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去爬山吗”成了一个梗，出处是

《隐秘的角落》这部热播的网剧。和“爬山”

同样刷屏的，还有关于这部剧中的角色、情

节，以及所谓“暗线”的讨论。人们乐此不

疲地挖掘剧中隐藏的内容，从剧中人的一

句台词、一个眼神，乃至于剧中的一件道具

入手，重新拆解和组装剧情。作为一部优

秀的网剧，《隐秘的角落》从叙事到演技都

值得点赞。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它从一部

网剧变为一个话题，就超越了作品本身而

成为文化现象，体现出网络时代文化生产

方式的变革，也带给人许多思考。

互联网对于文化或艺术生产的改变发

生在多个层面。自我赋能是重要的特点之

一，而这又表现为文化产品的开放性、可参

与性以及文化创造主体的多元化。当然，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可以多样化解读的。人

们常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这是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定律。然而，

在前互联网的时代，这一千个哈姆雷特，绝

大多数都活在观众心中。真正在舞台上

“落地”的，只有那一个或几个，剩下的只能

是人们心中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当然可

以诉诸文字或和同好交流，但都会受到传

播渠道和社交方式的局限。回想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们经历过港台片流行的热潮，

也出现过电视剧《渴望》引发的万人空巷场

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是普通

观众茶余饭后的闲谈或学者评论家的专业

研讨，传播范围相对狭窄，纵然《渴望》的结

局也具有开放性，但无法形成如《隐秘的角

落》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话题衍生效应。

而在《隐秘的角落》成为爆款的今天，由

于互联网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渗透，

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一部网络小说或网络

视频的完成，只是当下文化生产过程的一个

途经点而非终点站。与此相应，艺术创作者

或文化产品供应者提供的不仅是一个产品，

而是一组话题，以及让话题持续发酵的空

间。以近来网上关于《隐秘的角落》的讨论为

例，其早已溢出剧情本身，也超越了原著与改

编比较的维度，涵盖了家庭、人性、成长等哲

理话题，也包括影视创作技巧等的探讨。这

使这部剧仿若池塘的水面，每一个参与讨论

的人，都是在向池塘投掷石子。不论是在公

号或论坛写一个帖子，还是在视频网站剪辑

或拍摄一段短视频，也不管是对剧情的解读，

还是对演员的吐槽，甚至只是寥寥数字的评

论，都好比石子击碎水面，激起一圈圈或大或

小的涟漪，并终在互相冲撞中汇成波光粼粼

的一片。我们的目光被这炫目的波光所吸

引，水面本身反而隐退于后了。

由此可见，文化创造主体的多元丰富

了文化产品本身的内涵，还拉长了文化生

产的意义链条。意义生产，恰是文化生产

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意义生产能力，则是衡

量文化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准。高尔基说

过：“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

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

去。”互联网提供了把希望变为现实的可

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造主体的活力

决定着文化繁盛的程度。因此，网络时代的

文化高质量发展之路，实际上是文化自我赋

能的过程，也就离不开多元文化创造活力的

释放。需要格外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文

化领域的专业力量无事可做，相反，这将对

专业的文化机构形成倒逼之势，要求其进一

步发挥自身优势，以示范和引领的方式，鼓

励、支持、培育和引导多元文化创造主体以

自己的方式进入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

从而增强社会文化的整体品质，提升全社

会的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

从《隐秘的角落》看网络时代文化的自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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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大概是四大名著中当代解读最多

