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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老艺人王文18岁学戏法，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

即使撂地失传，也要记录下来

往事

我从小学习成绩比较好，生活顺利，大学
毕业后上了几年班，觉得没劲，就辞职做生
意，但我学不会放低身段，所以生意失败。这
件事对我的打击比较大，让我真正认识到自
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天纵之才，也不是天
选之女，而是青山上千千万万绿叶中的一片
叶子，不是红花。傲气的人面对失败往往会
更苦闷，我很迷茫，自己接下去要做什么？为
了纾解情绪，开始上网看小说。

沉浸在剧情里让我忘记了现实的遭遇，
很快就把当年的热门小说全看完了。没有好
的小说可以看了，怎么办呢？那我自己动笔
写吧。我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看悬疑小说，就
开始写这类小说。2005年时网络写作和现
在不太一样，都是在论坛发文，我在天涯莲蓬
鬼话、新浪玄异怪谭、搜狐灵异空间三大悬疑
恐怖论坛发文，陆续写了《诡念》《第七夜》《禁
书》等小说，现在看来都挺稚嫩的，但当时也
收获了一些读者。

若花燃燃这个笔名，出自杜甫的诗句“江
青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大意是说碧绿的江
面白鸟飞过，红花点燃了苍翠欲滴的青山。
我觉得这很美，年少时的我，也想做点燃青山
的红花，但现在我觉得我的笔名好“中二”。

很多年前，我读毛姆的短篇小说《远东航
船》，主人公哈姆林太太是四五十岁的英国妇
女，丈夫出轨了一个比她大八岁的女人，她想
不通，看不开，放不下，于是明知离婚后生
活惨淡，依然坚持离婚，并独自一人坐
船返回英国。旅途中她遇到富有、
健壮、开朗的种植园主加拉赫先
生，但加拉赫突然病死在船上，并
被迅速海葬，令她意识到，死亡让
世间其他痛苦变得微不足道。在
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她更感受到人
类的渺小。这本书对我影响挺大，
让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个人太渺小
了，那些自认为大过天的事情与情绪，

事后再看不过尔尔；二是人生除去生死，无
大事。

我是无意中走上写作道路的，写作带给
我很多乐趣，特别是成全了我的随性——自
由地支配时间。王徽之雪夜访戴，半夜想去
探访朋友，走到朋友家门口，却又兴尽而归。
我也是这种性格的人，从来没想过未来的工
作重心，遇到什么、喜欢什么，就会去做。
《苏筱的战争》是我2009年创作的，完成

后，我对其并不满意，一直扔在硬盘里。偶尔
想起来，就改上一改。2016年，我的编辑突
然想起来我曾写过一个职场小说，建议我修
改后出版。于是我重新修改了《苏筱的战
争》，觉得它可以见人了，就出版了，于是就有
了《理想之城》。

小说重在心理描写

剧本必须环环相扣

记者：《苏筱的战争》改编为电视剧《理想之

城》时，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剧本？

周唯：小说《苏筱的战争》卖给影视公司后，影
视公司让我也参与剧本的创作。最初我以为自己
只是“打酱油”的，后来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编
剧，最终决定让我来写剧本。他们邀请到吴兆龙
老师做编审。吴老师做过《雍正王朝》《走向共
和》，经验丰富，提出要写就写职场最难写的部
分。这句话听起来就不简单！但我当时有那么一
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撸起袖子就开干了。吴
兆龙老师是2017年7月进组的，当年10月初我交
了前五集。吴老师看过后说可以了。可能这是我
从小说作者转为编剧的入门阶段吧。

记者：您认为小说和剧本的差别在哪？

周唯：小说的创作重在文笔好、情感充沛，感
染了读者就好。但是，剧本必须要有结构，注重环
环相扣、绵绵不绝。小说与剧本创作最不同的是，
小说里的人物可以有心理描写，但是剧本不可以，
角色的所思所想，必须通过动作或对白准确地传
达给观众。剧本创作到“许峰审计”这段剧情，怎
么写都觉得不好看，后来终于明白是因为没有将
压力设置准确。打通这个环节后，后面的剧本创
作就顺利了。大概在开机前一个月，导演提出苏
筱跑到云南后，故事就散了，希望我想办法解决，
不要让她去云南。于是，我弃用了原来的剧本，把
准备放在小说第二部里面的“天字号合并”剧情提
前了。但是这一部分内容还处在构思阶段，我自
己都还没有捋顺，现在要直接转化为剧本，非常艰
难。当时，为了创作《理想之城》剧本，我已经连续
工作了三年半，真的是筋疲力尽。

