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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

冲着彭冠英去看了《听说你
喜欢我》，剧中的演员都很不错，
女一号王楚然漂亮可人，霸总男
一号不油腻，可小甜水的剧甜度
不够，有点可惜。

1999年出生的演员王楚然，18
岁的时候就因《将军在上》令人惊
艳，这个天然的甜美女孩是娱乐
圈新晋小花中颜值数一数二的，
这些年发展下来，虽然不温不火，
但在演技上没有被诟病，她是一
个就差爆款的年轻演员，一直很
看好她。彭冠英和王楚然很像，颜
值演技都在线，就缺一部爆款。

这样的组合让我很期待《听
说你喜欢我》，虽然没有什么深
度，但帅哥靓女的小甜剧也是可
以有滋有味的。剧情开头是援外
女医生阮流筝在非洲遇到了险
情，同样是援外医生的宁至谦冒
着生命危险相救，对话中交代出
人物关系。原本以为这根未曾剪
断的红线，会在异国他乡重续前
缘，但接下来的剧情里，非洲之
遇只不过是两个人回到国内成为
同事的衔接，这故事就开始打折
扣。

《听说你喜欢我》是很典型的
网络爽文模板，这样的模板可以
说一抓一大把，有的拍成了网剧，
成为影视小甜品，很显然这部剧

并不局限在小甜品之列，一下子
就拍了40集，一开始还很吸引人，
但拖沓的节奏，越来越没滋味。

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是彭冠
英、王楚然组合。《听说你喜欢我》
王楚然扮演的阮流筝是暗恋老师
宁至谦的医学生，然而她似乎又
是被老师找的差生，即使耳朵里
是老师的训斥，也是眼里有光：期
待校园里的偶遇，看着他的背影
就莫名满足，能说句话就激动半
天。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帅气的宁至谦因为未婚妻劈腿，
赌气和阮流筝结了婚。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小甜品，
它给人的感觉是不腻不杂纯粹。
以爱情为主题的小甜剧，它首先
能说服你，让你相信他们的爱情，
再离谱也能被拉进他们的情感
中，比如《来自星星的你》，一个和
外星人谈恋爱的剧情，不知道打
动了多少俗世男女，而最近两年
很火的《爱很美味》，能把女霸总
装小可爱的剧情，表现得让人时
而捧腹时而焦虑。

宁至谦和阮流筝的离谱婚姻
显然没有说服观众，演员的表演
每一个表情都没错，但他们给人
的感觉就是这故事是瞎编的。一
个人的暗恋，被另一个人用来报
复劈腿女友，结了婚看似甜蜜恩
爱，但因为女方发现丈夫不在自
己身边的时候那么快乐，于是提
出离婚。其实小甜剧的任务，就是
要甜进你的心坎里，但剧情到了
阮流筝去美国找宁至谦，想给他
一个惊喜，结果发现宁至谦并不
需要她。

甜爽剧最忌不痛不痒，要么
抓心挠肝，要么爽到飞起。宁至谦

和阮流筝的感情，一旦冷落就被
一个不明来路的孩子捏在一起，
既不甜也不爽，那叫一个别扭，孩
子张口叫阮流筝妈妈，宁至谦这
个爸爸不知重逢阮流筝之前是怎
么把六岁的孩子带大的，反正之
后就是各种忙，没空参加运动会，
没时间接孩子，这种剧情极其牵
强，就是硬把两个人往一起捏，最
后实在不行冒出来一个情敌，男
二号登场。

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一个人
的一往情深，终结在男二的出现。
男二是很厉害的律师，他对有婚
史的阮流筝锲而不舍，在剧中，阮
流筝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孩，漂
亮、有担当、有爱心，这些人设演
员都能在表演中完成，但过于简
单的剧情没法抓住观众的心。两
个人在演恩爱、在演冷漠、在演情
深、在演错过，从离开到相遇，六
年的时光，对于女孩子来说，是始
终没有得到的意难平，对男人来
说，是确定了喜欢的人。

