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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爸爸会煽情吗 墨愚玩

如果将来有人问我儿子如上的这个问
题，我猜他会嘿嘿一笑，点点头。

我儿才两岁半，目前我正处于最爱煽情
阶段，毕竟他正可爱，我毫无面子和身份的
顾虑。所以，我看《银河补习班》（以下简称
《补习班》）多次热泪盈眶。然而出了电影院，

这个关于父爱的故事已经没了余韵，我连感
慨地发条朋友圈的欲望也没有。

但我认为给《补习班》打一星，情绪强
烈地对邓超、 俞白眉组合表示深恶痛绝的
观众，那种情绪是不正常的。

我想说，这部电影之所以感动不了所有
的爸爸和儿子，就是因为它描绘的父爱过于
漂亮而扁平。看似积极阳光的一个父子故事，

却冒犯了很多观众的家庭回忆， 甚至冒犯了
他们的价值观。

情绪虽不正常，也好理解。就好比大家
越来越讨厌走煽情路线的主持人，拼命地用
哭腔歌颂父母之爱，希望大家一起哭喊“爸
爸妈妈我爱你”，是一样的。

中国社会对父爱的理解、认知，正在越
来越正常化。大多数年轻父亲，特别是城市
中的年轻爸爸，不再信服于“父爱如山”这种
一成不变的形象，大家愿意亲昵子女（特别
是儿子），不再一边绷着脸训着他们，一边暗
暗希望他们成年后幡然悟到“爸爸的面具后
是慈母”。《补习班》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该赢
得更多父子们的感动，但显然它没做到。

给这部电影挑刺是挺累的事情。因为实

话说，大多数剧情都是接地气的。时代是那
样的，学校、教导主任是那样的，做生意的叔
叔是那样的，马皓文这样的高知爸爸也是那
样的。这些元素都好接受，并不膈应人。

但仔细想想，《补习班》就像会动的蜡像电

影，每个人物都好逼真，可就有种蜡像的观感。

只能说，是人物设计得太匠气了。

比如马皓文的那个徒弟“吕大头”，出场
不多，但每一次有关他的镜头，都能让我感
觉到他是哪种人。以此类推，教导主任闫主
任、光头刘八两、班主任高老师、马飞的后爸
孟叔叔，还有那个提出要给马飞零分作文并
进行匿名评分的老领导，一看都知这些人物
的下一步行为。可以说，这些角色创作的基
础都是现实人物，但是他们都好像急着为马

家父子的故事奉献存在感。

而我觉得，最假的恰恰是马飞这个儿子
形象。不说别的，光是他最后成为凤毛麟角
的宇航员这个设定，就让我出戏了。

虽然我儿子才两岁半，我也觉得他是世
上最棒的儿子，以我个
人优势判断，我也想让
他在快乐、独立思考的
状态下成为他想成为、

也正好是我希望他成为
的人。 但我从来不敢想
象， 他能成为最出色的
那个人。现实生活中的
老百姓， 那些当爸爸
的，没有几个想对现实
认输，但大家确实还没
有那么大胆———我们
不敢和教导主任打那
种赌，也无力在如此痛

苦的情况下铆足劲为儿子创造所谓 “自由的
最大化”。

马皓文过于伟大，马飞过于出色，那自
然导致了剑指现实问题的《补习班》，最后变
成一个父爱童话。

但我知道，马皓文的爱，是有方法、有效
果的。这也是我多次落泪的原因。

老婆带着马飞来看望入狱的马皓文，顺
带和这个蒙冤的可怜蛋签离婚协议书。整段
戏都充满真情实感，让有故事的男人们心里

一酸。在这段戏中，为了哄不愿离开的马飞听
话，马皓文想了一个“魔术隧道”的谎话，骗儿
子和他比赛“谁先到家”，成功让儿子离开。这
是一个很常见的玩笑，它暖到我，因为我也会
这样骗儿子。而更深层的情感是，愿意这样动
脑子骗儿子的父亲，本质上都是反感传统套路
的慈父。大家心有灵犀，知其不易，知其情深。

另一处戏，有人认为煽情过度，我却被煽
到了。1998年大洪水， 马皓文拿着扩音喇叭在
堤坝上大吼儿子名字。如果只是吼“儿子你在
哪里”，那是硬煽。马皓文很快就转变内容，提
醒儿子如果听到了，看看周围有什么，动脑子，

