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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写作的成功实验智性写作的成功实验
□□张永禄张永禄

智性写作是作家在创作中机智调用

历史文化与文学等资源，合理利用艺术手

法来塑造人物、编制故事、生发对生活与

人生新表达和新思考的书写，并引发读者

阅读中益智和审美双重趣味的写作模

态。从创意写作角度看，《雪中悍刀行》

（以下简称《雪中》）是智性写作难得的佳

构和成功范例。通过十年的传播阅读史，

我们明显感到作家烽火戏诸侯以一己之

力的智性写作实验，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艺

术表现手法，扩大了武侠小说的内容容

量，发展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形态,因而让

武侠小说在网络文学时代具有了新的气

象，在玄武合流的大潮中确立了网络武侠

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一、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法。这

种艺术手法的丰富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在继承新武侠在诸如武术和场景描述中

的文化化和场景化的同时，增加了奇观化

与视觉性，使得小说符合影视和动漫等方

面的IP产业化改编的便利性。二是作为

网络小说，它因时顺势吸收了网络小说常

见的金手指、码人法和升级叙事等新的网

络艺术手法，促进了武侠说法创造的与时

俱进，让传统武侠艺术融合新机。三是人

物形象塑造的综合创新。无论是主角，还

是配角，都以鲜明的个性，独特的行为方

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雪中》的这

些人物大抵在中国文学和历史人物画廊

中找到影子。比如主角徐凤年的身上，既

有混迹胭脂堆而流氓气十足的韦小宝身

影，也有对美人女人都用情很深、被动走

上功名之途的张无忌影子，也有思维缜密、

运筹帷幄的乔峰的英雄气概，还有世子之

身、逍遥四方的段誉情状，也不乏令狐冲的

至情至性，与洒脱自然，当然其作为真武大

帝的转世说，更是为人物形象平添了几分

神秘性。再比如李淳罡身上有无洪七公的

影子？而姜泥身上我们是否看得了小昭

的微笑呢？但整体上，有原型的影子，增

加了读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但这些鲜明

的艺术形象又不属于历史上任何已有艺

术形象，而是个性鲜明的艺术新创造。

二、扩大了武侠小说的世界容量。武

侠小说有固定的时空套路，一般写江湖世

界的快意恩仇，写人性的贪嗔痴，写民间

的正义和人间情怀。但《雪中》用皇皇

460万字的篇幅营造了一个宏大的架空

世界，用“以虚写实”（网络武侠普遍的模

式是“以实写虚”）手法，百科全书式地呈

现中国社会景观，这个社会没有具体朝

代，但你似乎感觉它分明存在于历朝历

代。这个架空世界通过徐凤年的两次出

游和几场大决战，打通庙堂与江湖，联结

上帝王将相、世人门客、江湖门派、家庭内

帏，底层流氓等，空间地图上遍布东辽、北

莽、西蜀，北凉州，中原帝都，江南世族

等。它在宏观上明线是围绕权力之争，写

朝廷和藩侯的明争暗斗，国族之间相互觊

觎，诸侯间相互窥视，但暗线则沉入日常

生活中，以参差的对照方式呈现中国人的

人性生态与世情组成中情感结构，比如君

臣、同僚、父子、兄弟、姐妹、主仆、夫妻、朋

友，官兵、将士等人间百态，它试图通过大

容量高密度的信息来预示现代人的自我

选择之路。这一宏伟的世界构造是以往

武侠小说所不及的，其纷繁复杂的人际关

系呈现是通俗小说中罕见的，众多个性鲜

明的配角的生命多姿多彩的演绎更是很

多网络小说所不曾具备的繁复。

三、发展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形态。《雪

中》是玄幻小说？是武侠小说？还是成长

小说？抑或历史演义小说呢？从叙事语

法来看，我觉得它是一部以武侠小说为基

底的兼类小说。虽在复杂的朝纲权力斗

争的大视野展开系列故事，但故事发生的

绝大部分空间是江湖世界，快意恩仇是基

本主题（家仇国恨具有同一性），仗剑行侠

