易往“后”看，倾向翻拍一些市场
验证过的作品，在内容上同质化严重、创新性不
足，寻找内容落地的公司和人才也是未来行业
需要破除的“痛点”。

“中国电视剧在制作上还是要回到艺术创
作的规律上来，先把故事写好，制作得更精良
些，这才是最关键的。”黄钟军说。

《白夜追凶》在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
出，成为正式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国产网络剧
集；《长安十二时辰》登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多个海外播出平台，并在亚马逊以“付费”
形式上线北美，“出海”国产剧进入包月付费
区……精品国产剧正向上爬升，海外市场的幕
布也向它们缓慢拉开。

本报记者许晓青、邱冰清

“一别数月，箫笙笛难封；姹紫嫣红，水磨声
袅袅。”新冠肺炎疫情一度中断了中国百戏之祖
昆曲的演出，而今随着剧团复工、曲目复演，姑
苏城、上海滩的戏台又热闹起来，在昆曲的“家
乡”江苏及上海（古称吴地）这一世界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始终延续着温婉隽永的中
国审美。

穿越时空，“水磨腔”根在江南

中国昆曲艺术于 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是中国的百戏之祖，更是非遗之首。

这种名叫“昆”的戏曲剧种，从哪里来，往哪
里去？

学者研究发现，古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
肉”，此“肉”非餐桌上的肉，而是指人类天生的
歌喉。昆曲初生时，清唱方式是主流，到明代中
叶，传承宋元精要，江南水乡的雨露滋养出千回
百转的“水磨腔”，又称昆腔、昆山腔。“水磨”是
中国古代一种精致研磨工艺，千回百转，与当时
江南文人士大夫相对富庶、悠闲的生活节奏
相仿。

据记载，明代中期，久居江南的魏良辅总结
梳理南曲和北曲的演唱特点，定下曲律，创造了
“水磨腔”的歌唱体系。随后，出生于昆山的梁辰
鱼按此唱腔，结合传奇故事，写成昆曲“第一剧”

《浣纱记》，搬上舞台。此后，又有汤显祖笔下著
名的“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
记》《还魂记（后称牡丹亭）》。

到清代中叶，昆剧又辐射影响全国多个剧
种，推动戏曲艺术不断改良革新。随着时间推
移，昆剧不断发展，融歌、舞、剧、技于一炉，完整
体现了我国古典戏曲的强大生命力，不愧为非
遗之首。

从魏良辅探索“水磨腔”、梁辰鱼创作《浣纱
记》，昆曲从雅士清唱逐步演变为器乐伴奏的舞
台戏剧，历久弥新。2019 年，上海昆剧团大胆创
新——用昆剧来回答昆剧的“灵魂之问”，在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推出参演剧目《浣纱记传
奇》，将魏良辅、梁辰鱼、张野塘等昆曲改良创新
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传奇经历搬上舞台。

《浣纱记传奇》艺术指导、著名昆剧表演艺
术家岳美缇说，《浣纱记》是昆曲演剧史上的开
山之作，活在当下的昆曲从业者怀着敬畏之心，
把昆曲“祖先的故事”搬上舞台，可以让更多人
真正了解这一人类瑰宝的来龙去脉。

善于讲故事，小生让传奇变“网红”

“曲圣”魏良辅在研究“丝不如竹，竹不如
肉”时，时常自己试唱，比他年轻约 30 岁的梁辰
鱼也身体力行。回望昆剧的形成，这些“祖师爷”
好比是第一代昆剧小生。而昆曲则是那个时代
的流行歌曲，堪称古时“网红”。

“长刀大弓，坐拥江东，车如流水马如
龙……”这是昆曲小生入行的第一练习曲《浣纱
记·打围》中的曲牌“北醉太平”。但直到目前，全
国从事昆曲小生行当的演员及传人也仅数十
人，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十
分明显。

“如果昆剧团没有好的小生，很难想象这个
状态。”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耄耋之年的国家
一级演员蔡正仁说，“昆曲不可能跳过小生这个

行当。京剧也有小生，但主角为老生，配角为小
生。小生则是昆曲的主角。”

或许是巧合，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演
出，代表中国古典戏曲亮相历史文化长卷场景
的恰恰是昆曲小生。全球亿万观众的目光，让非
遗熠熠生辉。