自救。结果是儿子真的成功自救，划着自制木
筏吹着口哨朝岸边划来。这一刻，强调素质教
育的父亲和实施独立思考的儿子，是立体而健
美的。高质量的父爱，就是这样热烈而冷静，它
不仅有利于小家庭，普及开来，提升的是整个
社会的民众素质。

马皓文是一个不那么童话的人， 他的优秀
是有很大漏洞的，他让人嫉妒，他不懂得藏起自
己的锋芒。所以，这个父亲形象是很有戏的。

奈何片中的儿子优秀得像个蜡像，虽然有
情感，但更像在背诵情感。

其实马飞真的去卖煎饼， 也是很好的结
局，干吗一定要上天呢？大众同样可以在一个
卖煎饼的儿子身上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因为这
样的父亲教出来的儿子，就是卖煎饼，也可以
卖得不一般。

人们讨厌的不是一个煽情的爸爸，而是一
个煽情的讲述如何成功的故事。

马飞本来是很好的名字———天马行空。过
于童话，就让我感觉是“吗啡”了。

《补习班》麻醉不了清醒的爸爸，那些有能
力又一刻不停在思考的父亲们，一直很需要一
部真正了解他们的电影。

教育剧扎堆，只有“套路”是不够的
李 愚

随着现实题材创作热的回归，以子女教
育为主题的影视剧近年渐增，此前是几年一
部，今年则有爆发之势。暑期档荧屏和影院
大银幕上出现多部教育题材作品， 电影有
《学区房 72小时》《银河补习班》等，电视剧
则冒出张嘉译和闫妮主演的 《少年派》、孙
红雷和辛芷蕾主演的 《带着爸爸去留学》，

而黄磊与海清主演的 《小欢喜》 也即将播
出。

教育是当下极具关注度的社会话题，也
总能在家校和社会各相关方引起同振。然
而，搅动话题并不是衡量作品成功的唯一指
标。时下扎堆出现的这些作品既有反映教育
现状、击中家长痛点的优长，也存在着不得
不引人一说的问题。

话题不断丰富，痛点有所触及

教育题材从来都不是电视剧市场的新
类型，因为教育始终是牵系中国亿万家庭的
重点、痛点和难点，所以，它一直是中国当代
电视剧的一个重要选题。 上世纪 80年代的
《寻找回来的世界》，让对“边缘少年”精神世
界的拯救主题呼之欲出；90年代的《十六岁
的花季》《十七岁不哭》《花季雨季》， 关注校
园学子的青春与成长问题；2000 年以后出
现的《家有儿女》则围绕代际沟通、家庭教育
氛围等主题，尝试了情景剧等表现样式。

2000年之后，随着时代发展，教育改革
深入，教育观念变化，关乎每一个成长个体
的教育方式和教育选择越来越多元。 从幼
升小到小升初、中考、高考，从“起跑线”之
辩到“学区房”之争、课外补习之议，从假期
游学到出国留学， 都是舆论场中长盛不衰
的话题。似乎选择越多，问题也越多、越细、

越新， 教育的一池春水经常被搅起层层涟
漪。我们看到，相关电视剧开始出现了聚焦
与细分不同话题、 问题领域的倾向。 如，

2013 年由沙溢、胡可主演的《孩奴》，关注
小学升初中和学区房问题， 切入视角颇具
贴近性；2015 年赵薇、佟大为主演的《虎妈
猫爸》，聚焦小学教育“抢跑”和学区房“占
坑”现象，前半部近乎对相关现实原生态的
呈现， 触痛了许多家长；2016年由黄磊、海
清主演的《小别离》，关注初中生的教育和
低龄留学热现象， 其中所牵带出的亲子关
系矛盾与难以割舍的亲情， 实实在在地打
动了观众；2018 年许亚军、梅婷主演的《陪
读妈妈》， 又涉及留学生教育和海外陪读生
活，对核心问题有所直击，对人物情感世界
有所触碰。

