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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影事·

读 周刊

之前谁能想象，奥巴马爱看《纸牌屋》、英国王室追《唐顿庄园》

电视对电影的追击开始了
过去五六年前， 电影圈和电视圈之间的鸿沟
深且清。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电影明星绝少出现
在电视剧中，哪怕从小荧屏起飞，都一路振翅不再
回顾。 乔治·克鲁尼、詹尼佛·安妮斯顿、赵薇、姚
晨……这样的名单随手能列出一串。电影，是正儿
八经的艺术，而电视，是供人消遣的工具，瓜子零
嘴怎么能和满汉全席比？
然而这个成见，近几年一再被挑战。
新晋奥斯卡影帝影后卡西·阿弗莱克、艾玛·
斯通，都签下了电视剧合约。 国内的影后们周迅、
赵薇、姚晨也都回归阔别已久的电视剧中。 更资
深一点的，妮可·基德曼主演了 HBO 今年的重头
剧《大小谎言》，凯文·史派西的《纸牌屋》新一季
将在五月开播，最爱讽刺人的伍迪·艾伦，都连导
带演的鼓捣出六集《六场危事》出来，虽然他还是
忍不住在片内对电视剧冷嘲热讽， 但无论如何，
他在小荧幕出现，就是电视剧行业对电影吹起的
战斗号角。
何以电视剧行业近年来这么姿态高昂？
一方面是对手的颓唐，2016 年电影业不大景
气。 好莱坞历年来最看重的暑期档， 票房比同期
下降 15%，无数大片纷纷扑街。另一方面是电视剧
行业的加速，凭借市场的扩大和制作的升级，玩了

·文化符码·

一把漂亮的弯道超车。
第一部为行业加速的电视剧到底是网络新贵
“网飞”出品的《纸牌屋》还是老牌电视台 HBO 的
《权力的游戏》，难以定论。 但以它们为标志，电视
剧开始走向“电影化”：
剧情紧凑，不再拖沓臃肿，故事本身也更文学
化；制作精良，从打光、场景、特效都精工细作；演
员表演细致到位， 克制的表达多过肥皂剧惯用的
夸张逗引。
在内容制作上，“网飞” 率先引入大数据作为
作品指导，将目标观众从“婆婆妈妈”辈，转向更广
大的人群。 习惯通过电影获得深思和享受视觉刺
激的人，也渐渐被电视剧打动，之前谁能想象，奥
巴马爱看《纸牌屋》、英国王室追《唐顿庄园》？
从商业效应来看，《纸牌屋》 为网飞通过客户
订阅、 股价攀升带来巨大收益。 《权力的游戏》一
季拿到超过一亿美元的投资， 不仅远超其他电视
剧，连许多电影都望尘莫及。
“电影魅力的根本在于人们对电影的热爱。 ”
苏珊·桑塔格曾这样总结，而这一点正以飞快的速
度朝着电视剧转移。自然而然，电视剧行业开始进
入好时光。
与此同时，电影业的倒车开得十分明显。出演

建立在技术上的各种体制对时间的设
《毕业生》《克莱默夫妇》 的影星达斯汀·霍夫曼早
在 2015 年就炮轰时下的电影行业是“五十年来最
低点”：重商业、重投资、重短周期，而轻文本。往日
《毕业生》 在四堵墙之内认真拍 100 天的往事，不
再有了。
就在这一增一减的趋势下， 大牌明星们难免
会深思，还有什么是只有电影才能赋予的？
电影业素来引以自豪的有两点， 第一是视听
上的刺激，巨幕、3D 效应、环绕立体声以及李安使
用的 120 帧， 都是在狭小客厅里无法完成的。 但
VR 设备的出现，却带来变数。戴上 VR 眼镜，人就
能被拉进故事中，最佳的沉浸感，也不过如此吧？
另一点则是神秘的
“场效应”。银幕亮起、灯光
暗下，所有人在同一场所内被带入同一个故事，确
实会产生一种心魂共振的效应。 古希腊最早的戏
剧，就是作为巫术仪式诞生的。 但，网络都已经让
交流以光速进行了，“场效应” 就不能突破物理距
离吗？许多视频网站已纷纷用弹幕来尝试，电影靠
它的庇护还能笑多久？
形式的竞争有时会加速一些艺术种类的消
失， 有时也能促使彼此发展。 不管这场电视对电
影的追击如何收场，对观众来说，有更多机会看到
明星们精湛的表演，终究是赏心乐事。