记者：这么长的时间创作一部电视剧，是不是

觉得特别辛苦？

周唯：导演也找过其他成熟的编剧帮我一起
写，但是因为剧里有四条主线，人物繁多，事件复
杂，涉及法律、融资、财务等方面知识，非常难写。
我大学学的是经济，思维模式和文科出身的人不
太一样，其他编剧无法配合我。所以，再累再苦我
还得接着干。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
时，不是我不想睡，也不是没时间睡，就是因为压
力太大了没法睡。到最后阶段，我在剧组里从开
机待到杀青，但只在开机、杀青和我家人来探班时

出去过片刻，其他时候都在酒店里写剧本。我觉
得自己每天都处于崩溃中，但又不敢崩溃。因为
崩溃了，还要花时间重新把自己拼起来。直到杀
青前的倒数第二天，我才完成了最后一集剧本。

记者：这部电视剧博得广泛好评，现在回头看

您也觉得收获很大吧？

周唯：我觉得自己一直属于野生的作者，没经
过专业培训，灵感爆棚时写得很精彩，没灵感就瞎
写，优点是我的笔力还可以，能写出我想表达的东
西。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毕竟很多人的想法很
好，可困于笔力差，无法精准表达自己的想法。之
前写小说，我觉得情节还可以，但灵魂单薄。经历
了《理想之城》剧本创作的种种磨砺，我现在的作
品有了强大的灵魂，我也终于从野生的作者转化
为入流的编剧，有了代表作品。或者说，我终于走
出了新手村，成为正式玩家，也算可喜可贺。

希望苏筱对大家有所启发

躺平的是欲望而不是脚步

记者：《理想之城》从大众并不熟知的造价师

这个职业入手，苏筱经历万难，但始终恪守本心、

坚守专业，最终获得成功。请您谈谈对女主角苏

筱的塑造与深入刻画？您想通过她表达什么？

周唯：苏筱的原型是我的朋友，她就是造价
师，目前在某企业任总经济师。我听她讲她的经
历，将其创作为小说，然后她告诉我哪里不对，我
就接着改。我想借苏筱表达的是“人的心在哪里，
人就在哪里闪耀”吧。苏筱没有特别花里胡哨的
地方，她就是努力通过工作提升自己。她专业能
力强是因为努力。大家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朝着
同一个目的地前进，你每天都争取比别人多走几
步，那么一年后你就比别人多前进了一小截，十年
后你就领先别人很多了。我希望苏筱这个人物对
当下准备躺平的年轻人有所启发，人躺平的应该
是欲望而不是脚步。

记者：《理想之城》这部剧比较复杂，观众烧脑

才能听懂人物台词背后的各种隐喻与算计，您是

如何确定《理想之城》故事核的？

周唯：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我看了大量
的美剧，几乎熟知电视剧的所有套路了。《理想之
城》的故事核就是明规则和潜规则之争，这个不是
一开始就确立的，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从最初
苏筱和夏明关于造价表的看法分歧，到中期苏筱
和夏明关于“天堂门坏了”和“屠龙勇士终成恶龙”

的争辩，再到后来苏筱说服赵显坤的那句话“明规
则无法到达的地方潜规则就会到达”。比如在第
32集中，天字号本来是归汪明宇管的，合并后是
一级子公司，等于削了他的权。那么，汪明宇为什
么会赞同天字号合并呢？我想了好久，想起尼采
在《权力意志》中曾讲：每个人都想贯彻自己的意
志。我想到了汪明宇的职场层次，他计较的已经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了，而是自己能不能拥有更多
的话语权。基于此，他才会同意合并。把这一点
点透了，剧情就顺了，逻辑也合理了。

写作也有“一万小时定律”

秘诀就是勤奋地多写

记者：《理想之城》写职场的人心与人性，您是

如何体悟到这些的呢？

周唯：十年前我是写不出《理想之城》这样的
剧本的。因为十年前的我还没有完全成熟，对社
会的认知比较苍白。我读了大量财经和政治时事
文章，看过数不清的网帖。渐渐地，对社会的运作
模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才写出《理想之
城》。《理想之城》里有一段关于“一万小时定律”的
剧情，写作也一样，秘诀就是勤奋地多写。你会发
现当你写出100万字后，与刚刚写了一万字时的
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之前难以表达的东西，
可能就会精准地表达出来了。我不是天才，但是
持久的训练可以让我缩短与天才之间的差距。