蔡正仁师承俞振飞和沈传芷等昆曲名家，
他扮“巾生”时是《牡丹亭》的柳梦梅，他若扮成
“大冠生”就是《长生殿》中的唐明皇。他还曾在
昆剧《曲圣魏良辅》中扮演魏良辅，以致敬行内
祖师爷。近年来跟随蔡正仁学习的小生有所增
加，目前张军、黎安、胡维露、张争耀等学生活跃
在一线。

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例，“80 后”小生、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副院长施夏明介绍，虽
同出于汤显祖的经典名作，但各个院团在剧情
铺排、演绎风格、细节处理等方面均会有所不
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演绎。江苏省演艺集
团昆剧院自己便有南昆传承版《牡丹亭》和精华
版《牡丹亭》两个版本。

近年来，昆曲不再曲高和寡，而是知音渐
多。《牡丹亭》中的巾生“柳梦梅”，见证了昆曲近

年来的繁荣与创新。在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
心的《牡丹亭》园林版随四季景观变化公演，而
上海昆剧团推出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四
梦》，实现了“接力”演绎“四梦”的梦想。《牡丹
亭》还有在北京久演不衰的“厅堂版”，在苏州
多次推出的海峡两岸“青春版”，以及日本国宝
级大师坂东玉三郎在海外出演的“中日版”，
等等。

疫中登“云端”，非遗不寂寞

今年春，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江苏省昆剧
院兰苑剧场的舞台灯光不得不“暗淡”下来。为
让戏迷继续享受昆曲艺术，也让昆曲演员能登
台以滋养自己的艺术生命，江苏省昆剧院通过
“5G 声声慢”重新拉开昆曲的表演大幕。

昆剧的魅力在于一唱三叹。5G 信号高速
率、低时延的技术优势，可以降低直播画面压缩
比例，减少画质在传输中的损失，增强视觉感
受。原本只有 137 个座位的兰苑剧场，在其中一
晚的直播中累计有 2000 余人次在线观看。屏幕
另一端的受众纷纷表示“演员的表情不用靠想
象了”“太清晰啦，对外地人来说方便太多了”。

不满足于简单的 5G 直播昆曲，今年 5 月，
江苏省昆剧院在一场《桃花扇》实景演出中，尝
试将虚拟现实（VR）和昆曲相结合。受众可戴
上 3D 眼镜，打开相关手机客户端，在屏幕上滑
动手指，选择任意视角观看演出。

新技术与古老非遗的结合，不仅让昆曲焕
发了新活力，也降低了门槛。观众花十几块钱的
票价，即可坐在家中享受贵宾般的剧场体验。同
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让更多人有机会
走近昆曲、欣赏昆曲。

此外，直播间互动、弹幕聊天等也成为观众
线上看戏的全新体验。在上海，有“昆曲王子”之
称的张军还在江南水乡朱家角古镇课植园尝试
了多维度网络高清直播，视觉冲击力依托“云
端”再升级。

从传统迈向现代，拥有 600 多年悠久历史
的昆曲，正在与一些人工智能场景建立联系。
“5G环境下的三维高清传输、增强现实（AR）、
虚拟现实（VR）等开始介入昆曲的演出和传
播。”2020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参会
的智能视觉处理机构如此展望。

《隐秘的角落》大热，中剧“爬山”突围？

5G 声声慢，水磨声袅袅：百戏之祖“疫”后重光

徐若风

7 月 20 日，电影院在停
摆半年后复工的第一天，终
于迎来了开张的首部新片

《第一次的离别》。许多观众
也许不会想到，半年未踏入
电影院，看的第一部新片，是
一部能被称为“年度惊喜”的
新疆电影。当然，它的惊喜并
不只是停留在“一部土生土
长的新疆电影”层面上。

与前些年《八月》《西小
河的夏天》等儿童电影相似
的是，《第一次的离别》抒发
着一份孩童对成长环境浑
然天成的独特体验——孩
子们总是对周遭的一切保
持着最为直观的天真与敏
感，也因此遭遇着成长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离别。影片根
植于新疆独特的文化语境
中，朴素的镜头语言抓住了
那些藏匿于日常的诗性，将
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镇化
的冲突与交融轻盈圆融地
勾勒了出来。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新疆
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沙雅地
区。沙雅北靠天山，南拥大
漠，有着独特的地域风貌。生
活在此处的维吾尔族人，跟
不少其他农村居民一样，面
临着留守还是离开的选择。
小主人公艾萨和从小一起长
大的朋友凯丽比努尔在半年
间所经历的两种家庭生活，构成了影片中彼此对
照的两条主线。

