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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间可以有友谊，不能只有“宫斗”

专访电视剧《欢乐颂》编剧袁子弹

▲

《欢乐颂》编剧袁子弹在家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 摄摄影影：：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书书旗旗

傅傅建建伟伟

随随着着 55 月月 1166 日日晚晚间间年年代代传传奇奇大大剧剧《《女女儿儿红红》》
在在中中央央电电视视台台一一套套黄黄金金档档剧剧场场的的开开播播，，全全国国电电视视
观观众众开开始始品品尝尝到到带带有有浓浓浓浓绍绍兴兴风风情情和和黄黄酒酒文文化化的的
““女女儿儿红红””味味道道。。我我的的记记忆忆也也随随着着这这酒酒香香晕晕染染开开来来。。

生生于于酒酒乡乡 难难抵抵魔魔方方

天天下下黄黄酒酒源源绍绍兴兴。。酒酒因因绍绍兴兴而而名名，，绍绍兴兴因因酒酒而而传传
名名，，这这就就是是绍绍兴兴留留给给世世人人的的魔魔方方。。绍绍兴兴黄黄酒酒得得益益于于清清
莹莹的的鉴鉴湖湖水水，，亦亦是是绍绍兴兴人人勤勤劳劳和和智智慧慧的的结结晶晶。。

犹犹记记，，儿儿时时在在舅舅舅舅家家和和几几个个表表兄兄弟弟捉捉迷迷藏藏，，我我
躲躲在在酒酒缸缸边边的的稻稻草草堆堆里里，，屏屏气气凝凝神神，，任任表表兄兄们们喊喊破破
喉喉咙咙，，我我就就是是不不吱吱一一声声。。待待他他们们的的脚脚步步声声远远，，听听声声儿儿
是是别别处处找找去去了了，，我我则则稻稻草草堆堆里里钻钻出出来来，，舒舒展展了了身身子子，，
把把鼻鼻子子凑凑近近酒酒缸缸去去，，一一遍遍遍遍地地做做着着深深呼呼吸吸，，极极力力吮吮
吸吸弥弥漫漫在在我我周周遭遭的的酒酒香香，，这这味味道道可可真真好好！！不不一一会会儿儿，，
我我便便身身酥酥筋筋软软，，晕晕乎乎乎乎的的，，绵绵绵绵如如坐坐在在云云堆堆里里。。

终终忍忍不不住住这这诱诱人人的的酒酒香香，，偷偷偷偷地地端端来来小小板板凳凳，，
踮踮脚脚踩踩在在上上面面，，极极力力延延展展了了身身子子，，终终于于打打上上来来一一
碗碗。。我我跟跟自自己己说说，，我我不不是是偷偷酒酒喝喝，，我我就就是是想想尝尝一一尝尝
酒酒做做好好了了没没有有。。谁谁知知嘴嘴唇唇刚刚搭搭上上碗碗沿沿，，还还没没顾顾上上咂咂
舌舌呢呢，，便便如如渴渴极极之之老老牛牛，，““咕咕咚咚咕咕咚咚””地地喝喝下下了了一一
碗碗，，好好像像是是喉喉咙咙里里伸伸出出了了手手生生生生把把这这碗碗酒酒拽拽倒倒进进
肚肚里里一一般般。。

谁谁知知不不喝喝则则已已，，一一碗碗酒酒下下去去，，更更勾勾起起了了肚肚里里的的
馋馋虫虫，，我我顺顺势势又又舀舀了了一一碗碗喝喝掉掉了了。。看看看看缸缸面面，，似似乎乎
并并不不大大显显现现得得出出来来。。于于是是，，胆胆子子愈愈发发地地大大起起来来，，就就
这这样样，，酒酒被被我我一一碗碗一一碗碗地地喝喝下下肚肚去去，，直直至至再再也也喝喝不不
动动了了，，方方倾倾尽尽全全力力推推合合上上缸缸盖盖，，腆腆着着肚肚子子从从小小板板凳凳

上上蹭蹭下下来来。。这这会会儿儿，，人人已已没没有有半半分分力力气气，，连连抬抬手手都都
觉觉吃吃力力，，渐渐渐渐的的，，眼眼皮皮也也撑撑不不起起来来了了，，不不一一会会儿儿，，便便
昏昏然然入入睡睡。。直直到到晚晚饭饭时时，，舅舅舅舅秉秉烛烛到到酒酒缸缸取取酒酒，，才才
发发现现新新大大陆陆似似地地发发现现了了烂烂醉醉在在稻稻草草堆堆里里的的我我。。