记者：您对夏明、赵显坤等角色的刻画同样深

入人心，这些配角您最想推荐哪几个？

周唯：我朋友的女儿上大二，不爱看电视剧，
但她喜欢《理想之城》，跟她妈妈说，这个剧和别的
剧不一样，里面的配角都很有魅力。我朋友将她
女儿的话转述给我了。我说，他们是他们自己人
生的主角，不是为苏筱而生的人物，苏筱只是这部
剧的主角。所有的配角都是我创作的，所以我都
很用心。比如汪炀是中专学历，水电工出身的，这
种从基层起步的人通常性格乐观开朗，行事不
拘小节，但水电又是个精细活，所以汪炀
的人设是粗中有细，性格爽朗。张小
北是一个让我感触点有些多的人
物，剧组里几个小姑娘总说他
“渣”，我觉得单纯用“渣”字形容
太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属于当下
年轻人中的一类——家境平平、
能力平平，很用力地活着，负重前
行，却无人关注，挺让人感慨的。

记者：《理想之城》中有很多精

彩对话，能感觉到非常用心。

周唯：创作源于生活，但是我已经很
久没有上过班了，最近这四年更是离群索居搞创
作，不太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人。可能是和我的阅
读习惯有关系，我特别喜欢在网上看帖子，这也是
我收集素材的一个途径。在帖子里，我看到烟火
红尘中的种种。这些帖子里有他们自己的语言风
格，有他们的生活维度，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天
涯论坛上曾经有很多这样的帖子。记得有一个姑
娘，在帖子里写因为父亲家暴，她和母亲、姐姐是
如何每天战战兢兢地活着。其中有大量细节描
述，看得人眼泪直流。我没有经历过家暴，但我从
这个帖子里感受到了。所以，各种帖子千人百面
全有涉猎，典型性人物的说话风格、做事风格、思
维模式都留在脑海里了。写作时，当我想要表达
时，大脑自然而然地会冒出类似的话。

印 象

近日，由周唯原著并编剧，孙

俪、赵又廷主演的《理想之城》掀起

观剧热潮，这部剧反映了职场现

状，剧情跌宕起伏且佳句频出，

被称为“职场真实情景再

现”，让人一边追剧一边感

悟人心与人性。

《理想之城》编剧周唯

告诉记者：“这部电视剧之所

以让人觉得特别真实，是因为

它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包括苏

筱、夏明、赵显坤、汪炀都有人物原

型，有些台词甚至是人物原型说过

的话。在小说转化为剧本的创作

阶段，我们采访了非常多的人，积

累了大量真实素材。我们的创作

内容是源于真实生活的。剧本完

成后，还邀请专业人士审阅剧本，

层层把关。当然，也有观众说，苏

筱和真实的造价师有些出入。这

个确实避免不了。一方面因为造

价师实在太少了，另一方面《理想

之城》的重点是职场，行业与职业

只是一个大背景。”

《理想之城》中的高管会议和

饭局等剧情中显现的勾心斗角，特

别容易引起职场人的共鸣。编剧

选取的事件典型，情节结构合理，

周唯对职场有独到的理解，这也是

她创作这部电视剧的一个核心的

依据：“我们首先要搞明白职场是

什么样地方。公司是一群人聚在

一起，通过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去

获取社会资源的一个联合体，然

后，公司又通过工资和其他福利，

把获得的社会资源分配给个人，个

人获得资源才能生存和发展。所

以职场的核心在于分配。所有的

职场规则，无论是晋升制度、考核

制度、人事制度，都是用来分配资

源的。职场的斗争都是围绕着资

源的分配而进行的。只要弄明白

这一点，故事就容易展开了，所谓

万变不离其宗。”

《理想之城》的剧本创作长达

三年多，这段时间，周唯一直离群

索居，只回了两次家，总共在家里

待了不到二十天，目的就是为了不

脱离角色，可以说，这几年她就活

在“理想之城”，她说：“我认为创作

者必须要角色附体，角色附体之后

作者就会拥有跟角色一样的痛苦

和状态。我必须成为苏筱，才能写

好苏筱，必须成为夏明，才能写出

夏明。”

必须成为苏筱
才能写好苏筱

周唯 苏筱眼里有理想之光
■ 文 张一然

周唯口述

偶然走上写作之路
字里行间获得快乐

周唯
笔名若花燃燃，浙江台

州人，作家、编剧。出版图书
《地铁幽光》《爱如夏花》《苏筱
的战争》等。她将《苏筱的战
争》二次创作为《理想之城》
剧本，播出后成为现象

级职场大剧。

左图：周唯 上图：《理想之城》剧照

老艺人王文

■口述王文采写赵群策

或许很多人还有印象，在上世纪

80年代，时常能看到在街头卖艺的江

湖艺人。找一块空地，白沙撒字聚拢

人气，表演仙人摘豆、吞铁球、吞宝剑、

吃针引线、空碗取水等民间戏法，以此

挣钱谋生。生于1940年的王文是当

时较为知名的街头艺人，因打小喜欢

戏法，从工厂辞职，拜师入行，走南闯

北撂地，一辈子只干自己喜欢的事，也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如今随着社

会发展，民间传统的撂地演出已基本

绝迹，撂地的技巧濒临失传，81岁高

龄的王文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撂地

的本事记录下来，别让这门技艺在他

这一辈失传。

在胡同里变戏法

带艺投师入“清馈门”