我们都喜欢看爽文，为什么，
因为写东西的人，知道你的心理
路径，然后沿着心理路径走，走着
走着，抓你一下，让你在一个又一
个的刺激中获得愉悦。《来自星星
的你》千颂伊每每遇到危险，都有
都教授英雄救美，虽然大家都知
道这是必然的结局，但还是反复
地被这样的情绪愉悦；《爱很美
味》霸道总裁夏梦爱上了健身教
练，伪装成邻家女的骗局终会露
馅，观众带着期待刷剧，最后心愿
达成，这种与观众粘性特别强的
小甜剧，在意料之中但剧情又没
有那么简单粗暴地直给，最考验
的是编剧功力。

其实男女主的恋情并不抓
马，人世间最复杂的就是情感，宁
至谦和阮流筝往后余生，三餐四
季，都可以因为懂得而珍惜，阮流
筝一个坑里掉两次也不稀奇，她
的成长让宁至谦真正爱上也不稀
奇，演员可以把这些都演出来，但
却无法让观众相信才是败笔。每
一个成功的影视作品，它最大的
成功就是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的

存在，即使抓马的爱情，也可以是
充满自洽不那么苍白的，不然，爱
情怎么会是永恒的主题？！

《听说你喜欢我》是小甜剧的
定位，40集的体量，在宁至谦和阮
流筝的爱情间隙，又穿插了三四
对恋爱，很容易让人想到为了装
满拼命往筐里塞东西，这一筐萝
卜青菜小蛋糕，一股脑端给观众，
有点怪怪的。

□师文静

继《太阳的后裔》《孤独又灿
烂的神：鬼怪》《永远的君主》之
后，韩剧编剧金恩淑又拿出了《黑
暗荣耀》这部爆款剧。《黑暗荣耀》
融合了韩剧这两年最为流行的校
园暴力、女性复仇等创作元素，它
有爽感又有现实的惨痛和批判警
示意义，刷新复仇逻辑，是复仇
爽剧避免走向虚无空洞的教科
书。

《黑暗荣耀》中，家境贫穷的
女高中生文东恩被校园霸凌五人
组欺压、侮辱，遍身被烫伤的她悲
惨退学，边打工边考试，成为小学
老师后，随即展开缜密的复仇计
划，让加害者各自获得了应有的
下场。《黑暗荣耀》如何权衡复仇
的爽感与现实表达，很考验编剧
功力，但金恩淑做到了。校园霸凌
五人组在校园里杀人放火罪大恶
极，却被自己所在的小有特权的
阶层保护得完好，也能利用诸多
手段逃避法律的制裁，受害者没
有任何选择，社会保护系统、惩戒
规则、法律全部失效，只剩下搭上
一生去复仇。成年后的施暴者们
依旧依赖特权过着光鲜亮丽的人
生，且傲慢、邪恶，逼得文东恩说
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未免太
公平”的台词。

在编剧塑造的故事体系中，
女主角的复仇动机非常明确。《黑
暗荣耀》刷新了一般电视剧的复
仇逻辑，摒弃了“坏人也会良心发
现，好人一定会宽容饶恕承担痛
苦”的价值表达，它不是扭捏、和

稀泥的复仇剧，它的爽感就在于
被施暴者摧毁身心的女主角文东
恩绝不饶恕，跨越18年也要复仇
到底，让霸权者、施暴者从高处跌
落，让“恶有恶报”得以实现。

该剧又通过精细的犯罪悬疑
剧情的编织，让女主角的复仇用
尽了手段与技巧，但保持住了自
己的底线，让自己不被法律制裁，
也获得了观众道德上的支持。因
为好人有道德与正义的底线，施

暴者才更加有恃无恐，毫无悔意，
受害者则要挣脱道德的条条框
框，利用坏人的罪恶和傲慢展开
复仇。剧中用高水平的视听语言，
揭露了施暴者的罪恶和逻辑、受
害者群体的创伤与觉醒，把校园
暴力和阶级欺压摆出来，极具震
撼力，而女主角选择的缜密的摧
毁式复仇，也很有威慑力。这部剧
不是简单粗暴的“以恶制恶”式复
仇，而是在正义道德底线、法律的

