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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12集这样一个当下生活剧里
少有的“精悍”体量，单从开篇来看，《张
卫国的夏天》还是颇有几分奔着精品去
的“野心”的。

还得说回“撒骨灰”这场戏。这时的
张卫国（黄磊饰），父亲离世不说，一夜
之间从“皇族后裔”变成了“太监后裔”
不说，就连自己好好住着的四合院，也
从屋主变成了房客，想拿祖传的宝贝换
点钱吧，还遇上了骗子……没爹没房没
钱，一贫如洗的张卫国连一块墓地都买
不起，万念俱灰的他来到长江边，准备
把父亲江葬。

按照一般的套路来说，接下来很可
能会来一段煽情，该剧也的确把凄风苦
雨都安排上了——反正那雨看着，不比
依萍问她爸要钱被赶出门那天的小。

但谁也没想到，张卫国立马把骨灰
撒到了顾佳怡（海清饰）的脸上。

在最悲伤的时候插入意外，用看似
荒诞的手法消解生活的痛，这样的处理
其实颇为高明。毕竟真实生活里，很多
时候面临困境，并不一定有嚎啕大哭一
场的机会。

很多人在评价《张卫国的夏天》时，
会提起多年前那部经典的《贫嘴张大民
的幸福生活》。两者都以北京胡同里普
通人的生活为观照对象，也都采用了轻
喜剧的表达方式。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有很
多颇为荒诞的情节。张大民给媳妇云芳
下奶的鱼被猫叼走了，为了把鱼从猫嘴
里抢回来，身形颇有相扑运动员架势的

张大民在北京胡同起伏的屋顶上一顿
生猛走位；本就拥挤的房子，还要腾出
一间来做婚房，原来的电视柜放不下
了，只好用两根铁丝把电视机吊起来；
最荒诞的莫过于，那棵被迫长在床中间
的大树……

贫嘴的张大民，正对应了如今碎嘴
的张卫国。但也正是在与《贫嘴张大民
的幸福生活》的对照中，《张卫国的夏
天》显示出了它的虚弱无力。

编剧刘恒在回答有关《贫嘴张大民
的幸福生活》里张大民的幽默感时，曾
说过这样一段话：“这出戏的外在形态
是喜剧，骨子里有悲剧的成分，是以幽
默的叙述语调讲述一个无可奈何的、悲
伤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中，所有的荒
诞、喜剧，都是有它的底色的。创作者没
有为了荒诞而荒诞，就像张大民的贫
嘴，也从来不是为了贫而贫，他的贫嘴
是消解生活局促与不安的手段。

相反，在《张卫国的夏天》中，撒骨灰
也好，“你爷爷其实是你奶奶”也好，很多
时候荒诞就仅止于荒诞。张卫国和林宏
年（刘奕君饰）这对曾经的师兄弟，一个
中年丧父，一个中年离婚。围绕两个男人
展开的剧情，看似是生活本身的素描，但
总是给人一种浮皮潦草的感觉。

剧中呈现的很多所谓的中年人烦
恼，往往是大家认为的中年人的烦恼：
夫妻矛盾、中年丧父、父子或者父女关
系冷漠、工作压力大、失眠……好像一
说到中年人的烦恼，翻来覆去就这么几
个，是这样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编

剧就像是看了热搜或者新闻、话题，把
中年人的烦恼、问题浓缩在张卫国和林
宏年身上，均匀分配，简单呈现。

与张大民所面对的真真切切的
“贫”相比，张卫国的生活窘迫，最多就
是去外兼职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天依
然到处喝酒请客，小日子依然滋润，不
过是燥热夏天里平地而起的那么一点
小小的波澜。

当张大民那样努力地用他的“贫”
表达着对苦难的不服，把没意思的生活
尽量过得有那么点意思时，张卫国们却
依靠着编剧的金手指实现着反转与逆
袭：刚刚失业的林宏年，就在北京获得
了一个内容总监的工作，随便编造了一
条稿件，就成了爆款，马上就有人拿出
500万投资让他创业；张卫国穿着花衬
衣在热水池里跳了一次舞，就莫名其妙
地火了，“泡汤大叔”成了网红……