的一部。以笔者所见，如童恩正的科幻小说《西

游新记》，今何在的网络小说《悟空传》，还有电

影《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大

圣归来》等，新兴的网络游戏也深度介入西游IP

的开发之中，推出了《暗黑西游记》《梦幻西游》

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游记研究著述不断涌

现，用此领域专家竺洪波的话来说，《西游记》研

究之影响力直逼“红学”，“西游学”可谓初成规

模。新近出版的《小话西游》是别具一格的一

本，它既非续书，也非西游 IP再创造，更非严肃

的学术论著，这位西游大家庭中的“三不像”，截

取了西游故事中的若干片断，以灵光满满的语

言，生发出许多妙趣横生的解读。

按照林庚先生的说法，《西游记》是一部“童

心之作”，“乃是以儿童的心理和眼光讲述了一

个动物王国中的神奇的故事”。《小话西游》却用

人情世故的眼光看待西游故事，试图以“反西

游”的逻辑，解开故事里“不合逻辑”之处，让人

读到了不少新鲜的见解。比如，原著中唐僧的

“人设”是“自幼出家的高僧，十世修行的好人”，

但是，作者刘勃却发现，这位高僧的佛学修养还

不如半路出家的孙悟空。《西游记》中常有这样

的情节：师徒行至陌生所在，唐僧见山高路险，

便忧心忡忡。这时，行者出场，做一番思想工

作，打消师父的顾虑。有意思的是，这时的行者

不仅拍胸脯、秀肌肉，大夸自己神通如何了得，

而且以一个佛法教导者身份出现，劝师父“出家

人莫说在家话”，并引经据典地说一些“功成之

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之类的话，给唐僧灌鸡

汤。这一揭示，无疑让我们对自小熟悉的唐僧、

孙悟空多了一些了解和思考。

书中最精彩的段落是关于“西天取经四人

组”的分析。唐僧师徒既是原著的叙事中心，也

是后世点评与解读的重点，批点者或解读者不

论是正读还是歪批，都对团队关系充满了兴

趣。《小话西游》也是如此，在这个话题上安排了

多个篇章。取经四人组如再分层次，唐僧和悟

空是当之无愧的“双主角”配置，戏份也最多，八

戒次之，沙僧面目有些模糊，作用类似于相声的

“捧哏”，话虽不多，但不可或缺。就像《小话西

游》里说的，在猪八戒和孙悟空发生矛盾冲突

时，沙僧的选边代表了力量对比，意义非凡。取

经路上，虽也发生过唐僧与悟空闹决裂的团队

大危机，但修复十分成功，从此再没有复发。猪

八戒和孙悟空则一直磕磕绊绊，小冲突不断，而

且唐僧与悟空之间的矛盾，也多半和猪八戒使

绊子、上眼药有关。

按照刘勃的解读，八戒一加入取经团队，

就自我确定了呆傻“人设”，比起好强的悟空，

更惹人怜爱。而且唐僧一批评，八戒马上认

错，且露出一副可怜相。这套卖惨策略很快大

获成功，“唐僧终于感受到了孙悟空拜师以来

他从未体会过的师父的尊严”“这也预示了后

来唐僧和猪八戒同盟形成的必然性”。终于，

白虎岭上，唐僧和猪八戒联合倾泻对悟空的不

满，构成了几乎颠覆团队的危机。

书中这样总结这支取经团队的主要特征：

“一旦唐僧给妖怪抓去，师兄弟三个就会合作

得比较好。宽容源于俯视，没有唐僧撑腰，猪

八戒的态度是服帖的，孙悟空成了营救队伍的

当然核心，心态平衡了，对师弟也就亲切起

来。孙悟空和猪八戒关系的和谐，建立在相互

间地位的不平等之上。唐僧在，悟空和八戒就

是各有优势，矛盾就突出起来。”读到这里，我

想很多人会有感触。这岂止是取经团队的特

征，几乎道出了职场普遍规律。其实，这个套

式也常被文艺作品化用，比如电视剧《宰相刘

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乾隆、和珅、刘墉

（纪晓岚）与唐僧、猪八戒、孙悟空的关系模式

就颇有类似之处。

《小话西游》里有一句话，“多好的见解，也

架不住变成标准答案。”经典名著的解读本无

标准答案，此书作为 B 面看西游的一次尝试，

或许也为理解《西游记》及其映射的社会人心

提供了一种参考答案吧。

B面看西游

夏至过后，阳光浓烈，炙烤着每一寸皮肤，

蛙声与稻香交织，流水与荷花相映。大多数草

木，接受充足的阳光，沐浴酣畅淋漓的雨水，换

上浓绿的新装，葳蕤无比。繁荫深处，一切忙

着走向繁盛。

夏 枯 草 ，“ 不 与 众 卉 俱 生 ，不 与 众 卉 俱

死”，属于草木中的另类。夏枯草，将万物蓬