舅舅妈妈等等一一应应众众人人围围观观，，看看我我面面若若红红芍芍药药，，醉醉卧卧
酣酣湘湘云云般般，，个个个个忍忍俊俊不不禁禁，，笑笑作作一一团团。。他他们们过过足足眼眼
瘾瘾，，方方把把我我推推醒醒。。这这是是我我孩孩童童时时期期第第一一场场大大醉醉，，竟竟
然然醉醉得得人人事事不不省省。。自自此此后后，，舅舅妈妈她她们们不不再再叫叫我我名名
字字，，皆皆呼呼我我““小小湘湘云云””。。直直到到我我小小学学毕毕业业，，念念了了初初中中，，
这这个个雅雅号号还还在在舅舅舅舅舅舅妈妈唇唇齿齿间间传传唤唤生生香香呢呢。。

往往事事一一幕幕幕幕，，欢欢笑笑一一串串串串。。那那些些童童年年趣趣事事尚尚在在
眼眼前前，，无无数数经经典典场场面面还还待待细细品品之之时时，，时时光光已已遥遥遥遥远远
去去了了。。远远去去的的是是时时光光，，不不变变的的是是记记忆忆，，特特别别是是那那些些飘飘
流流游游荡荡于于小小巷巷里里弄弄间间的的酒酒俗俗酒酒风风，，更更是是深深深深地地扎扎根根
于于我我的的灵灵魂魂深深处处，，汩汩汩汩流流淌淌于于我我的的奇奇经经八八脉脉之之中中。。

酒酒寄寄情情于于我我，，我我钟钟情情于于酒酒，，我我虽虽不不善善饮饮，，然然钟钟
爱爱之之心心却却早早早早植植下下。。

小小小小儿儿郎郎 误误入入酒酒缸缸

或或许许是是冥冥冥冥中中自自有有天天定定，，正正当当我我为为酒酒痴痴狂狂之之
时时，，机机缘缘巧巧合合，，十十九九年年前前的的一一纸纸工工作作调调令令，，竟竟然然将将
我我与与黄黄酒酒交交织织在在一一起起，，一一不不小小心心，，我我飘飘然然跌跌进进了了酒酒
缸缸，，自自此此与与““古古越越龙龙山山””血血脉脉相相连连，，我我的的职职业业生生涯涯从从
此此翻翻开开了了新新的的一一页页。。

绍绍兴兴素素来来有有““三三缸缸””之之说说，，一一曰曰染染缸缸，，二二曰曰酱酱
缸缸，，三三曰曰酒酒缸缸。。染染缸缸指指的的就就是是纺纺织织印印染染业业，，酱酱缸缸和和
酒酒缸缸，，均均为为酿酿造造业业，，只只不不过过是是绍绍兴兴酒酒的的名名气气远远胜胜于于
酱酱、、染染二二缸缸罢罢了了。。以以至至于于直直到到今今天天，，在在某某些些地地方方，，
““绍绍兴兴””二二字字依依然然是是黄黄酒酒的的代代名名词词，，由由此此足足见见绍绍兴兴
酒酒对对世世人人影影响响之之深深、、之之广广。。

虽虽然然此此前前我我一一直直从从事事轻轻纺纺行行业业，，然然而而，，这这对对土土
生生土土长长于于绍绍兴兴的的我我来来说说，，无无异异于于轻轻车车熟熟路路，，生生于于
斯斯，，长长年年浸浸淫淫于于氤氤氲氲酒酒乡乡之之中中，，自自小小呼呼吸吸着着酒酒乡乡的的
空空气气长长大大，，五五脏脏六六腑腑里里都都充充溢溢着着黄黄酒酒那那特特有有的的醇醇
香香。。以以至至于于连连奶奶奶奶都都说说，，““生生在在酒酒乡乡斯斯地地的的人人，，呵呵口口
气气，，云云都都成成摇摇摇摇晃晃晃晃的的醉醉云云呢呢。。””

更更何何况况，，我我的的大大姨姨父父曾曾经经也也是是一一位位远远近近闻闻名名
的的做做酒酒师师傅傅，，他他家家里里每每年年都都会会有有许许多多藏藏酒酒。。所所谓谓藏藏
酒酒，，现现在在的的人人们们或或许许会会以以为为是是放放在在酒酒窖窖里里的的，，其其实实
当当时时的的绍绍兴兴酒酒仓仓库库大大多多因因陋陋就就简简，，人人们们把把地地面面砂砂
石石土土夯夯实实，，用用松松木木搭搭屋屋架架，，顶顶上上盖盖上上一一层层瓦瓦片片，，房房
子子一一面面倚倚着着墙墙，，三三面面都都是是透透风风的的。。远远远远瞧瞧去去，，看看它它
瘦瘦骨骨嶙嶙峋峋地地撑撑在在那那儿儿，，既既寻寻常常，，又又煞煞是是有有趣趣。。