置，则或生动具体，或生硬教条，而且无孔不
入，甚至好像“原本如此”

社会时间
是人为建立的制度
文 / 刘洪波
陈陌 专 栏 作 者 ，
影评人。

私密情感的公开化似乎逐渐成为了寻常的状况，可见传统的空间区隔在逐渐发生着改变

作家琼瑶的一封关于死亡的公开信， 突然将
人们拉到了这个庄重的话题之中。 在信中， 作家
表示“我来时一无所有，去时但求干净利落”，面对
死亡，表现得从容且潇洒。 信里向亲人嘱托后事，
要求“不发讣文、不公祭、不开追悼会”，并且宣布
“不要在乎外界对你们的评论”，意在低调处理，但
是这封遗嘱却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 激发了网上
一片波澜，似乎又显得不那么“低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朗读者》节目里，作家麦家
也朗读了自己写给儿子的家信。和琼瑶类似的是，
关于死亡、关于亲情，这些本应是家人之间非常私
密的沟通，却出现在了公共媒体之上，形成了公众
议题。这并不是纯然的演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
的真情流露，然而，私密情感的公开化似乎逐渐成
为了寻常的状况， 可见传统的空间区隔在逐渐发
生着改变。
在过去的空间格局里， 公共空间和私密之处
泾渭分明， 分别遵循着两套不同的伦理法则。 一
旦该法则出现混乱，那必然引发事件。到了新技术

时代，空间开始彼此融合，彼此交叉渗透。 琼瑶所
借以发布公开信的脸书平台， 既是属于她自己的
一方净土， 又是和读者交流的舞台。 麦家虽然借
助了电视平台来表达， 而这一表达方式也只有在
今天这个“融合时代”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不然
就流于表演。
空间格局的变化导致的是个人主体的改变，
媒体学家麦克卢汉一度预言媒体是“人的延伸”，
而如今，人已经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情感一
度是私有的，唯有亲近之人方得以分享，而如今开
始逐渐走向共享。 你可以随时随地展示出你的生
活百态，也可以对旁人的生活感言评头论足，就像
在你的身体上延伸出了无数触手， 这些触手相互
交织，彼此相拥或者纠缠。
琼瑶平静地向家人谈论死亡， 但她依旧是那
个拥有无数读者的琼瑶， 她分享着每一个足以被
打动的个人情感，麦家也是如此。 在那一刻，他们
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 而是新技术时代中无数
空间的一个交点， 在这个交点中汇聚了大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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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精神，共同构建起了这个时代的宏大整体。
不过，琼瑶谈论的是死亡，而麦家则在家信里
读出了儿子和自己的隔阂。 在这个情感共融的世
界里，依旧隐藏着真正的不安与惶恐。或许一个年
轻人在交友软件上拥有大量的好友， 但他在家里
却将自己紧锁于房间之中，和父母不再交流。死亡
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生死所隔，呼吸之间。 死是
生的邻舍，但生人却总不知死，谁都知道这个邻舍
近在咫尺，却从未谋面。
新的技术时代在更新人的主体的同时， 依旧
要面对旧的人情危机，包括如何面对身边的人，如
何面对死亡，这一切仍旧有待解决。人延伸到了四
面八方，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情感模样。情感不断
被加以展示，而同时得到展示的，也有着传统人格
在新技术面前的龃龉与隔阂。 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如洪流东去无法遏制， 而我们的肉身和真情依旧
不可运移。随着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人的情感会拥
有更新的表达形态， 到那一天， 或许我们面对情
感、面对死亡的姿态，会完全不一样。