勃抛在身后，走向生命的枯萎，毫无牵念，决

然而决绝。夏枯球、夏枯花、六月干……这些

别名，道出了它的终结之季。

我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牛耳朵。夏枯草

“生平泽……处处有之”。冬至过后，它便会长

叶，与旋覆花的叶子相似。它对生的两片叶

子，像小牛犊的耳朵，长满绒绒细毛，并高高对

称矗起。野生的夏枯草，高不盈尺，淡紫色的

小茎，直立，布满荒野田畴。

夏枯草喜水。在高地或干燥的地方，夏枯

草长得瘦弱，没有水的灵性。在溪畔或潮湿的

地方，阳光充裕，它长得肥嫩而粗壮，野头野脑

地疯长，不管不顾。

夏枯草的骨子里，有一种火热和绚烂。

夏枯草的花，细细小小，长穗状，一簇一

簇的，聚集在花茎上，亲密无间，偎依在一

起。紫蓝色的花，花萼宛若金钟，边缘有波

状粗齿，花冠白色，管钟状，分上下两唇，好

似 能 开 口 说 话 。 并 不 打 眼 的 它 ，在 风 中 低

语，又仿佛天穹中喜欢眨眼的星星，闪烁着

点点光芒。成片的夏枯草，在花开季节，连

绵 不 绝 ，集 结 起 来 蔚 然 壮 观 ，而 且 富 有 气

势。有风吹过，花浪逶迤远去，鲜亮似锦如

缎，柔软而富有意味。

在开花的时候，它的轮状花序，密集成顶

生花序，如同穗状。枯萎后的花序，看起来更

像小麦穗或者小棒槌，所以又有麦穗夏枯草、

棒槌草、棒柱头花等别名。

它为何选择在盛夏离开？在传统的阴阳

理论中，夏至阳气生发到极点，虽盛却已经失

势，有阴长阳消之象。

“禀纯阳之气，得阴气即枯，故逢夏至梗枯

也。”到了夏至，夏枯草内部的热能消耗完毕，

生命枯萎，夏枯草也因此得名。

“夏月盛热，欲裸其身；冬月盛寒，欲著复

衣。”生命体的刚柔，原本可以转换。有张有

弛，为文武之道。至刚则易折，想来，夏枯草不

懂这些。

夏枯草性寒味苦，成就了它的药用名声，

而且“茎之苦不及叶，似宜多用叶，四月采收，

五月枯”。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已有关

于夏枯草的记载，当时它有夕句、乃东的别名，

“主热瘰疬、鼠瘘、头创、破症、散瘿、结气、脚

肿、湿痹、轻身”。据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必

带江宁夏枯草，馈赠海外官商。

在凉茶的制作过程中，夏枯草的角色极其

重要。取其半干燥果穗入药，可清火明目、散

结消肿。夏日里，暑热难耐，汲一口清冽凉茶，

贯穿喉咙，直抵心扉，沉浸在浓酽的清凉里，会

让人想起夏日清晨草尖悬而未滴的露珠，甚至

包括那些春日般的美好，尽管已不可追。

除药用外，夏枯草还可食用。姚可成在

《食物本草》说，“夏枯草，味辛苦，寒，无毒……

嫩苗渝过，浸去苦味，油盐拌之，以作菹茹，极

佳美”。《救荒本草》说，“采嫩叶煠熟，水浸淘去

苦味，油盐调食”。

在民间，有夏枯草忌铁一说。无论入药

还是食用，最好不要用铁器，应用手亲密接

触 夏 枯 草 。 在 杂 草 丛 中 ，它 的 面 目 容 易 辨

认，扎的根浅，用手轻轻一拔，就可拔掉，免

了刀割之痛。

夏枯草的花语：负责尽职，是非分明。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从它短暂的一生历

程中，我们会明白很多生命的意义。

特立独行的夏枯草

6 月以来，北京进入了汛期，而排水是

防汛的主要措施之一。位于北京市中心的

紫禁城有着优秀的排水系统。游客去故宫

参观，会注意到很多宫殿建筑的室外台基

栏板端部有龙头造型的排水设施，其双角

后张，唇部上扬，眼如铜铃，有震慑之感。

有人认为这是螭首，其实不然。东汉时期

的《说文解字》卷十三上载有“螭，若龙而

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

螭”，由此可知，“螭”是没有角的龙。

这种排水神兽实为蚣蝮，属于古代传

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明代文学家杨慎

所著的《升庵集》之卷八十一“龙生九子”部

分，载有“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

即“龙生九子”之老六为蚣蝮，这种龙好水，

一般立于石桥、石柱附近。另明朝进士陈

耀文所著《正杨》之卷四的相关记载为“六