不久前亮相的《少年派》中，中年夫妇林
大为、王胜男为了督促刚上高中的女儿林妙
妙学习，双双选择陪读，三口之家开启高考
“备战”状态，冲突不断，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带着爸爸去留学》 则通过三组不同家庭在
陪读生活中的欢笑、泪水与辛酸经历，为我
们描绘了中国家庭的“陪读留学图鉴”。随着
各种教育场景和话题、问题的打开，之前被
宫斗、职场、奇幻、情爱题材占领的荧屏，越
来越“照”得见现实的难点与痛点，越来越褪
去“仙气”，具有了一些人间烟火气与生活质

感，这是此类题材剧引发观赏评议热的主要
原因。

议题不止教育，叙事脱出单一

教育题材剧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话题库，

它不仅与时俱进地关注热点教育问题，同时
能够以此为切口，进入代际隔阂、阶层差异、

培育理念、家庭和谐等重要议题。

不妨以《少年派》为例。一方面，该剧集
成功塑造了以林妙妙为代表的 00 后群像，

非常少见地直接展现时下高中生真实生活
和学习状态。大部分时间里，该剧镜头对准
的是校园生活： 林妙妙怎么处理宿舍小矛
盾，怎么和同学相处且建立友谊；学霸钱三
一如何在课间“散发魅力”；班级如何开家长
会，学生怎么考试，怎么文理分科……林林
总总的呈现， 让观众直观地看到 00后一代
少年们的思想状态和学习生活状态，很能抓
住年轻观众视线。

但另一方面，《少年派》也以教育为一面
多棱镜， 反映其他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如
两代人之间教育观念的差异和代际隔阂。剧
中林妙妙和母亲王胜男互怼的情节，让不少
网友看得过瘾，感慨“原来全世界的妈妈唠
叨起来都一个样”， 感叹 “这就是我妈本妈
啊”。

《带着爸爸去留学》亦然。它关注方兴未
艾的“低龄留学热”，经济实力的充裕，使得
越来越多家庭选择将子女送出国留学，以拓
展孩子的国际视野，丰富人生经历，求得新
知新学，提升未来职场竞争力。留学并不只
是“到国外上大学”，也出现了“到国外读中
学”的现象。之前的《小别离》中有着强烈留
学意愿的三组家庭里， 孩子都还在上初中，

《陪读妈妈》 中的孩子在上高中，《带着爸爸
去留学》 中的孩子则是准备在国外念预科。

《带着爸爸去留学》 还以留学和陪读反思亲
子关系、代际隔阂、教育观念、家庭模式等。

剧中的三组陪读家庭都有“难念的经”，除了
父辈与子女因价值观的差异导致的冲突外，

父母们本身也面临着中年危机。海外陪读，亲
人间一分离就是一年半载， 长期与孩子缺乏
交流，加上中年感情生活的“另一半缺位”现
象，导致情感风波迭起。陪读父母辞去工作，

失去自我，除了在国外给孩子做做饭，等孩子
放学，其他时间百无聊赖，等结束陪读后重新
回归社会， 他们又遭遇能否重新找到自身位
置的问题……

可以看到， 教育题材电视剧已普遍脱出
一条主线走到底的叙事手法，多采用多线索、

多家庭、多层次人物并行的复杂剧作结构。除
了子女学习生活外，父母情感生活线、父母与
子女互动线交错进行，辐射面的扩大，将教育
主题（学区房、升学、陪读、留学等）与家庭伦
理（中年危机、家庭重组、代际隔阂）等主题相
融合， 既是电视剧打动不同年龄受众群体的
“眼球攻略”之需，也确实体现了当下纷繁复
杂的教育态势难以通过单一层面叙事加以涵
盖和真实反映的现实。

不能止于“套路”，还应有所超越

教育题材电视剧看多了， 也可以发现其
中的“套路”。比如，编剧过于趋同地采用同一
种剧情结构———总是几组家庭平行叙事，每
组家庭设置一个概念化的身份、阶层标签，其
中一组突出。《小别离》中有三组家庭，分别涵
盖都市中产、 新富阶层以及平民家庭；《陪读
妈妈》中四个陪读妈妈被赋予不同阶层、不同
家庭的“人设”；《少年派》也以林妙妙和她的
三个死党为中心， 聚焦四个家庭；《带着爸爸
去留学》则呈现三组陪读家庭，矛盾如拼积木
式组合。