张斌璐

文学博
士，目前从事文化
和文学批评。

所谓相互挑剔，正是他们最真诚的相处模式，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亦夫妻

险些见不到朱生豪这些情书
在认真翻开《朱生豪情书全集》之前，我对朱
生豪的印象， 大抵只停留在莎翁译者和朋友圈金
句王这两个不太相称的名头上。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我是，我是宋清如至
上主义者”。 仅凭几句话，没读出真有多甜，倒是
觉得，把“宋清如”三个字抹去，改成自己所爱之人
的名字，爱人是否会因此感动得涕泗横流不好说，
反正，应该觉得我挺“文艺”的吧。
事实上，朱生豪的情书里文艺之处不多，反倒
是有不少或狷狂或肉麻的孩子气。
过去我喜欢反复抄写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
信，即使是在表达最直白的感情时，字里行间也总
能看到他满溢的才华， 譬如他写自己想李银河想
得要疯，只字不提“想”，只说“你不在我多难过，好
像旗杆上吊死的一只猫”。
朱生豪却不用什么复杂的比喻， 只是直白地
叙述自己的感受，觉得等信煎熬，写下“别说冬天
容易过，渴望着信来的时候，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
每一点钟是一个无穷”；想夸她时，便说
“
你聪明，你
纯洁，你可爱，你是好人”，都是极简单的大白话。
他与宋清如相识在“之江诗社”，据说第一次
相遇时，两人就相见恨晚，在思想的各个维度上热
烈碰撞，仿佛“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恰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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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情感被公开展示

·书海泛槎·

专栏

往同行的方向。
他们彼此通信很多年，信中也常谈诗，可有时
读着朱生豪的信，我会为他的耿直感到生气，明明
是因为诗歌才走上彼此吸引的道路， 为什么他总
在不停地挑剔宋清如诗中的别字、病句、平仄？ 好
容易等来一句肯定的评价，“第二句固是好句子”，
之后又肯定会跟一句转折：“但蹈袭我的句子太
甚，把犹袭二字改为空扑吧。 ”
怎么连蹈袭他写的句子也成了罪过？ 这人未
免也太挑了。对待事业认真是好事，但对待爱人也
如此苛刻，不煞感情？
大约是不煞的。 说起来，宋清如也是个“奇女
子”，自幼家境殷实，成绩优异，热爱诗歌，向往自
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家
里给她订了门亲事，她大喊着不要结婚要读书，最
终来到了杭州之江大学。
但与“孩子气”的朱生豪结了婚，她还是回归
了传统的家庭生活。 当时局势紧张，要保留“诗和
远方”谈何容易？ 朱生豪不愿为伪日效力，导致夫
妻俩生活很是贫困， 而他在这样的局势里坚持着
自己的翻译事业，她就心甘情愿在一旁打点生活，
以作陪伴。
“一代词宗”夏承焘曾评价他俩的结合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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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佳人，柴米夫妻”，宋清如虽然以英文不好为由，
没有和朱生豪共同翻译莎士比亚的剧作， 但他的
每一篇翻译，她都是第一个读者，我们能从朱生豪
的信中读出多少对宋诗的挑剔， 宋清如大概在校
对整理过程中也都曾一一还给过他。
所谓相互挑剔，正是他们最真诚的相处模式，
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亦夫妻，既是搭伴过日子，也
能在灵魂层面交流，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朱生豪 32 岁就去世了，带着对翻译事业的热
忱和对宋清如的爱。在往后的日子里，宋清如没有
再嫁， 只是独自抚养着朱生豪去世时刚满周岁的
孩子，并整理着他的翻译作品。
据他们的孩子说， 宋清如始终妥善保存着朱
生豪这些年的信笺，但从未想过发表，只打算在离
世时陪她一同烧毁。 后来有不少文化界朋友得知
此事，前来劝阻，考虑到朱生豪在我国文化界的历
史地位， 这些私人信笺也将是一笔颇有价值的文
化遗产，宋清如才终于同意公开。
作为妻子的宋清如， 爱着朱生豪， 私密地爱
着；但作为友人的宋清如，更理解朱生豪，理解他
之于我国文化界的意义所在。
没想到，合上了书，我倒也成了宋清如至上主
义者。