底线、观众接受度之间反复拉扯
寻找平衡，爽感有了，现实批判和
警示意义也有了。

《黑暗荣耀》的台词是文学水
平级别的。编剧用最动人的、最优
美的语言，诉说最残酷的伤痛；用
最通俗的词汇，表达最深刻的道
理。比如，对复仇和仇恨的诉说，宛
如读一首哀伤的诗歌。校园施暴小
团体用直发器和熨斗把文东恩大
面积烫伤，她一点点爬向有光亮的
体育馆大门。此时成年文东恩的
台词让人惊心：“你那双总是渴望
使人痛苦的脚，以及与其同行的
每一双脚；你大声嘲笑他人不幸
的那张嘴，以及同声附和的每一
张嘴；你那双睥睨他人的眼，以及
与其深情相望的双眼，还有你那
时刻快乐的灵魂，都是我要抵达
的地方，我绝不饶恕，也不可能得
到任何荣耀。”文东恩对复仇的形
容是“舞剑”：“希望你还有兴趣欣
赏，只不过这是刽子手跳的行刑
舞。”成年文东恩对施暴者朴妍珍
的女儿说，我怎么能不思念你妈
妈呢，仇恨就是思念：“你问什么
是仇恨吗？仇恨就是，那一开心就
更深邃的瞳孔，笑的时候扬起的
嘴角，每一根都美得不像话的头
发，这些全部加起来，就是仇恨。”
此刻文东恩的台词配上朴妍珍那
天真又邪魅的笑，真是令人毛骨
悚然。文东恩与仇恨融为一体，观
众也就更多地理解她的处境与复
仇逻辑。这部韩剧中还有很多精彩
的表达阶级对立的台词，施暴者朴
妍珍大骂文东恩：“你的人生像地
狱，是因为我吗？你出生那一刻，你
就已经在地狱了。”“为什么穷人都
觉得人生中会有劝善惩恶，相信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朴妍珍嘲笑身
边的工作人员：“花点小钱，我就成
了她的上帝。”

这部剧很尊重观众的耐心和

理解力，用大量准确、凝练的意象
表达，传递出暗涌流动的无穷意
绪。这也是该剧最迷人的地方。剧
情一开篇就通过房东太太屋顶的
喇叭花，暗示了整部剧的情绪基
调和剧情走向：头朝天的喇叭花
名叫“恶魔的号角”，低头对着地
面吹奏的喇叭花叫“天使的号
角”，“恶魔花”昂头对天空，被神
认为是一种傲慢，所以只有黑夜
才敢偷偷散发香味儿；房东掰了
一朵“恶魔花”送给了文东恩，这
寓意着文东恩真正来到了复仇的
世界，她要在黑夜中散发暗香，她
要挑战和冒犯，让“以恶制恶”变
成现实，真正走出18岁的泥淖，开
启19岁的全新人生。文东恩想做
哪种花朵，早就有了答案。

在该剧的结尾，文东恩把“恶
魔花”文在了手臂的伤口上，灿烂
的阳光照耀着裸露的伤疤，“恶魔
花”朝天吹奏，这是历劫了人生至
暗后文东恩的自我解放和新生，也
是她的自我认知。然而镜头一转，
房东太太读着文东恩的信，期盼她
回来看花儿，她为她种植了一屋顶
的“天使花”。这一意象旨在表达从
第三者视角看来，罪大恶极的戕害
者应得到应有的惩罚，文东恩替天
行道式的复仇，包含了以恶制恶的
成分，但她绝不是恶魔之花。这两
处非常短的画面前后呼应，表达的
内容很丰富。

剧中有非常多的意象表达，
比如象征内心和外在博弈的围
棋、象征着光鲜生活早就被腐蚀
的蓝色购物袋、暗喻心灵距离的
三角饭团等。很多时候编剧要写
一种情感关系或者生活真相，不
会直接给出浅白的台词，而是一
切都寄情于物，用如此多诗化的
意象去营造意境。这种表达很高
级、很艺术，而且让观众看懂了，
勾起了观众的倾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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