酒酒是是一一叠叠四四、、五五坛坛堆堆着着，，比比大大人人的的个个头头还还高高。。大大
姨姨父父家家后后园园是是菜菜地地，，园园子子四四周周是是围围墙墙，，沿沿着着围围墙墙就就
是是一一排排排排的的酒酒坛坛子子。。孩孩提提时时代代的的我我们们在在菜菜园园子子里里嬉嬉
戏戏玩玩耍耍时时，，常常常常能能闻闻到到酒酒坛坛子子里里散散发发出出的的阵阵阵阵芳芳
香香，，煞煞是是诱诱人人。。尤尤其其当当我我们们玩玩到到又又累累、、又又渴渴时时，，特特想想立立
马马打打开开一一坛坛，，美美美美地地喝喝上上几几口口。。

记记得得有有一一次次，，好好不不容容易易就就要要捉捉到到一一只只““嚯嚯嚯嚯””

叫叫得得起起劲劲的的大大个个儿儿蛐蛐蛐蛐儿儿的的时时候候，，谁谁知知，，它它一一蹦蹦一一
跳跳，，我我愣愣是是眼眼睁睁睁睁地地看看着着它它蹦蹦跳跳窜窜入入到到酒酒坛坛缝缝里里
去去了了。。这这可可咋咋办办呢呢？？我我愣愣了了半半天天神神，，忽忽然然灵灵机机一一动动：：
““何何不不用用竹竹棍棍儿儿捅捅它它出出来来？？””于于是是，，撅撅着着屁屁股股起起劲劲地地
用用竹竹节节撬撬移移酒酒坛坛子子去去了了，，压压根根儿儿没没想想到到上上面面叠叠放放
的的酒酒坛坛子子之之安安危危。。眼眼看看节节节节败败退退的的蛐蛐蛐蛐儿儿马马上上就就
要要到到手手了了，，谁谁料料，，““哗哗啦啦””一一声声，，码码放放着着的的酒酒坛坛子子
竟竟然然倒倒了了。。

刹刹那那间间，，跌跌落落地地面面的的坛坛子子陶陶片片碎碎了了一一地地，，琥琥珀珀
色色的的酒酒液液溪溪流流似似的的满满地地淌淌流流，，鞋鞋子子裤裤脚脚一一下下子子全全
湿湿了了。。我我心心知知闯闯了了大大祸祸，，想想要要跑跑开开，，偏偏偏偏腿腿脚脚不不听听

使使唤唤，，身身子子施施了了魔魔法法似似的的定定在在原原地地，，一一动动也也不不能能
动动。。闻闻声声赶赶至至的的大大姨姨父父见见状状，，心心疼疼得得五五官官错错位位，，
跳跳着着脚脚连连呼呼：：““可可惜惜呀呀，，可可惜惜！！要要是是再再存存放放上上一一段段
时时间间，，那那才才好好喝喝呢呢！！””转转眼眼看看到到怔怔在在原原地地的的我我小小
脸脸煞煞白白，，显显然然是是吓吓坏坏了了。。他他赶赶紧紧抱抱开开我我，，阔阔大大的的
手手掌掌抚抚摸摸着着我我的的脸脸颊颊紧紧张张地地问问：： ““建建伟伟，，伤伤着着
哪哪里里了了没没有有啊啊？？””此此情情斯斯景景，，恍恍如如昨昨天天，，美美酒酒之之
香香，，亲亲情情温温情情，，至至今今难难忘忘。。

绍绍兴兴酒酒从从酿酿造造工工艺艺上上来来说说，，究究竟竟要要陈陈储储多多
久久方方饮饮用用最最佳佳？？这这款款心心曲曲，，直直到到我我读读了了袁袁枚枚《《随随
园园杂杂谈谈》》一一书书方方解解开开，，才才得得以以释释然然：：““…………绍绍兴兴酒酒
不不过过五五年年者者，，不不可可饮饮””。。原原来来大大姨姨父父当当年年并并没没有有
骗骗我我，，是是我我太太浅浅陋陋了了。。数数年年之之后后，，草草长长高高了了，，酒酒成成
熟熟了了，，我我尝尝到到了了大大姨姨夫夫的的佳佳酿酿，，小小小小心心愿愿也也实实现现
了了。。同同时时心心头头也也明明了了，，什什么么叫叫集集日日月月之之精精华华，，秉秉
天天地地之之灵灵气气？？此此便便是是也也！！