究竟是荒诞，还是荒唐？当然，你
也可以说，生活中这样的荒诞比比皆
是。只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忍不住想
说，老天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也这么荒
诞一回？

20 年前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以喜剧形式逼近的是现实的生活，
创作者既不俯视也不仰视，既不冷漠也
不过分热情，所有的只有真诚。而这点
真诚，或许正是当下最稀缺的。所以黄
磊还是黄磊，不是什么张卫国；骨灰撒
到脸上，也就只能是迷了海清的眼，打
动不了观众的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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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人物档案

人物：后羿
年龄：30岁
外貌：长相英俊、身材魁梧、黑色短发、

炯炯大眼
性格：勇猛善战、锲而不舍
技能：破天穿地箭
人物背景：后羿生活在夏国一个偏僻

的小村里，生活无忧无虑。后来被邻国挑
衅，点燃了一片战火。他为了保卫国家而想
要变强，最后离开家乡独立闯荡……

□人物小传故事

眼前这人，身材高大魁梧，三十来岁的
年纪，浓眉大眼、高鼻阔口，身穿一袭红色
长袍，背后随时背着一把金光闪闪的弓箭，
此人正是后羿。他武力高强，善于射箭，百
发百中。为了保家卫国，让家人们重新回到
平静的生活中去，他想要迅速提高自己的
实力，但在家乡已经不够他修炼，于是决定
独自到野外闯荡，尽快上战场杀敌。

他走啊走，无意间来到了一个部落。这
个部落的首长悲伤地对他说：“附近有一条
巨龙，巨龙嘴馋，每天都会叼走一个人，今
天就轮到我了”。后羿听了以后愤怒不已，
决心要杀了这头可恶的巨龙。后羿按照首

长的指引来到了一个毫无生机的峡谷底
部，这里的草已经干枯，有的被践踏过，地
上满是骸骨，不时还有凌乱的刀剑，这是以
前来杀巨龙的绝世强者的武器，远处不时
还咆哮着猛兽的惨叫……

这时，有着机翼似的翅膀和长鞭似的
尾巴的巨龙发现了后羿这个送上门来的美
食，它摆摆尾巴腾空跃起，从上空悄悄飞到
后羿的上方。巨龙扇起的风尘像沙尘暴一
样，弥漫整个峡谷。正当后羿四处仔细寻找
巨龙时，巨龙突然往下一蹿，嘴巴一张，露
出雪白的牙齿，一口咬下去，把后羿咬伤
了，鲜血直流。后羿面色苍白，他未料到巨
龙会从天上展开攻击，且那么迅猛，杀伤力
那么大，急忙抽出一根箭，搭在弓上，对准
巨龙的翅膀，射出了含剧毒的箭。巨龙体型
虽大，但反应敏捷，很轻松地躲闪了。这时，
巨龙开始反击，它吐出了一串串美丽的蓝
色球体，把后羿包围，一齐降下。后羿跳开
了几个，但有一个最终还是撞向了他。后羿
便觉腿部一阵剧痛，才知自己身受重伤，有
一条腿已经不能动弹。他知道光靠一条腿
是逃不掉的，只能做最后一搏，等巨龙张开
嘴马上要把他吃掉时，他赶紧拉开了弓箭，
弓箭似乎已经听到了主人的召唤，只见一
束蓝光闪过，“破天穿地箭”发挥了最大了
神力，朝巨龙的嘴飞去……

从贫嘴张大民
到碎嘴张卫国

差的究竟是什么

““你撒的什么东西呀你撒的什么东西呀？？呸呸
呸呸……呸呸……””大雨中大雨中，，海清一口海清一口

““南京普通话南京普通话”，”，追着正在长追着正在长
江边撒骨灰的黄磊打江边撒骨灰的黄磊打。。

这几分钟的片段这几分钟的片段，，出自出自
1212集电视连续剧集电视连续剧《《张卫国的张卫国的
夏天夏天》，》，由黄磊由黄磊、、刘奕君刘奕君、、海海
清清、、梅婷等主演梅婷等主演。。