是行为方式，浪迹天涯构成了主要的叙事

结构。460多万字的容量让它又溢出了

单纯的武侠小说语法范畴。我们可以把

它看成是主角徐凤年的个人成长史，讲述

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经过几番游学，练得

绝世武功后磨砺意志和健全心智人格走

向成熟，终成为一代枭雄；它可以是架空

历史小说，展示了群雄争霸中此消彼长的

政治权力斗争，演绎中国政治的王道与人

道；同时，它还可以是一部家族小说，以徐

凤年为中心呈现了家庭伦理中的父子、母

子、兄弟、姐妹、主仆、夫妻之间至纯至性

的美好情感；当然，它被网站平台作为玄

幻小说来看，也不无道理。因小说中徐凤

年转世的神仙身份，玄幻小说的叙述风格

以及场景和故事奇异的展开方式，江湖绝

顶高手们修道成仙的人生理想等不无充

满玄幻色彩。因此，有了武侠小说的叙事

骨架，在叙事事纲上不断融合奇幻、成长、

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的类型元素和叙事肌

质，让《雪中》的世界变得华丽多姿，意味

众声喧哗，而成为小说类型的复调。

根据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改编的同名古装

武侠剧在腾讯视频和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后，受到观众

的强烈关注。一方面，该剧收官后创下了60亿播放量的

成绩，同时在微博热搜和豆瓣、知乎等影音榜单中表现

不俗；另一方面，一些原著党对改编细节不满足，一些观

众对于武打效果呈现也不满意。对于网文的IP转化而

言，因影视改编与文学原著的比较认知产生关于作品的

不同评价，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雪中悍

刀行》来说，如果仅仅把其影视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

概括为“众口难调”，那就遮蔽了该剧对武侠叙事的当代

化表达，也遮蔽了武侠题材在时代语境中的发展痕迹。

可以说，《雪中悍刀行》从文本到影像的IP转化之所以始

终拥有居高不下的关注度和话题度，根本上是小说提出

了对于武侠形象、武侠故事、武侠精神新理解、新表达，

其影像化改编的传播热度则进一步证明，为读者和观众

提供新的情感结构和叙事可能，是当代武侠剧跻身头

部、成为爆款的必然途径。

新世纪以来，武侠题材的网文创作在互联网语境下

始终在不断适应和调试，无论以致敬经典、延续传统为

特点的武侠小说，还是玄幻、奇幻等叙事方式影响下的

武侠小说，都无法对中国武侠精神进行完整、充分的时

代解码。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形态，武侠题

材的网文也始终试图与读者、与观众、与时代建立对话

关系，进而在对话中不断更新、增补武侠文化的时代内

涵，目的就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武侠文

化的传承。

以此观之，无论是文本还是剧作，《雪中悍刀行》都

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网络时代的武侠题材佳作。需要指

出的是，剧作的成功不仅仅是从巨大体量的小说中抽取

提炼核心主题，也赋予这个主题以更阔达的境界和更人性化的表达。自称

“天下第一纨绔”的北凉世子徐凤年既是庙堂和江湖的“交点”，也是英雄成

长与权谋纷争的“焦点”。武帝城取老黄剑匣为明线，徐家四姐弟共同效力

北凉，为母亲报仇为暗线；纨绔世子一路邂逅各路高手的江湖游历为明线，

放荡不羁的真纯少年逐渐成熟和担当为暗线，这种双线叙事、双层结构带

给《雪中悍刀行》充足的戏剧张力。剧作对徐凤年的武侠人设进行了更新，

他初入江湖并非是以报仇雪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目的，逃婚、逃避“接

班”、逃避“学武功”等自由安逸的个人表达为主角增加了“烟火气”。当他

身负重托以家族之名开始武帝城之行，他的江湖之路并不是阴谋、权力和

欲望的催化，而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的情感，无论是对剑九黄的忘

年交情，对母亲的思念依恋，对父亲枷锁式的保护和计谋的反叛，对西蜀亡