我出生在天津一户普通人家，小
时候家住西头义和斗店。1958年，我
18岁，到毛纺织机械厂当工人。那时
候工厂的业余文艺活动很丰富，我们
厂跟地毯厂、麻纺厂在一个大院里，年
节开联欢会，我们厂唱京剧，麻纺厂变
魔术，地毯厂演评戏。麻纺厂有一个
变魔术的小伙子，姓提，比我小两岁，
我特别喜欢他的节目，跟他交上了朋

友。他使活也就不背我了，我脑子好，
看完记下来，回家鼓捣道具，自己练。
我琢磨着挣点儿零花钱补贴生活，学
会几套戏法之后，拿蓝靛纸拓写下来，
礼拜日去东北角摆地摊，一张卖两毛
钱。又偷着在胡同里变戏法卖艺，能
挣个块八毛的。
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关大

昌，他是名门之后，教我小苗子（仙人
摘豆）。上世纪70年代，有一年大年
初一早晨，我在家变戏法，我妹妹说：
“你给我们变干嘛，出去变去，没人
管。”我一想也对，收拾了一个小包，出
去找个人多的地方撮朵儿（白沙撒
字），等人围上来，就在那练，练完了给
钱吧，毛票儿、钢板儿，扔过来不少，有
热心人帮我收着。收完了钱，又接着
练。半天工夫，挣了不少钱。后来我
干脆不上班了，正式干起撂地这一行。
我是带艺投师。1978年，我在杨

柳青撂地，干完了一场，找个小摊儿坐
那喝水。正巧旁边坐着一位，带着个
小簸箩，有个三股子（飞叉），我心想，
这位是干买卖的。果然没过多会儿，
他就找了块空地干上了，我一看人家
这功夫，吞俩铁球，吞大宝剑。那时我
还不会这个，等人家练完了收拾东西，
就过去跟他搭话，一问是河北省固安
县的，叫郑国有。那阵儿唐山大地震
过去没多久，他说没地方睡，我说，跟

我走吧。带他到西沽，有那一人高的
水泥管子，找来草帘子，把两头挡上。
我就提出拜他为师，他说不合适，但我
坚持要拜师。
过后我师父告诉我，他是“清馈

门”，什么叫“清馈”呢，就是只靠撂地
卖艺挣钱，不卖东西，主要表演古彩戏
法“剑胆豆环”，“剑胆”是武活，“豆环”
是文活。那个时代街头卖艺，有打把
式的，严格说是“挂子行”，武术、重刀，
而我们这门是气功加戏法。我师父的
环，是小王马李家的环，一个个卸，一
个个上，跟京津两地其他艺人的环不
一样，他们的环是大把环。那时候我
已经成家了，住在北郊（北辰区），师父
老两口总来我家，住上些日子，可没少
教给我玩意儿，我问什么，他就教我什
么。环、崩链儿、吞铁球、吞宝剑，这些
都是跟师父学的。

“剑胆豆环”走江湖

最难练的是吞宝剑

1980年，我带了一个旅行袋，里
面装着“剑胆豆环”、轰子，也就是锣，
兜里揣着五块钱去塘沽，在塘沽干了
一地。挣完钱买了张火车票，头一站
奔辽阳，打从辽阳到沈阳，一站一站地
走，又到甘河、加格达奇、齐齐哈尔，最
后到了佳木斯、鹤岗，这一趟整整跑了

五个月，挣了些钱，回来翻盖了两间
房。转年，我又跑了趟大西北，陕西、
甘肃、新疆。哪能总是过五关斩六将，
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有时挣不到钱，更
考验一个江湖艺人的生存能力，不能
旱在那，得想办法。
撂地卖艺并不简单，怎么圆黏儿

（招揽观众），这是第一步，你得先把人
吸引过来。白沙撒字就是为了招徕观
众，还有“锣决子”，一边敲锣一边说，
也是为了拢人气。人围过来，你练完
了一通，怎么要钱也是学问。得想办
法别让人走，还得掏出钱来，我们叫杵
门子，杵门子硬的才能多挣钱。
上世纪80年代，如果不去外地，