堪称豪华的主创阵容堪称豪华的主创阵容，，
加上预告片中对北京胡同市加上预告片中对北京胡同市
井生活真实生动的刻画井生活真实生动的刻画，，有有
理由让人期待一出有生活质理由让人期待一出有生活质
感的精品戏剧感的精品戏剧。。

然而如今该剧即将收然而如今该剧即将收
官官，，除了除了““撒骨灰撒骨灰””又给海清又给海清
造了一个梗外造了一个梗外，，话题度话题度、、讨论讨论
度都约等于无度都约等于无。。豆瓣豆瓣66..66的评的评
分分，，也意味着大多数观众对也意味着大多数观众对
该剧的品质并不认可该剧的品质并不认可。。

在这个温度不断攀升的在这个温度不断攀升的
火热夏天火热夏天，《，《张卫国的夏天张卫国的夏天》》
收获的似乎是几分凉意收获的似乎是几分凉意。。

电子游戏已经不可避免进入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都诞生于
游戏与想象，我们需要建立起对游戏的正确认识。

游戏设计是一个怎样的职业？一款游戏是如何从无到有生产出来的？游戏设计
师需要具备哪些技能？他们的灵感又从哪里来呢？

成都儿童团带孩子走进游戏设计公司，与游戏设计师面对面，揭开这个职业的
神秘面纱，并开始尝试自己设计游戏。

书写成都新职业：

游 戏 设 计 师□游戏人物档案

人物：赵云
年龄：21岁
外貌：阔面重颐、姿颜雄伟
性格：喜怒无常、有勇有谋
技能：横扫千军、霸气冲天、云枪突

进、堕天一击
人物背景：赵云一身豪气冲云天，喜

欢除奸除恶。自离家之后，每到一处，凭借
一己之力，守得一方的平安。每次除恶之
后，他的技能便不断提升。

□游戏人物档案

人物：林凌
年龄：15岁
外貌：相貌俊美、双目灵动、英姿勃发
性格：天资聪颖、坚韧顽强、爱憎分明
技能：峨眉剑法、林花决、化骨绵掌、

九阴神功
人物背景：林凌，峨眉俗家弟子之

女，因天资过人，自小在峨眉派学艺，师
承峨眉掌门汀云师太。15岁时因恩师被
穿云帮所害，峨嵋派毁于两派争斗，林凌
走上了找寻九阴真经、为师报仇、光复峨
眉的风雨江湖路。

□人物小传故事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青冥倚
天开，彩错疑画出。”常年云雾缭绕的仙
山峨眉，林海如涛，翠竹轻摇。在这树木
森森之间，一阵“啪嗒啪嗒”脚步声由远
及近，一位少女自山谷疾奔而出。这少女
十四五岁年纪，身穿峨眉内门弟子白衫
青裙服，乌黑长发和天青色发带在空中
飞舞，一张小脸秀丽绝俗，但那双琥珀色
的眼睛此时却带着一股狠厉。少女沾着
血迹的长裙随着她的飞奔飘展开来，露
出裙侧一行绣字：“峨眉派掌门弟子林
凌”，原来她便是峨眉掌门汀云师太最器
重的关门弟子——素有“凌波仙子”之称
的峨眉第十七代弟子林凌。

昨日，林凌与师姐谢思结伴前往万
佛顶采药，因山高谷深，夜间宿在万象谷
分殿内，突闻金顶上峨眉主殿警钟长鸣，
分明是有敌来袭。师姐妹两人立马出谷
上山，却遭遇一路截杀，师姐谢思不慎死
于穿云帮弟子张墨达刀下，林凌也一身
是伤，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抄小路一直狂

奔上山。
此时天光已大亮，金顶上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林凌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而
飞。突然空中一声鹰啸，不好，被穿云帮
的鹰探发现了！不等林凌改变路线，一阵
兵器破空之声由后而来！林凌侧身一闪，
飞镖从凌乱的发丝间穿过，紧接着一柄
大刀裹挟着十足的真气劈头直落。“张墨
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林凌咬牙切
齿，恨不能生吞了眼前这人。“嗖”地一
声，她拔出长剑，剑身早已是血迹斑斑，
却依然在晨曦中闪着冰蓝色的光芒，随
着主人的真气流转咔嚓作响，正是峨眉
三大名剑之一的“碎冰”！