国公主的理解和大爱，都是他面对内心和灵魂拷问后做出的人生选择。该

剧运用移步换景的“江湖叙事”串起了剑九黄、徐骁、皇叔、曹长卿、温华、轩

辕家族以及徐家四姐弟等等几十个人物形象，在不断锤炼和印证徐凤年价

值追求的同时，也把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亲情爱情等不同维度的情感和伦

理进行了融合。因此，徐凤年的武侠形象和成长历程突破了“江湖”的界

限，无论是从武侠的行为动机还是故事的表达方式，《雪中悍刀行》通过徐

凤年的“英雄变形记”想要表达的不再是以往落草为寇、官逼民反、血海深

仇的叙事套路，而是聚焦主角关于自我价值、自由意志、奋斗方式的觉醒、

选择与坚持，徐凤年与父亲徐骁之间始于叛逆、终于理解的亲情演化中，突

出的也并不是青春成长中荷尔蒙的情绪表达，而是年轻一代对于陈规的反

叛，对于未来的试错勇气和自我考量，个体意志与个性表达之中体现的是

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精神，呼应了“Z世代”对于现实世界的潜意识，以及

属于他们这代人的关于武侠世界的想象。

《雪中悍刀行》巧妙地激活了“徐凤年”的角色功能，除了讲述他本人的

历险与成长之外，更是从主角的角度出发，梳理和演绎出徐凤年与几十位

配角的关系和情感，依次出场的人物个性分明、形象生动，庞大的人物谱系

为徐凤年的成长提供了自洽的逻辑，也丰富了该剧关于武侠世界的众生

相——老黄的幽默、姜泥的“财迷”、林探花的悲情、宁峨眉的忠勇、南宫仆

射的高冷、赵楷的搞笑等立体鲜明的个性极大提升了新武侠故事的丰富性

和趣味性，为网文的IP转化提供了大众化的审美选择。

仙侠题材剧流行以来，不但武侠玄幻合流成为趋势，玄幻往往超越武

侠主导剧作的风格。《雪中悍刀行》再次让“武侠”回归本位，而把玄幻作为

参与要素，营造了“芦苇荡截杀”“护国寺辩难”“王仙芝与李淳罡的海上对

决”等多个打斗名场面，使用充满国风意象的镜头语言，凸显了《雪中悍刀

行》作为武侠题材的类型化特点。剧作不仅美术和服化道在线，水墨般的

镜头语言阐释了东方武侠的力与美，强化了传统文化的美学特征，成为东

方美学和武侠精神的影像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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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悍刀行》将现代成长小说与传统类型小说塑造

人物的方法相结合，塑造了立体丰满而又个性独特、极富

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一是借用前生今世的写法。徐凤

年的前世是真武大帝，徐脂虎为吕祖所爱的红衣转世，

王仙芝、李淳罡等无不都是神仙转世，且是几度轮回,结

下了世世代代的恩怨情仇。《雪中悍刀行》借用古典小说

转世理念塑造人物，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浪漫色

彩，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二是借用中国古典

小说中榜单的写法，如《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好汉，《雪中

悍刀行》根据本领大小进行排名，这种写法让读者对人

物打斗有明晰的掌控感，也被网络小说广为使用，《雪中

悍刀行》将武学排名与功法境界相关联，以释、道、儒解

释境界的高低：金刚境喻释家，可熬炼体魄，提高防御力

和体质；指玄境喻道家，有类似于未卜先知、料敌于先的

能力；天象境喻儒家，能天人感应，与天地共鸣，可以借

法天地，以敏锐的直觉趋利避害；陆地神仙境，为三家殊

途同归。这种写法极大提升了小说的文化意蕴，人物本

领的高低就不只是本领的高低，也是精神境界的高低。

三是立足传统，推陈出新，塑造“熟悉的陌生人”群像。

徐龙象颇似李元霸；张巨鹿与张居正拥有类似的人生经

历，外貌与孙权相似；大楚儒生曹长卿原型是曹植，醉酒

让权宦脱靴的情节则来自李白；黄龙士、鱼玄机、武媚

娘，直接用历史人物的名字，这些设定极大地增强了小

说人物性格的辨识度。

《雪中悍刀行》主要讲述了离阳王朝的北凉王世子徐

凤年两次游历江湖，分别见识了世间最巅峰的江湖与最

有人情味的江湖，从一位对人间江湖毫无所知的“小白”