丹萌 媒 体 人 ，专
栏作者。

赳赳武夫的杨秀能有如此文采，我怀疑有代笔。 但《董美人》里的情感太深，假手他人作不来

风度端凝《董美人》
姓和名与字以及号的搭配大有深意。“董美
人”三个字搭配好，字形好，董字繁复，美人二字简
单，董字的繁复藏得住美人。赵钱孙李四个字笔画
少了，配上美人二字，失之丰腴；赵大人、钱贵人、
孙夫人、李丈人的搭配就熨帖得多。
“董美人”三个字缓缓念出，有一种娉婷袅袅。
我读《董美人》，能读出隋朝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笔
管下墨色的娉婷袅袅。 《董美人》全名《美人董氏
墓志》，为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给其妃子董美人
所写的诔文。
前人评价《董美人》，以风度端凝四字形容。风度
是举止是仪态是言谈，端凝是端庄是凝重是气质。 书
法的风度端凝说白了还是书写者的全神贯注。
我读《董美人》能读出书家的全神贯注与心无
旁骛。
碑以全神贯注见长，帖还是走神的居多。王羲
之的《兰亭序》、杨凝式的《韭花帖》、苏东坡的《寒
食帖》，差不多都是走神的尤物。 不是说帖里缺乏
全神贯注的精神，颜真卿的《祭侄稿》、米芾的《蜀
素帖》，便是全神贯注的创作。
唐人尚法，书作多是全神贯注，晋人通神，下
笔往往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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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书法我所见不多，除《董美人》之外，还有
《龙藏寺碑》
《曹植碑》
《真草千字文》等作品。我的不
多所见中觉得隋朝书法的风格合南北之风， 以结
六朝之局，开唐人门径，始知唐人并非踏空而来。
《董美人》一字以概之可谓妍，既美且巧，既巧
且妙，可去尘俗。 尘俗者，尘世俗世庸俗。 尘俗者，
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言语无味。
我读《董美人》，有身世之感。这身世不是我的
身世，我们活得太审时，都忘了身世。 这种身世之
感，是董美人的身世。董美人是隋文帝第四子蜀王
杨秀的妃子，开皇十七年二月染疾，至七月十四日
戊子终于仁寿宫山第，春秋一十有九。杨秀触感兴
悲，亲自为董美人撰写了这一方墓志铭。
《董美人》的笔墨好，文辞更好，婉转凄切如十
月秋雨。“寂寂幽夜，茫茫荒陇”，只此八字让人有
生死两茫茫的之感。
埋故爱于重泉， 沉余娇于玄隧。 惟镫设而神
见，空想文成之术。 弦管奏而泉濆，弥念姑舒之魂
……余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
兹秋夜，思人潜泫。
利落而真诚。 秋夜易起悲思，秋夜悲思不忍闻。
秋风秋雨，黯然销魂，蜀王杨秀临纸而立，或

许也临纸而泣，他是梁楷焦墨画下的人物。前些时
见到梁楷的人物画复制件，何止高古，简直奥古，
简直上古，有三朝青铜气。
《隋书》说杨秀容貌瑰伟，有胆气，美须髯，多
武艺，史书还记载他性格残暴，欲生剖死囚，取胆
为药。面对情爱，武夫亦有深情。面对死亡，暴徒也
会喟叹。赳赳武夫的杨秀能有如此文采，我怀疑有
代笔。 但《董美人》里的情感太深，假手他人作不
来。 情感太深，以至通神，只能如此理解。
《董美人》，道光年间陕西出土，后归收藏家徐
渭仁。 咸丰三年沪城之乱，碑石遭毁，仅拓本存其
芳菲。 这样的天生尤物，人间留不住。 拓本说到底
只是碑石之影，但《董美人》之影，不少人对影遐想。
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给朋友写信说：“
《董
美人》不得，食不甘，寢不安。 兄能致之，当以文徵
明山水小帧为报，且立践唐佛之诺。原主亦决不无
相偿之酬也。 盖弟梦想此拓已十年矣！ ”吴湖帆先
生亦喜欢《董美人》，夫人潘静淑嫁妆里有一件《美
人董氏墓志》拓本，吴先生常相携入衾，深情摩挲，
说是与美人同梦。
不知何故，我一直把董美人当董小宛的前世，
杨秀投胎变作了冒辟疆。