我就在天津市内撂地，哪都去，丁字
沽、本溪路是我的常地，打丁字沽新村
一号路这头开始，有空地就干，一直干
到本溪路，打本溪路再到三号路，从那
再干回丁字沽。
我拿手的一个是“撮朵儿”，一个

是“晃山”，行里行外都承认。晃山就
是古彩戏法的空碗取水，喝水增多，碗
里的水喝多少次也喝不完，其实这个
就是手法，熟能生巧，我撂了五十年的
地，一场使一回，一天撂两场，你想想
那一共得多少回？
仙人摘豆属于垫活，然后是“抿青

子”吞宝剑，宝剑挂壶，也就是吞下去
之后，在剑柄挂上三四十斤重的东
西。外国变戏法也有吞宝剑，那宝剑
是带缩簧的，人家不给你检查，咱这宝
剑，练完了随便检查，就是一个大铁片
子。我吞了一辈子宝剑，胃口都吞坏
了。别说吞宝剑，你做个胃镜还不好
受呢。吞完了宝剑再练“海滚子”吞铁
球，干了这个很痛苦，吃嘛也不香。崩
链儿，身上绑钢丝，肉皮见血，这是内
气功，真功夫。钻方子，就是拿手指头

把砖头捅个窟窿，或者是弄块砖头搁手
里揉碎了，这叫揉方子，这个不是真功
夫，真钻不了，你拿电钻打去吧。
还有一个喷火，抿一口煤油，能喷出

油花来。我最不乐意喷火，怕呛鼻子，一
呛鼻子肯定肺感染。有一年民间戏法大
赛，有位演员呛了一口煤油，我让他赶紧
去医院，到医院里打针，消炎，这才没
事。我表演的吃针引线上过央视东方时
空节目，针和线放进嘴里，再抻出来时，
全都认上了，穿成一串。总的来说，撂地
挣这点儿钱养家糊口，一家子老小得吃
饭，太不易了。

口彩相连动相结合

有真功夫也得有嘴皮子

有句老话咱天津人都知道，“光说不
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连说带练才
是真把式”。比方说吞铁球、吞宝剑，你
吞下去了，但人家不可能因为这个就直
接给你钱。卖艺卖艺，你得把它卖出来，
靠的是说辞，这就叫万象归春。
比如打九连环，不光是手快打出来

花样，嘴上也不能停，每打出来一个花
样，都得带着个小包袱儿，得把人逗乐
了。我有几套拿手的包口，比如评书的

《三侠剑》《天津实事》，相声的《测字》，我
都能在卖艺的时候用上，这些都是我自
己听来的，举一反三，哪段合适用哪段。
我只上过四年小学，但我爱琢磨，也

爱学。我会拼音，《新华字典》就是我的
老师。有一年我在八里台立交桥底下撂
地，一边撒字一边给人讲，过来一位老先
生，给了我五块钱、五斤粮票，他告诉我：
“我是大学教授，在课堂没有弄懂的东
西，在你这弄明白了，你说服我了。”
相声演员马树春是我带拉的师弟，

入的“清馈门”，那时他找我去名流茶馆
演出，咱这个买卖，其实低于相声，但我
是边演边说，加上包口了，不夸张地说，
比相声还火。当时单有那么一拨人，从
北京过来，就为捧我去。
前些年我参加民间绝技大赛、上海

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表演过吞宝剑、耳朵
挂小孩、耳朵拉汽车等绝活，得过金奖，
拿过证书。我敢这么说，我的这点玩意
儿，是“老尖儿”的文化遗产。我特别想
把它传承下去，都教给徒弟。
我有个徒弟叫朱雨，认我的门是慕

名而来，实际上他有自己的买卖，他师父
王毓书，唱单弦、弹三弦的，师爷是单弦
名家阚泽良。我跟他说，你师父有能耐，
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要是不如我，我
对你没有好印象。他练吞宝剑、吞铁球，
都是他自己押的，我都没管，把窍门告诉
他，因为这个确实危险。
现在再去撂地也不现实，马路边不

让干，年轻的民间戏法演员只能应个路
演活动，婚礼喜事的活，撂地的杵门子就
没有了。即便你再跑江湖，去小城镇撂
地，怎么去跟观众把钱要过来？过去咱
拿帽子接钱，现在只能扫码，你让人家怎
么扫？“剑胆豆环”不会失传，但是撂地圆
黏子的办法，卖艺的包口，要钱的窍门，
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传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