多多情情绍绍酒酒 物物我我两两忘忘

说说也也奇奇怪怪，，幼幼时时顽顽皮皮的的我我，，长长大大后后却却性性格格大大
变变，，再再不不喜喜人人堆堆里里钻钻进进钻钻出出，，渐渐渐渐喜喜静静，，寡寡言言乏乏
动动。。由由于于工工作作繁繁忙忙，，也也很很少少有有时时间间游游窜窜运运动动，，坚坚
持持最最久久的的就就是是晚晚饭饭后后散散步步一一小小时时左左右右。。绍绍兴兴的的
八八字字桥桥是是我我经经常常徒徒步步光光顾顾的的地地方方。。

暮暮春春时时节节的的一一个个傍傍晚晚，，我我又又漫漫不不经经心心地地走走
到到了了八八字字桥桥畔畔。。在在桥桥头头，，一一位位五五十十多多岁岁的的壮壮年年男男
子子斜斜倚倚在在竹竹躺躺椅椅上上休休闲闲。。身身边边摆摆着着一一小小方方桌桌，，一一
方方瓶瓶五五年年古古越越龙龙山山、、一一碟碟五五香香豆豆腐腐干干、、一一包包花花生生
米米赫赫然然桌桌上上，，一一只只兰兰花花青青瓷瓷的的精精致致小小酒酒杯杯里里满满
盈盈着着琥琥珀珀色色的的液液体体，，暗暗自自生生香香。。两两台台老老式式录录放放机机
正正在在““咿咿咿咿呀呀呀呀””地地唱唱着着地地方方戏戏，，很很是是热热闹闹。。一一台台

是是越越剧剧，，一一台台则则是是绍绍剧剧。。那那男男子子自自得得得得很很，，一一会会
儿儿侧侧身身““咪咪””口口老老酒酒，，一一会会儿儿吃吃几几粒粒花花生生米米，，一一会会
儿儿再再就就着着老老酒酒嚼嚼一一通通豆豆腐腐干干。。伴伴着着音音乐乐，，脑脑袋袋不不
停停地地摇摇啊啊晃晃的的，，细细眯眯着着的的眼眼睛睛半半开开半半合合，，全全然然一一
副副旁旁若若无无人人、、悠悠然然自自得得的的模模样样。。

两两台台录录放放机机竟竟然然同同时时放放着着不不同同剧剧种种的的不不同同
曲曲目目，，这这是是为为何何？？我我心心生生好好奇奇，，缓缓步步前前去去，，立立足足其其
前前，，曲曲右右手手食食、、中中二二指指，，轻轻轻轻地地叩叩了了叩叩桌桌面面。。男男子子
睁睁眼眼，，端端坐坐，，热热情情招招呼呼：：““您您这这是是散散步步啊啊？？来来来来来来，，您您
坐坐下下来来，，咱咱喝喝一一盅盅！！””他他让让出出半半个个竹竹躺躺椅椅，，热热情情地地非非
要要拉拉我我坐坐下下抿抿一一口口不不行行。。劳劳顿顿一一天天了了，，喝喝口口老老酒酒，，
听听段段小小曲曲，，神神仙仙也也弗弗要要做做了了！！””被被其其热热诚诚所所感感，，我我便便
坐坐下下来来。。春春风风荡荡漾漾的的八八字字桥桥上上，，两两个个大大男男人人便便盘盘
脚脚搭搭手手地地就就这这么么喝喝上上了了，，一一时时间间，，酒酒香香四四溢溢。。

““小小曲曲挺挺好好的的，，可可你你为为何何要要用用两两台台录录放放机机同同
时时放放两两种种不不同同的的曲曲子子呢呢？？””酒酒喝喝开开了了，，话话也也多多起起
来来。。我我不不解解地地问问道道。。

““嘿嘿嘿嘿，，小小老老弟弟，，这这你你就就有有所所不不知知了了——— 越越
剧剧缠缠绵绵婉婉约约，，优优美美动动人人，，有有江江南南灵灵秀秀俊俊俏俏之之气气；；
绍绍剧剧高高亢亢激激越越，，豪豪放放洒洒脱脱，，有有北北人人雄雄壮壮浑浑厚厚之之
风风。。以以前前越越剧剧叫叫女女子子的的笃笃班班，，是是女女人人唱唱的的戏戏；；绍绍
剧剧叫叫绍绍兴兴大大班班，，是是男男人人唱唱的的戏戏。。这这两两个个剧剧种种，，一一
高高一一低低，，一一亢亢一一幽幽，，绝绝妙妙组组合合，，二二曲曲同同放放，，实实在在是是
好好听听啊啊！！””酒酒兴兴所所至至，，此此位位仁仁兄兄妙妙语语如如珠珠：：““这这就就
跟跟我我们们喝喝的的绍绍兴兴酒酒一一样样，，诸诸味味协协调调，，入入口口曼曼妙妙。。