转变为抵御外族、保卫国家的英雄人物与震慑江湖的武

道宗师，并完成精神上的蜕变与心理的成熟。初入江湖，

徐凤年是一个纨绔少年，身边只有一个老仆老黄陪伴，一

路六千里，出门不远即被抢劫，全因徐凤年满身的豪华穿

戴过于惹眼不懂掩饰。最终一路走来，其中经历了无数

次险境，遭到抢劫蒙骗，风餐露宿、形容破败，吃透了最底

层的苦，也见识了江湖最真实动人的一面。身边的老仆

始终憨厚淳朴，带着那一黑匣，随侍左右，插科打诨，别有

一般生机趣味。再次游历江湖，徐凤年以北凉世子的身

份远行，途中遭遇无数截杀、暗杀，见识了世间身份最为

尊贵的那一群人，也通晓了江湖之高阔神妙与遍布危

机。而那缺了门牙、总是呵呵憋笑的老仆，毫无半点高人

风范的老黄，却成为徐凤年第二次行走江湖、决意登上武

道巅峰的动力，也成为无数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云与

遗憾。

徐凤年虽具有一般玄幻小说主人公所具备的天才贵

胄身份，却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极富有人情味与玲珑心

的可贵特质。徐家一家人之间真挚依恋的情感，徐凤年

对待周围人的真心，那佯装纨绔不羁实则心中有大义的

个性作为，使主角形象脱离刻板的打怪升级主角无敌的

传统套路，虽则风光无限却不显突兀刻意，所作所为皆有

迹可循、因果相循。

书中一位重要角色李淳罡，作为此间世界的一代剑

神，受到读者的强烈喜爱。李淳罡作为五百年一遇的剑

道大才，千百年来独此一人的冠绝风华，一辈子行走江

湖，境界阔达。二十四岁入天象境，六年不出终练成剑

开天门，“天不生我李淳罡，剑道万古长如夜。天既生

我李淳罡，我为剑道开天门。”一代天才骄子，风华无限

恣意风流，却因错手杀死绿袍红颜而走入一生的追悔自

责中，在斩魔台心境大乱，境界大跌，自藏于听潮阁下二

十年。在与徐凤年出行的过程中，李淳罡仿佛重新回到

那意气风发的鼎盛时期，于雍州边境一指仙人跪破五

行水甲，鬼门关劈江两百丈，春神湖踏翻黄龙楼船，襄

樊城外败退吴家剑冠吴六鼎，最终重返陆地神仙境。

破甲数千，气势无匹，一句“剑来”，冲破了阴阳远隔之

苦，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精神历程给读者强烈的精神

震撼。

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故事交织，平淡与阔大回转，豪气

与侠气并起，主角的求道问鼎之路中出现的无数平凡人

物，呈现出江湖最为有血有肉、温柔动人的一面，与这些

人物短暂的交往也是促使主角不断奋发、澄明己心的动

力。贺铸、二玉与她的爷爷、李翰林、许涌关、童贯、陈望

等无数配角，乃至于没有名姓的小儿或老朽，皆有其自身

的所思所想、执着挂念。平平无奇的黄老头，实际却是绝

世高手，出发挑战“天下第二”王仙芝失败，头向北，死而

不倒，壮志柔情，触动人心。那被赠与“春雷”一柄的小

儿，小心翼翼而又雀跃欢呼，小小手掌握住短剑仿佛拥住

了一整个江湖。

《雪中悍刀行》气势开阔、出手不凡、文笔极佳，作品

内里处处暗合、逻辑顺畅，摒弃了网文惯常的一味求“爽”

的狭窄写法，不仅着墨描绘出主角的风华光彩，也将叙述

视角投射到小人物与配角之上，真实反映出江湖复杂的

多面性。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小说中每一个角色都是

那么个性鲜明，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

每一个人物都有精彩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有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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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戏诸侯的网络小说《雪中悍刀行》改编

电视剧播出之前，网上就已经出现了不少疑问，

有网友不无担忧地指出，这部爆款网络小说要想

改编成功必须克服三个“难题”。其一是要处理

好小说中个性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太多的难

题；其二是要处理将感情线和战争线达到平衡的

难题；其三是如何剪裁，在有限的电视剧容量里

回转小说庞杂情节与主线的难题。网友最终得

出答案，如果想将这部小说用“画面”的形式呈现

给观众，只有动漫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的改编，是否解

决了这些难题呢，看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后，

我觉得网友的担忧基本上是多余的。当然，我也

能理解原著粉对文学作品的热切关心。自我看

来，该剧的改编，不仅让主人公徐凤年的成长线、

感情线脱离了原著的松散，变得更加清晰紧致，

而且全方位地呈现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武侠世

界。这个新的武侠世界既忠于原著却又不完全

照搬原著，在人物刻画上追求原汁原味，又能增

加更多新颖丰富的细节来支撑，使之符合更大多

数电视观众的视听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雪

中悍刀行》的电视剧改编达到了形似神更似的效

果，实现了一次真正的高质量改编。

草根性、烟火气，是中国人最讲究的生活方

式；生活化、人情味是中国人最注重的人性情

结。一部面向大众的电视剧改编的现实意义，既

要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同时也要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价值取向进行宣扬。真实的生活、幸福的