“林师妹，跑得倒是挺快，你着急也
没用，金顶怕是早已归我穿云帮了！你乖
乖束手就擒，还能留条命在！”“做梦！”林
凌柳眉倒竖，挺剑而上，“唰唰唰”连刺三
剑，张墨达都轻松躲过。林凌知道今天定
不能善了，唯有智取。她急抖剑柄，点出
万千剑花，虚实交替，逼退张墨达后扭头
就走。张墨达不知是计，见她想跑，飞身
直劈而下，林凌一个燕子翻身，迎刀而
上。只听“铛”的一声，刀砍破了林凌左臂
的护甲，顿时血光飞溅，林凌却面不改
色，不退反进，趁张墨达在空中无法闪
躲，碎冰猛刺，一剑送进了张墨达的心
口。那张墨达不料林凌小小年纪竟如此
狠绝，难以置信地看向还在汩汩冒血的
前胸，双腿一软倒了下去。林凌快步上前
一个飞踹，确认张墨达已经断气，这才紧
喘两口，靠上就近一棵大树，滑坐在地。
几片被震落的树叶翩翩而下，少女倏然
抬头，小脸上已满是血迹，一双眼睛却是
亮得吓人。

解决了张墨达，林凌草草包扎了伤
口，继续往山顶赶去……

英雄赵云
刘谨瑜

指导老师：苹果树下婷婷老师

□人物小传故事

这天，他正在长安街头闲逛时，却见前
方狼藉一片，遍地是血，哀嚎声此起彼伏。

此刻，长安街头上，一场血洗长安的
大屠杀正在进行。四只上古凶兽——穷
奇、梼杌、混沌和饕餮正在疯狂地吃着平
民百姓。赵云见此，从屋檐上翻身落下，来
了一个“堕天一击”，一脚将混沌踢倒了。
其余三凶兽见此，发疯一样向赵云冲去。
赵云一个侧身，将手中的龙胆亮银枪猛地
向混沌一刺，正中刚爬起身的混沌。混沌

“嗷”的惨叫一声，化作一缕黑烟飘散了。
饕餮、穷奇、梼杌正奋力向前冲呢，见混沌
被杀，都停下了脚步，发出“嗷嗷”的叫声。

赵云拖着长枪步步向三凶兽急逼而
来，枪在地上刮出道道火花。饕餮一马当
先，向赵云冲来。赵云举枪来迎。一时间，
一人一兽杀得天昏地暗，枪光和红光在空
中互相碰撞，一时竟不分胜负！穷奇和梼
杌见此机会，绕到赵云后方伸出利爪挥向
赵云，赵云向后一望，见势不妙，连忙后退
一步，让三大凶兽的攻击扑了个空。赵云
顺势一枪，长枪刺入饕餮身体，饕餮也消
失了。

剩余的二凶兽见此情形，都不禁后退
几步。赵云乘胜追击，长枪刺向穷奇。没想
到穷奇双翅一展，躲过了这一击。此时梼
杌大步奔向赵云，挥动翅膀，赵云猝不及
防，被拍出几十步远，摔落地上，吐出一口
鲜血，费力地把自己重新支了起来。穷奇
和梼杌继续发起攻击。它们一个在赵云
前，一个在赵云后，前后夹击，想让赵云顾
前不顾后，将赵云吃掉。可赵云有那么弱
吗？只见他一跃，跃上房顶后，借着从上到
下的冲势刺穿了梼杌。穷奇似乎怒了，它
一阵直线冲击，向赵云冲来。赵云防不胜
防，只得将长枪横身前去挡，可哪里挡得
住？赵云整个身子被压了下来，穷奇来了
精神，继续冲击，两只前爪在空中抓来抓
去。赵云一骨碌爬起身来，先躲过了穷奇，
在穷奇从眼前冲过的一瞬间一举刺穿了
穷奇。只一会儿，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功力
似乎又增加很多。

战斗结束后，长安人民欢呼着，赵云
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他将继续前往下一
站，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无比期待。

峨眉恩仇录
天涯石小学五年级 赵正熙
指导老师：苹果树下婷婷老师

英雄后羿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三年级八班 欧阳静南

指导老师：苹果树下婷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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