李李白白的的‘‘斗斗酒酒诗诗百百篇篇’’，，陆陆游游的的‘‘百百岁岁光光阴阴半半归归酒酒’’、、
王王羲羲之之的的‘‘挥挥毫毫成成就就天天下下第第一一行行书书’’等等等等，，没没准准
儿儿，，都都是是咱咱绍绍兴兴酒酒成成就就的的哩哩！！””

八八字字桥桥畔畔，，两两个个汉汉子子就就这这样样乐乐陶陶陶陶地地沉沉浸浸
于于酒酒的的芬芬芳芳与与曲曲的的曼曼妙妙之之中中，，浑浑然然忘忘我我。。

是是啊啊，，酒酒的的文文化化，，确确切切意意义义上上来来说说，，绍绍兴兴酒酒
的的文文化化，，不不正正是是源源于于江江南南百百姓姓平平淡淡真真实实的的生生活活，，
蕴蕴藏藏于于曲曲折折幽幽深深的的陋陋巷巷小小院院，，印印记记于于古古越越大大地地
的的一一草草一一木木、、一一砖砖一一瓦瓦之之间间的的么么？？

烟烟雨雨江江南南，，小小桥桥流流水水，，古古街街小小巷巷，，酒酒香香弥弥漫漫
里里，，小小醉醉微微醺醺中中，，驻驻足足稍稍事事小小憩憩，，定定会会让让您您心心旷旷
神神怡怡，，物物我我两两忘忘，，直直入入““把把酒酒临临风风，，其其喜喜洋洋洋洋者者
矣矣””之之神神仙仙境境地地也也；；这这便便是是酒酒乡乡绍绍兴兴。。

绍兴：小城深处闻酒香

本报记者王若辰、张书旗

去年，住在欢乐颂小区 22 楼的“五美”和她们
的爱恨纠葛霸屏了整个春天。表面冷淡内心细腻
的美女海归高管安迪，精于人事追求物质生活的
樊胜美，不拘一格追求爱情的白富美曲筱绡，内
心单纯却遭遇爱情坎坷的邱莹莹，初入职场前狼
后虎的乖乖女关雎尔…这部都市女性剧展现的情
节和人物，一如真实的人生，就像身边的你我：有
光有暗，有笑有泪。

携带着上一季未完的故事，这五个人在新一
季的《欢乐颂 2》中又将面临怎样的生活抉择？近
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该剧编剧袁子弹的
家中，和她一起聊聊如人生的戏，如戏的人生。

“现实中，安迪不可能和奇点在一起”

袁子弹是一枚和平的“子弹”。她回答问题时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些许湖南口音中和着快语速，
犀利却没有攻击性。

《欢乐颂》是这位年轻女编剧创作的第一部都
市剧，观众也许很难想象，《国歌》《杀熟》《郁达夫》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历史革命题材的影视剧也
是出自她手。

一直走“央视 1 套”路线的袁子弹，接手了一
部网络小说的改编，对她本人而言，这件事发生得
有些偶然。

当初，“正午阳光”董事长、著名制片人侯鸿亮
把作家阿耐的小说《欢乐颂》递给袁子弹，让她读
读。袁子弹从下午四点一口气读到第二天天亮，把
头从书里抬起来，叫道：“这说的就是我的生活
啊！”

仿佛受到和自己高度契合的人物召唤，她很
快去见了侯鸿亮，双方一拍即合，半个小时就敲定
了合作事宜。

在袁子弹看来，无论都市剧还是历史剧，创作
规律都是一样的，重点是“循着现实主义的路子，
把人物逻辑理顺，通过细节塑造人物，让人物尽量
踏实可信”。

自言“曾做过邱莹莹那样的‘傻白甜’，也曾经
就是加班累倒在马桶上睡着的关关”的袁子弹，将
大量笔墨用在了扩充细节上。甚至剧组的服装、化
妆、道具，都以符合和烘托人物形象为主，而“不是
一味让女演员更美、男演员更帅”。

情节设置更是如此。有一场戏，一边是安迪向
奇点求婚，才子佳人花式撒糖；一边是樊胜美借不
到钱，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有人欢喜有人愁，有巅
峰有低谷，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中的不同时
刻。