渴望、情感的追求是任何时代人们的共同信仰。

蕴含草根性、烟火气，是该剧改编能够成功

的第一个因素。这些在剧中的人物设计上运用

得非常巧妙。本来徐凤年是一个世子，他从小到

大是在深宅大院里长大，本来应该是不食人间烟

火的，这方面的故事我们有许多其他电视剧表

现，而且也表现得入木三分，如果继续这样的套

路下去也就不足为奇。因此这部电视剧一开始

就让主人公脱离庙堂之高，陷入江湖之远，从而

让他尝尽人间之苦，他不再是以往武侠世界中在

父辈感召下“被动”成长，而是以“纨绔子弟”掩盖

“天才之资”的逆向成长。他在江湖与庙堂之上

的与众不同“草根性”，成为推动电视剧情节发展

的重要动力。而剑九黄这个北凉王府的马夫、老

仆人，跟随徐凤年游历三年六千里，言语不多但

忠心耿耿，更是草根人物的典型。

至于烟火气，在剧中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剧

中在徐凤年玩世不恭、诸事不问的外表之下，却

有着明察秋毫、敏锐多思的智谋心计。多年的江

湖历练，更是让他心中生出一股侠气，对芸芸众

生怀有一颗悲悯之心。比如电视剧一开场，便是

徐凤年跟着马夫老黄一起游历江湖，两个人在瓜

农的追讨下，窘态百出，而后一起嬉笑打闹，于溪

水间捕鱼充饥。相比于一上来就论四海八荒的

宏大设定，这样的开场无疑充满着烟火气，于日

常中徐徐展开后面的故事，观众还是比较容易进

入剧情的。

纵观全剧，虽然出场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

都个性鲜明、饱满、独特，他们在极具传奇性的同

时又具有烟火气，让人感受到江湖不仅是个传

奇，更是众生有情世界，呈现出一种新的古装武

侠剧的美学观。

充满生活化、人情味是该剧改编能够成功的

第二个因素。电视剧的受众群体注定其必须关

注生活现实，要求生活化。该剧虽然以武侠生活

为背景，注重表现古代人的生活态度、家国情怀，

但它探讨的却是普遍意义下的中国人的情感态

度、体验与变化。剧中许多直抵观众内心的生活

故事就显得更耐看，也更容易打动观众，与观众

产生内心的共鸣。比如剧中徐凤年与马夫老黄

分别前喝酒一幕，其对弟弟的怜爱，都在言谈举

止中，凸显人间百味。因为这些生活化故事会让

观众感觉，这些生活事情虽然发生在过去，但影

射到了我们身边，也有身临其境的味道。

随着对电视剧泛娱乐化现象的理性反思和

纠偏，影视行业也在内容题材上做主动转向。人

物真实、观照现实、价值观温暖而坚实的作品得

到市场的积极响应，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因为

这些要求都与时代特质相契合。从这些方面来

说，电视剧《雪中悍刀行》达到了这个契合度。

所以我说，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的改编具有

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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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