哲学的时间审思，看起来有些自说自话，有些深
不见底；科学的时间探寻，看起来遥不可及，有些不
着边际。而建立在技术上的各种体制对时间的设置，
则或生动具体，或生硬教条，而且无孔不入，甚至好
像“原本如此”。
工作的时候， 你在想着下班后去看场电影或逛
街，这是现代体制作出的时间安排，每天的时间分成
上班和下班，并非从来如此。 渴望周末和痛恨周一，
是伴随现代工作体制而来的症状， 对于原本没有星
期概念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周末休息两天，二
战后才有，中国则是 1995 年才实行，这就意味着，对
30 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一周休息两天显得天经地
义，而对 30 岁以上的人，至少在学校里了解过周末
只有一天。至于更长远的安排，你可以预期过上退休
生活，这在世界上不到 200 年，中国古代则只有官员
才有
“告老还乡”，因为官员一定不能在家乡为官，70
岁以后才会“致仕”。我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时间，是
一套被建立起来的制度， 它决定了每个人度过生命
的方式，也决定了每个人设计和想象生活的基础。
以财富、霸权和贸易为驱动力的大航海时代，揭
开了时间革命的序幕， 确定海上位置对精确时间提
出需求，这事关乎生死，使钟表业获得发展。 手表最
初只是一种女性装饰， 绅士的标配则是怀表， 直至
19 世纪末英国人在战场上为对时方便而要求士兵
佩戴手表，此后手表逐渐成为城市人的普遍配置，直
至其功能被手机驱逐，手表朝奢侈品发展，而现在，
借着可穿戴设备对手腕这个“空闲位置”的利用，计
时作为数字手环的功能之一回归了手腕。
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对时间的控制极为不同。
农业时代要求的时间精度以日而计， 而工业时代的
时间精度精确到分； 农业时代不在意每个地方按自
己的日出日落进行安排， 工业时代要将地方时替换
成标准时。铁路是使这一要求变得迫切的先锋，于是
1883 年，拥有最长铁路线且幅员广阔的美国，由各
铁路公司一起建立了时区制度。次年，划分时区的国
际时间会议于就在美国召开， 考虑到时间管理在现
代社会的核心作用， 这个里程碑事件虽然确定格林
尼治经度为时区划分的原点， 保全了大英帝国的颜
面， 但预示了美国作为工业时代新兴大国的未来统
治力。
工业时代重新定义了生命价值。在农业时代，体
力决定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峰值相对年轻；而在工业
时代，技术熟练程度、技术与体力结合的完美度更加
重要，收入的峰值就推迟到中年时期。工业时代创造
了“职业生涯”，并将人生纳入到职业生涯的规划，这
跟农业时代里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遍子承父业的状态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对所有人的人生进行
了统一的规划，学龄前阶段、学习阶段、工作阶段、退
休阶段，通过家庭、学校、工厂、兵役、婚姻等一系列
相互衔接的制度设定了。
工业体制要求的效率， 把时间转换成流水线上
的动作，精确度达到零点几秒，泰勒制和福特工厂就
代表着对时间价值最大化的压榨。 在工业文明替代
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更短的时间产出更
多的物品”和“将工人更久地固定在流水线上”的努
力， 也一直伴生着工人从破坏机器到争取更长休息
时间的斗争。 10 小时工作制、8 小时工作制、周末休
息权、周末双休制等等，从工人的要求到成为法定制
度， 显示了劳动阶级、 资本家和法律之间的复杂关
系。 每周 40 小时工作，使被精确管理和运行的时间
空闲起来，推动了消遣娱乐、阅读旅游等“私人生活”
的丰富，新的工作机会和财富领域被开辟出来。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无非一种时间社会现象。
在技术进步还没能使生活改进依靠更多资源消耗实
现之时，一些地区的“后工业化”，是以另一些地区的
“工业化”为前提的，工业化向前工业化地方推进，先
行工业化的地方才得以“后工业化”，这就是国际分
工和产业转移，后工业社会的产业“转型升级”了，工
业化的地方只是“技术更新”，甚至被固定到世界贸
易的低端位置。大家都得期待技术进步，最好进步到
人类不需要靠消耗人力去改进生活， 否则“国际秩
序”就会安排一些地方给人打工、另一些地方享受打
工成果，这就像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哪个时候都
有
“劳心阶级”和
“劳力者阶级”。
后工业、后现代，显性一面来说，是对工业社会、
现代性的种种反动；隐性一面来说，是“现代化”完成
状态的超越性潮流。 从社会进程看，后工业、后现代
之“后”，本身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从人的状态看，
后工业、 后现代状况是时间从维生需要较多地转移
出来时产生的一种生活、文化和精神性情景。一个在
基本生存中奔波的人，尽管也处在碎片化时间之中，
但无法“后现代”，无法支离破碎，而会目光炯炯地固
着于他的生计，努力序化他的生活，把碎片化时间整
理进他养家糊口需要的相对完整状态。
我们今天的时间认识和时间生活，整体上是工
业时代建构起来的。 农业时代的时间图景因渐行渐
远而获得了诗意，时间来源也从取诸天地变为“钟
表标示”。 工业时代的时间体制也正在松动，如居家
办公、弹性工作的兴起，如追慕新奇使收入顶峰从
中年时期移向青年时期等等。 社会正在对时间进行
重构。

胡竹峰 媒 体 人 ，
出版有 《衣饭 书 》
《民国的腔调》等
书。

刘洪波

湖北
仙桃人。本报评
论员， 高级记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