也也正正因因为为《《欢欢乐乐颂颂》》把把表表面面上上很很光光鲜鲜的的人人生生
活活不不易易的的一一面面也也摊摊开开给给人人看看，，有有些些观观众众称称该该剧剧““专专
治治玛玛丽丽苏苏””。。

对此，袁子弹笑称，“玛丽苏剧”会让人看得很
开心，但还是要尊重人物、尊重现实。比如，关雎尔
的性格本就寡淡，全剧呈现在她身上的戏剧矛盾
就会弱化，哪怕这会让她的戏份减少。戏剧化要依
托于人物性格本身，而不是“没事也要找事”。

同样地，情节可以有奇特的、戏剧化的地方，
但人物心理一定要能为大众所理解、引起大众共
鸣。比如安迪，她不同寻常的身世和成长经历很难
为大部分人感同身受，袁子弹便在该剧中弱化了
原著里面安迪的身世困扰，而是强调她内心深处
的孤独感。由此，安迪也和很多人有了共鸣。有观
众说，我和安迪很像，我也很难和别人建立一种亲
密关系。“这是现代人的心理困境。”袁子弹说。

正是对人物的冷静思考，让袁子弹不得不忍
痛放弃很多观众津津乐道的“安奇配”——— 安迪和
奇点。

《欢乐颂》原著中，奇点本名魏渭，是一位矮
小、秃顶、高智商、有情趣、白手起家的大老
板，奇点是其网名，他最初也是通过网络，渐渐
走进了冰霜美人安迪的心扉。安迪发现自己的母
亲、弟弟都有严重的精神病后，担心自己也会发
病、连累奇点，忍痛让奇点离开自己。爱情余温
未消的两人留给观众无限遐想。袁子弹也认为奇
点是个很优质的男人，但她也“忍痛”让奇点离开
了安迪。

“奇点太了解安迪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同一

种人，对人有戒备，对后果考虑周详，心理负担重。
安迪一直在等待一种力量来打碎她给自己套上的
精神枷锁，她自己却没有这个力量，需要外力介
入。奇点因为理解她而尊重她，不去强行砸开那道
枷锁。相比之下，《欢乐颂 2》中火力全开的小包总
可以给安迪这种外力。”

安迪的选择甚至让 22 楼的其他姐妹也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不解。“这和我们与身边人会有很多
不同观点一样。作为创作者，我尽量不去加入主观
评价，不去限制它，只是呈现。每一种价值观和生
活选择，都应该被无差别地对待。”袁子弹说。

之所以如此强调电视剧与现实生活的契合，
除了编剧袁子弹本人一贯的创作风格使然，还有
包括制片人、导演等在内的整个创作团队的艺术
追求。“我们最大的野心是展现中国的都市化进程
以及它给现代人生活带来的转变。”

袁子弹称，中国的都市化从大约三十年前开
始加快发展，伴随这一进程成长起来的人，正在充
当或者即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欢乐颂》的人物设置有意对应了中国各个层
级，从乡镇、县城、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上海到海
外，基本做到全覆盖。将不同层级的人的生活经
历、精神状态提炼出来，灌注到剧中角色身上，让
角色有据可依，反过来又能去辐射万千大众的真
实状况。

这么一幅广阔的画面，用袁子弹的话说，就是
“希望能够展现都市中国的一个断面”。

“女性间可以有友谊，不能只有

‘宫斗’”

去年四月首播的《欢乐颂 1》主题是“友谊”。
之所以将主题放在友谊上，一方面是出于剧中五
条人物线并行展开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袁
子弹作为观众的观剧感受。

““近近年年来来，，中中国国影影视视剧剧中中女女性性与与女女性性之之间间，，好好
像像除除了了是是宫宫斗斗剧剧中中的的‘‘互互撕撕’’，，就就是是婆婆媳媳剧剧中中的的怨怨
念念。。但但女女性性之之间间也也是是可可以以有有友友谊谊的的啊啊！！””有了这个
“初心”，袁袁子子弹弹决决定定在在《《欢欢乐乐颂颂》》中中打打造造一一个个有有爱爱
的的女女性性集集体体，要“群舞”而不是“独舞”。

袁子弹认为，女性之间的友谊和男性之间的
友谊不同。男性之间的友谊趋向于直线条，一起扛
过枪、同过窗就可以一直是哥们儿。而女性之间的
友谊是螺旋状的，会有低潮，但只要足够坦诚，友

谊也可以层层升华。女性更敏感，领地意识更强
烈，团体之中也会有小团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说，女性之间的友谊甚至比男性之间的更珍贵，也
更应该被展现。认认为为女女性性之之间间只只有有误误会会和和争争斗斗，，实实
在在是是对对现现代代女女性性形形象象的的误误读读。