艾萨的家里非常贫寒，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
还要照顾常年卧病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患有脑
膜炎的聋哑人，经常在离家后便不见踪影，需要他
和父亲出门找寻。就算母亲已经连自己都认不出
来，无法给予他正常家庭的母爱，但对于艾萨而言，
亲人间彼此温暖的价值远大于需要付出的苦劳。

然而在这半年间，艾萨却要经历一次又一次
离别——与被送到疗养院的母亲离别、与上大学
的哥哥离别、与最终搬走的凯丽比努尔离别。三次
离别，每次都来得那么猝不及防，也让他的生活始
终笼罩在淡淡的愁绪与孤独之下。

凯丽的家庭生活则是另一番模样。她有一对
慈父严母和一个对学习毫不上心的可爱弟弟，看
似和谐的背后，却隐藏着涌动的暗流。相比性情收
敛的艾萨，凯丽更活泼、更会“撒野”。在母亲眼里，
凯丽的这份天性遗传自她的父亲，包括父亲平日
里的“言传身教”。父母在价值观上的相左，导致这
个家庭中的裂痕逐步扩大。

随风而动的胡杨树叶与麦田、无垠的戈壁滩、
辽阔的原野、结队的羊群，王丽娜导演的童年就在
这片静谧而柔美的土地上度过。这里仍旧保持着
传统的民风民俗、耕种方式，处处充盈人与自然共
同生活的踪影，风景更是美得教人失语。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第一
次的离别》不仅是导演对故乡美好的“致意”，也包含
了她对于当下的思考。开场时艾萨碰到过一位想要
离开沙雅去外面闯荡的青年人，结尾时哥哥在来信
中谈到外面的生活，凯丽一家最终选择举家搬往库
车，这些情节鲜明地构成了对于城镇化现象几种不
同的映射。

选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来拍摄一部“散情节”

式剧情片，不断消弭着两者在形式上的边界，显然
是《第一次的离别》核心的架构与思路。纪录片出身
的王丽娜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拍纪录片，她先是花了
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片中的几个人物，建立起与每
个人的信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加入大象纪
录团队、认识了后来的监制秦晓宇导演，才有了拍
剧情片的想法。最后，这一年间的经验构成了这部
电影在叙事与表演上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呈现。

拍摄纪录片需要等待的过程，创作者要在漫
长的时间中寻找缝隙，等候人物流露出他们的行
为逻辑与情感表达。而以此方式来构建剧本，最珍
贵的地方就是能让日常细节变得细腻，在“平淡如
水”的情节中积攒出不少打动人心的瞬间。

在处女作中使用素人演员是许多新导演的“必
经之路”，但很少有导演能像王丽娜一样，让素人演员
发挥得如此出色、抓人眼球。本片中两个小孩的表演
极其灵动，可以说是几无雕琢的痕迹，他们的一切表
情、动作都与日常生活构成了“无限渐近”的关系。

艾萨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显得沉郁内
敛，但又能在关键时刻有着精准的爆发力——致
使母亲走失后在大漠中的哀号、质问父亲为何不
与他商量就强行送走母亲、读哥哥的来信时的眼
中噙泪以及最后寻找小羊的急切，这几场戏都架
起了影片的情感高潮，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相较怀揣心事的艾萨，纯真的凯丽则为电影
提供了一抹暖色，她总是穿着红裙，无忧无虑、无
拘无束地表露自己当下的情感。印象很深的一场
戏，是教室与农田的对照切换：在教室中，凯丽用
自己最大的声量张嘴背诵“每逢佳节倍思亲”，拥
有一份天生的喜感；镜头一转，她出现在棉花田
间，轻盈地唱着歌，和父母的互动里是满满的爱，
诚挚而又动人。

从这几场戏往外延展，我们能看到电影里每
个孩子的“情感抒发时刻”，都建立在此前含蓄的
情感积淀基础上，不断涤荡出一种“长线回音”式
的效果。

对于王丽娜导演而言，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是
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她选择直面真实的生活，并重
构出其中少被人关注的细节，再现生活的微妙与隐
秘。而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能
在影院看到新疆的生活日常，看到这类扎实的现实
主义表达的华语片。在大银幕看一部独特的电影，体
验他人不同的经历与情感，是观众们的共同心愿。《第
一次的离别》选择在这个时刻出场，怀揣着一份沉甸
甸的勇敢，希望这份勇敢能为更多人所知、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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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影评评

▲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剧照。

▲昆曲演员沈国芳（左）、张争耀演出新编昆曲《浮生六记》园林版。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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