曰虫八虫夏，性好水，故立于桥柱”。由此

可知，“虫八虫夏”即为蚣蝮。古人认为，暴

雨时节，洪水泛滥时，蚣蝮便将水吸入自己

腹中，并及时排出，以消除水患。营建紫禁

城的古代工匠巧妙地把蚣蝮形象运用到了

台基排水系统中，使之发挥作用。

蚣蝮的排水设计具有科学性。首先，

蚣蝮所处的高程（某点沿铅垂线方向到绝

对基面的距离）有利于排水。蚣蝮位于台

基望柱（望柱是指栏板之间的立柱）的底

部，其嘴部的出水口是整个台基地面的最

低点。古代工匠在铺墁台基地面时，会考

虑排水需要，将地面铺墁成不易察觉的微

小坡度，使得地面离建筑越远，其高程越

低。在望柱底部，古代工匠会安装蚣蝮，使

其仅露出头部，尾部作为进水口，嘴部作为

出水口，且在整个台基的高程最低。这样

一来，雨水很快就会汇集到蚣蝮造型位置，

并从蚣蝮尾部汇入，从嘴部排出。其次，蚣

蝮的“肚子”有利于临时存水。台基地面的

雨水，通常流向栏板底部位置，并汇入蚣蝮

尾部的进水口。而在暴雨时期，雨水量较

大，汇集在栏板底部位置的雨水较多，若存

积时间过长，则雨水有可能渗入栏板与地

面的接缝中，使得其中的土体松动，造成安

全隐患。蚣蝮内部有较大的空间，有利于

栏板底部的雨水迅速汇入进水口，避免了

雨水在栏板位置的积存。再次，蚣蝮突出

台基外的造型可以保护台基。若蚣蝮的排

水口与台基侧壁相齐，那么雨水就会沿着

台基侧壁往下流向地面，不仅会污染台基

侧壁的须弥座石，而且会造成侧壁渗水的

安全隐患。古代工匠将蚣蝮造型凸出在台

基侧壁以外若干尺寸，可以使得雨水向前

排出，避免了上述隐患的发生，且形成良好

的排水效果。以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

殿、保和殿）3 层台基上的 1142 个蚣蝮为

例，在雨季时节，这些排水兽造型不仅能发

挥有效排水功能，而且还形成了“千龙吐

水”的奇观。

蚣蝮的运用体现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建

筑艺术。从造型来看，蚣蝮属于“龙生九

子”之一，其外观与紫禁城其它龙既有相似

之处，又有一定区别，使得紫禁城古建筑的

图案和纹饰丰富化及多样化。从雕刻技法

来看，蚣蝮的龙角、龙眼、龙须、龙嘴等部位

纹路清晰，凸凹有致，给人栩栩如生、呼之

欲出之感，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精湛的雕

刻技艺。从运用手法来看，蚣蝮被安装在

望柱底部，不仅可有效发挥排水功能，而且

可以巧妙地反映出皇家宫殿建筑特有的形

象，并与周边建筑环境完美融合。从装饰

效果来看，蚣蝮在台基端部的分布齐整有

序，并凸出于台基侧壁，不仅表现出凸凹匀

称之美，而且使得整座台基更加壮观，整体

上给人以威严和震慑感，达到了实用性与

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蚣蝮还反映了我国古代的镇物文化。

所谓镇物，就是古人认为的辟邪物，所辟克

的对象多为鬼祟、妖邪、敌害等。古人希望

利用镇物来抵御各种潜在的灾祸。蚣蝮就

是古人认为的镇水兽之一。蚣蝮属于龙，

而古人认为龙为古代四灵（龙、凤、龟、麟）

之首，能够上天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

能。蚣蝮在形象上为古人心中想象的神

兽，具有神秘感和震慑感，可以镇住水怪，

防止其产生水患；在功能上可以吸水、吐

水，及时将台基面层的雨水排向地面，避免

古建筑台基遭受水淹破坏。这种镇物文化

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助于

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和历史。

综上所述，紫禁城台基端部的排水

神兽——蚣蝮，集科学性、艺术性、文化

性于一体，对于我们解读紫禁城建筑文

化、建筑历史及古代建筑科学有着重要

的意义。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暴雨时节，紫禁城排水靠的是这个“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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