复式叙事无可厚非， 但关键还在于每一
个单元、每一个人物都应最大程度追求鲜活，

而不是将概念化、 类型化标签前置， 将各种
“人设”简单拼装即可。缺乏诚意和独特性的
叙事，往往能让观众一眼看穿编剧的“用心”，

故事也就没有那么吸引人。

另外一个“套路”式的编剧策略，是对教
育题材剧中父母形象普遍的“虎猫爸妈”式设

定。从《虎妈猫爸》一路走到
《少年派》，夫妻角色设定始终
是妈妈像“老虎”，强势、霸道；

“用劲过狠”，过度干涉子女的
生活和学习；“杀伐果断”，与
子女关系紧张，时不时发出不
可理喻的“咆哮”。反之，爸爸
的角色像“小猫”，开明、温柔，

注重沟通，尊重子女，负责“灭
火”， 总是充当妻子和孩子之
间矛盾冲突的“和稀泥”者。就
连涉及父母中年危机的剧情
也雷同， 无外乎就是爸爸有
“小三”或妈妈有“备胎”，“虎
猫”相斗一番。

教育题材电视剧“长得很
像”， 一方面是背后有着现实
的根基，“多组家庭”模式可以
辐射更多家庭、 反映更多问
题，“虎妈猫爸”配置也容易制
造“戏剧效果”；以往其他作品

采用这些“套路”获得成功，也让后来者愿意遵
循套路，选择更小市场风险，不愿创新做“独一
个”。

“套路”可以有，问题是不应该只有“套
路”。 当绝大多数教育题材电视剧都塑造刻板
化的家庭群像和父母群像时，既让观众觉得重
复和审美疲劳，也是编剧创作上“偷懒”的体
现———他们满足于现实的复写，“新瓶装旧
酒”，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挖掘、更逼
近人物内心变化的打造和艺术手段上的超越。

像《陪读妈妈》《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富贵阶层
的父母形象不免都是豪爽、大度、不差钱的，来
自平民阶层的父母形象则都被贴上“爱钱如命
的市井小民”的标签，不禁让人质疑：同一社会
阶层就该是同一副面孔，塑造人物所需要的起
码个性与特殊性哪里去了？“虎妈猫爸”式人设
也在强化着一种刻板印象， 即家庭教育中，妈
妈是偏执的一方，爸爸才是理性的，这样的表
现是符合生活真实，还是过于草率地让天下的
母亲“背锅”？

教育题材电视剧本应承担部分纾解整个
社会教育焦虑的功能，电视剧或许无法提供出
路，但它应该能够带着观众反思，让观众同振
共鸣而不是面对 “家斗” 的狗血剧情频频摇
头。 我们怎么当父母， 我们怎么做老师和学
生，我们怎么面对梦想与现实、品德与良知、

机会与公平、 爱心与宠溺等一对对复杂的关
系，这也是当下教育正面临的严峻课题。然而，

当下呈现的不少教育题材影视剧过于执迷于
“做戏”“互撕”“造梦”，缺乏超越性视角与价值
重塑， 有一些作品渲染且强化父母的教育焦
虑，甚至变相维持着“分数至上”的教育观念，

观众看完后不解渴、不贴肉，反倒可能产生疑
虑，堕入迷蒙。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来不是臣服和拘
泥于现实生活的，它还应该是超越现实的，即
站在比现实更高的视角， 打破蒙昧， 引导舆
论，启迪人心。当我们放眼世界范围的优秀作
品 《死亡诗社》《心灵捕手》《放牛班的春天》

等，不免会多一重不满足和期待，我们相信静
水深流与悉心探索， 期待国产电视剧最终也
会有类似经典诞生。

《银河补习班》剧照

现象评论

《少年派》剧照 《学区房 72小时》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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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上《权力的游戏》后，

我在各种场合赞美过维斯
特洛大陆的国族设定。有一
次，思南活动结束，一个年
轻学生叫住我，问我怎么看
我们自己的“九州”（电视剧
《九州缥缈录》）。 我惶恐地
表示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
学生就要了我的电邮，当晚
发了我十几个文档和一堆
链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九州”。