很多观众拿国外同类型都市女性剧如《欲望
都市》《绝望主妇》与《欢乐颂》作比较。袁子弹笑
称，她也是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的粉丝，除此她还非
常欣赏美剧《傲骨贤妻》。

她曾经深深思考，这些电视剧为什么这么好
看？她自己给出的答案是，这些剧作塑造出了经久
不衰的人物，观众相信了这些人物的存在，关心他
们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是一部作品的灵魂，而不
是其中的道具。

所以她没有将《欢乐颂》的创作重点放在博眼
球的戏剧矛盾上，而是通过一场场诸如吃饭、聊天
的“小戏”，用一个个细节搭建人物。“在《欢乐颂
1》中尤其如此，要首先让人物立起来，为情节发
展留出空间。”

所以，当观众将剧中五位女性合称为“22 楼
五美”时，袁子弹感到“很骄傲”：“大家感受到了她
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也对她们这个集体产生了情
感，相信真的有 22 楼，真的有这么五个人。”五美
的友谊激发了很多观众现实中的友谊。有人说，今
天五美在一起吃火锅了，我也要去和大学室友吃
一顿。

在片场，五美之间的友谊也延伸到了戏外。
“饰演邱莹莹的杨紫和饰演关雎尔的乔欣真的成
了闺蜜，’小蚯蚓’这个外号也是几位演员自己喊出
来的。”袁子弹笑着说。

但也有观众冷眼旁观：现实中，像安迪这样的
精英怎么会和邱莹莹“这个层次”的人交朋友？面
对这种质疑，袁子弹直言“很郁闷”。一个人在友谊
中的地位，应该由他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决
定吗？袁袁子子弹弹对对此此旗旗帜帜鲜鲜明明：：交交朋朋友友这这件件事事，，越越单单
纯纯越越好好。感情——— 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和身份地
位无关。

当然，这也只是袁子弹自己的价值观，并不是
标准答案。当她把作品交给观众，主动权便不在她
手中，每一位观众的每一样价值观，都会和情节、
人物发生化学反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一部影视作品能延伸出多元的价值观，观
众更多感受到了哪一块，全系于个人。”袁子弹说，
这也是影视创作有趣的地方，有时观众的反应，还
真让人“万万没想到”。

比如有场在私人山庄的戏，曲筱绡当着众
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樊胜美及其同伴王
柏川苦心经营的“有房/车人士”面具，众人不欢
而散，留下一地鸡毛。在袁子弹看来，曲筱绡过
于刻薄，是态度问题，而樊胜美爱慕虚荣，是性
质更严重的品质问题。但观众群体中，九成的人
都同情樊胜美、反感曲筱绡。

又比如对剧中人物邱莹莹的看法。很多观
众觉得她莽莽撞撞，“一根直肠通大脑”，是自己
在生活中看见都会绕着走的人。但在袁子弹眼
中，邱莹莹拥有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纯
真。

“邱莹莹也面临很多社会性的压力，包括失
恋、失业。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随波逐
流、失去原则，要么悲观绝望、失去动力，但邱莹
莹呢，她永远以最乐观、最明亮的眼光看待人和
事，永远用一颗赤子之心对待生活。这个世界什
么样，也和你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有关。”

“而且我非常认可邱莹莹对待友情的态度。
她喜欢樊姐，那樊姐就是最好的，她从不会因为
安迪更聪明、曲筱绡更有钱而’倒戈’。她像一个
孩子那样交朋友，只看我喜不喜欢你、你对我好
不好，而不是你有没有用、能不能帮到我，最没
有功利心。”提起邱莹莹，袁子弹聊得格外起劲，
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从她的眉梢嘴角流溢出来。
“邱莹莹是我最喜欢的人物，将来《欢乐颂》要拍
第三季，我也依然最喜欢她。”

如果让袁子弹从剧中多位男性人物中选择
一位做自己的人生伴侣，她会选择谁呢？

“奇点，或者赵医生。我喜欢智商高一点、有
趣一点、不那么死板的男人。对于基本物质生活
保障线以上的女性，人生伴侣能不能让生活更
有趣，双方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这远比其他
任何东西来得更重要。能满足这些，就能实现 1
加 1 大于 2。”