福斯特将小说的人物形象划分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

“扁平人物”具有突出的个性特征，但具有不变性，显得无聊与不真

实，“圆形人物”则强调角色丰富的侧面和高度的弹性。传统的网络

小说一般在两种模式下进行人物塑造，烽火戏诸侯背离了以往的

网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了这样的二分法。《雪中悍刀行》的人

物形象各自具有突出的个性特点，但又不是单一不变，因此并非

“扁平人物”的单面形象；这些人物虽有一定的弹性和变化，但囿于

文本的限制，并不具备丰富的侧面，因此也并非“圆形人物”的球面

形象，而是可以被称之为“正面”与“背面”的双面形象。在双面形象

构成人物的个性特点之后，作者又利用细节描写为人物增加了一

些饱满度，以达到硬币的厚度。

《雪中悍刀行》与同期的大部分玄幻网文一样具有崇高的英雄

形象，这一英雄形象可以作为硬币之“正面”。比如青衫仗剑走江湖

的风流侠客李淳罡、名动京城的江湖剑客温不胜等，他们拥有一个

可以简要概括其人物特征的江湖名号与个性标签，从出场到退场

始终秉持着与其相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但这样的描写缺乏

真实感，很难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人物的真正魅力。因此，作者又精

心雕琢人物的七情六欲，突出人物身上的“烟火气”，模糊了大侠与

普通人的界限，这样的人物形象可以作为硬币之“反面”。同期的玄

幻小说如《凡人修仙传》《诛仙》《仙逆》等的人物形象都是“伟光正”

的，与这些网文相比，《雪中》里名满江湖的老剑仙可以是个披着羊

皮裘的老头，行侠仗义的传奇剑客也可以是个浪荡子弟。这些跳脱

传统形象窠臼的形象设计，辅以大笔墨的细节描写，让人物兼具崇

高感与烟火气息。

也正因为如此，与同期玄幻网文中配角的扁平化相比，《雪中》

的配角是鲜活的，小说不再是主角提升力量的个人之旅，而是一个

完整的江湖世界的展示。在同质化趋势明显的网文圈中，这种新颖

的“硬币式人物”设计的成功是可以预见的。但这样“多点开花”的

写作方式不仅削弱了主角的存在感，也让小说人物显得过分繁杂。

甚至有部分网友认为《雪中》配角就像一颗颗精美的玉珠，而主角

则是一条将他们串联起来的玉线。这充分说明了烽火戏诸侯在细

节描写上炉火纯青的笔力，但文本整体的碎片化也显示出他对于

长篇的掌控力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雪中》人物形象的精彩处不仅源自“硬币式人物”独特设计，还

来自于这些人物高光时刻的死亡震颤，也即人物“焰火式”的生命历程

以及人生的“爆点演出”。《雪中》的人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死

亡，也绝不复活或以其它形式返场，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死志”。换言

之，人生最光彩熠熠的时刻便是将死之时。同时，也不同于传统伦理

表达中的惩戒机制，作者在文本中并非“通过给予人物身心痛楚乃

至于死亡结局来惩戒他们负面的品行以及行为”，而是用死亡的震

颤将人物的形象推向一个高峰。这些人物形象多带有觉醒之意，摒

弃虚伪矫饰的市侩风气，坚守真性情的精神向度，追求超越性的生

命价值。比如曹长卿、程白霜、张巨鹿等人，都带有一种文臣撞柱、甘

愿赴死的倔强，以死亡将自身所信奉、宣扬的理念推向高峰。正如本

书收官简介所言的“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他们带着

死志走向巅峰，背后支撑的皆为“情义”二字。这种“知其不可而为

之”的死亡悲剧所迸发的壮美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死亡的

恐惧，让读者直接感受到震撼心灵的美。这些人物活着时“如夏花般

绚烂”，有着精彩淋漓的行为事迹，死去时如焰火，以最决绝的方式

完成了一场场壮美的死亡谢幕，绽放出英豪悲壮的美感。

从整部作品的情节安排上看，大量角色以“焰火式”赴死的方

式退场能够通过流露小说所内含的情感态度来将读者情绪推向高

潮，让角色深入人心。但过度频繁的死亡环节、略显同质化的死亡

设计，也会带来情感体验的衰退，产生明显的审美疲劳。同时，基于

“死亡”的绽放在每个人物身上至多只有一次，从叙事功能上看，角

色退场意味着某条人物支线的中断，退场人物与关联人物之间的

关系也会戛然而止，在整体的叙事进程中很难再发生作用。如果作

者不能及时增加人物或者补偿人物退场造成的空缺，容易导致内

容走势的单薄。

（本文为杭州师范大学“新媒介文艺批评”研讨课系列成果）

论论《《雪中悍刀行雪中悍刀行》》““硬币式硬币式””人物塑造人物塑造
□□王王 慧慧

烽火戏诸侯作品《雪中悍刀行》研讨会发言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