“九州”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用托尔金的概念，创造
一个中国的奇幻世界。说实
在， 这个理念并不打动我，

《霍比特人》《魔戒》 风靡半
个多世纪，全球少年都曾试
图创造自己的指环王 。不
过，后来我打开一个论坛页
面，看到“九州”这个名字曾
经被如此轰轰烈烈地讨论，

无数网友为这个 “第二世
界”披星戴月过，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也算是众志成
“州”，少年血上涌，便通宵
看了几章被吐血推荐的《九
州缥缈录》。

“九州”旗下的作品，已
经一百多部，坦白说，我们
看金庸长大的一代跟 “九
州”还是有距离，不过，上百
位写家一起为“九州”开疆
拓土的行为本身，让我莫名
激动。从 2001年开始，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英
雄令发出后，前赴后继，“九州创世组”经历
了各种变迁。看到这个世界层累叠造，终于
人头济济， 有了自己的日月星辰和种族文
化， 自己的宿命英雄和抗争口号，“九州”幻
想世界的队伍，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地图册和
政治史，作为中国读者，多少也尝到点“冰”

与“火”的意思。

然后，7月 16日，几经难产的《九州缥缈
录》终于登陆浙江卫视，刘昊然等 90后明星
领衔，张丰毅、张嘉译、张志坚等老中青演员
殿后，网络一片欢呼。但是这欢呼声基本在
第二天就歇菜了，因为“九州”迷发现，应该
有一个完整前情成长故事的阿苏勒，一出场
就迈过了苦涩的少年期，而且，所有需要他
用心用血去承接的命运， 类似生父杀了养
父，完全没事，导演一个剪辑就让你心平气
和。不知道是年轻演员完成不了狂飙的内心
戏，还是狂飙的内心戏不属于年轻演员，《九
州缥缈录》的戏份设置，明显就是让二十岁
以下秀脸，二十岁以上秀内心，搞得小女主
动不动呵呵傻笑， 小男主憨憨看女主傻笑，

上代女主动不动秀背影，上代男主也就只能
看背影。所以，奇幻确实也蛮奇幻，大家来自
九州三川，为了验证共同的情种身份，走进
了剧组。

在这样的影视文化设定下，别说世界观
展示了，所有的剧都会变成言情剧。就连好
评如潮的多男主戏《长安十二时辰》，拖拖拉
拉到三十集， 张小敬也开始为感情奔波。不
过，让我们也因此祝福年轻的明星吧，因为
你们在剧组里没有成长，“九州” 虽然缥缈，

但你们会抛锚在那里，你们的保鲜期可能会
比好莱坞明星长很多，草原上长大的阿苏勒
有一点点风霜吗？

玩笑打住，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出点政策
鼓励鼓励《三块广告牌》这样的年龄结构剧，

否则再过二十年，我们的中老年戏骨就会脱
销。用《三块广告牌》这样的年龄组合，中老
年主打，小年轻配合，既让年轻演员有一个
表演养成， 也不要让即将或已经迈入中年
行列的演员恐慌失业。 刚刚结束的西宁青
年电影节上，海清领着姚晨、宋佳、梁静几
个四十岁上下的女演员， 相当卑情地呼吁
年轻导演：“我们没有传说中那么不好合
作，我们一定会比胡歌便宜，也一样好用，

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机会。”80后已经在影
视剧里扮演上一代， 海清们的焦虑很好理
解，全球青年的生理年龄越来越往后延，影
视剧里的青年概念则越来越低龄。 银幕鲜
肉本来是一种前现代影像观， 满足没经验
观众的荷尔蒙， 今天的泛滥则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情欲和黑洞。封建的鲜人美学，在当
下的网剧中达到峰值， 快手时代倒也不难
理解，但是，让我们不要在直播平台理解美
人的概念吧，也去看看古希腊戏剧照耀下的
命运高峰， 看看莎剧影响下的时代悍将，心
头装了《盗御马》《战长沙》，“九州”才能成为
维斯特洛。

《九州缥缈录》中说，“龙那样强大而神
秘的生物最终也是一具白骨”， 生命最后都
会是归尘。但是，龙的白骨终究和蝼蚁的白
骨不一样，为了中国电影的未来，为年轻演
员搞一个成龙计划吧。

乱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