但袁子弹的这些“私情”，并没有展露到作
品中。对于人物，她有弹有赞，既展现其优点也
展现其缺点；对于他们碰到的事，她既展现鲜
花，也不回避荆棘。

面对欢乐颂变“金钱颂”的质疑，袁子弹坦
言这并不是她和整个创作团队的初衷。之所以
会衍生出更多、更深刻的社会话题，袁子弹认为
是因为社会本来就存在这些问题，“我我们们的的剧剧不不
能能解解决决这这些些问问题题，，但但如如果果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人人因因为为这这
部部剧剧而而去去关关注注、、去去思思考考，，也也是是一一件件好好事事。”

“很多人的‘成长’只是进步，樊

胜美这样质的飞跃才是真正的成

长”

比起《欢乐颂 1》昂首挺胸的宣言———“生
活纵然荆棘遍地，但不能阻挡你一路高歌”，《欢
乐颂 2》的口号多了些沉郁顿挫，就像一个充满
锐气的少年接触了更多人生真相———“生活艰
难，不要去挑战生活。”

袁子弹“剧透”称，《欢乐颂 2》中每个人物的
生活都将波澜万丈，五对情侣的感情线也峰回
路转。熬得过风雨，就能见到彩虹；承得了重压，
就戴得起皇冠——— 这一季的主题，就是成长。

就像另一曲著名的《欢乐颂》——— 由颠沛中
的席勒作词、由失聪的贝多芬作曲的感人篇章
一样，成长，就是从磨难中绽放出花朵。电视剧

《欢乐颂 2》中也有高高低低的音符，有高有低
方成旋律。它它警警醒醒人人们们不不要要挑挑战战生生活活，，鼓鼓舞舞人人们们
面面对对生生活活的的挑挑战战不不要要退退缩缩。在这种个人史诗般
的背景音下，《欢乐颂 2》中人物在相互的成长
中各自发挥作用，他们之间的爱——— 情侣之爱、
朋友之爱，也将步入进阶期。

《欢乐颂 2》中，各个人物都会在生活的调教
下，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成长。袁子弹认
为，樊胜美当之无愧是全剧中成长最大的人物。
“邱莹莹从普通店员做到了网店店主，咖啡生意
越做越好了，但这些与其说是成长，不如说是进
步。而樊胜美的成长是质的飞跃，是突破性的。”

在《欢乐颂》中，樊胜美身上大概凝结着观
众“最不忍的恨”。她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辛苦
赚钱，却把劳动果实都供给了啃老又嗜赌的哥
哥。她虽收入不低，却被家庭“无底洞”吸吮得连
表面的“体面”都难以维持。

“在《欢乐颂 1》中，樊胜美身上的捆绑比较
多，她一直按着别人的心意生活。”袁子弹对这
样的樊胜美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樊胜
美不情不愿地供养她的哥哥，为让别人看得起
自己而去买高仿名牌包，并产生了虚幻的自我
满足。“受制于传统观念，受制于功利心，这都是
人格不独立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说，她在生活的
重压之下是变形了的。”袁子弹评价。

但樊胜美的主要问题就是虚荣，虚荣又是
什么死罪吗？对这种观点，袁子弹反问：“重点
是，她快乐了吗？她一点也不快乐。”

变化将在《欢乐颂 2》中出现。在这一季中，
观众能看到她的心理变化，她对过去的自我产
生了质疑。她她开开始始问问自自己己想想要要什什么么样样的的生生活活，，勇勇
敢敢地地挣挣脱脱了了身身上上的的诸诸多多捆捆绑绑，，并并决决定定为为自自己己选选
定定的的人人生生目目标标去去努努力力。。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
袁子弹直称她的成长“有里程碑意义。”

“在我看来，樊胜美的成长是中国女性最缺
乏的，也是最有参考意义的。她成长出了独立的
思维和独立的意识。”喜欢读哲学的袁子弹，对
很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索。她认为，“女
权”——— 也可推而广之到“人权”——— 究其根本
就是在不触犯法律和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每个
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自由地生活，基于自己
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樊胜美走出了“成
长的关键一步”。

袁子弹直言，《欢乐颂 1》播出后，有很多观
众问她，你为什么偏爱曲筱绡、让她那么幸福？
起初，她对这个问题本身就不理解——— 曲筱绡
怎么就“那么幸福”了？幸福的定义就是有钱、长
得美，男朋友有社会地位、又高又帅？

“人生的快乐有多种方向，幸福也不只有一
条路。如果大家的价值观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一定的问题。”袁子弹收
起笑意，认真地说。

“我们特别希望传达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
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每一个人都问问自己的
心，按自己的心意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一定是多元的，需求也一定是多样化的。“你可
以做全职妈妈，也可以做职场强人，重点是你怎
么想，而不是别人想让你怎么样。所有的人生道
路，都只是人生选择的差异化，没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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