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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故事比情怀更重要

阅读跟踪 书的历程（5）

金文书

1.《自在独行》
作者：贾平凹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 6月出版

2.《世界很大幸好有你》
作者：杨澜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6年 1月出版

3.《月童度河》
作者：庆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 6月出版

4.《行者》
作者：六小龄童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 6月出版

5.《知更鸟女孩》
作者：(美)查克·温迪格

译者：吴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年 5月出版

6.《岩松看台湾：远的历史近的情》
作者：白岩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 7月出版

7.《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
作者：冯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 6月出版

8.《玛格丽特小镇》
作者：(美)加·泽文

译者：李玉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6 月出

版9

□鲁浩

《苦难辉煌》是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编著的一部红色
经典书籍，该书第一次把党的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
下解读，第一次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第一次
用大散文手法书写党史，第一次用通俗而又富有哲理的
语言记录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与兴起，第一次全景描绘
了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挫折走向辉煌胜利的历史画卷，
其把党的建设、发展、成长历程写得大气磅礴、荡气回肠，
把党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写得纵横捭阖、精准独到，把
缔造了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写得活灵活现、细腻深刻，可
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近年来党史研究创作领域的精品
力作，对于学习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了解传播党的历史知
识，将发挥独特作用。

有句谚语说：“那统辖思想的，比统辖城池的更有力
量。”《苦难辉煌》中，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共产党人
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而是在艰难困苦中坚定信
仰并为之迸发出来的万丈精神光芒。大革命失败，南昌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在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打击、共产
党人最困难、前景最黑暗的时刻，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
命家表现出了坚如磐石的信仰，挺起了中国革命的脊
梁。面对一支既非主力部队，又无给养援兵的孤军，朱德
力挽狂澜，站出来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
时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陈毅讲道：“一个真
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
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王尔琢则
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苦难辉煌》中，老一辈共产党人在苦难中就是如此
坚守信仰的。国防大学原校长马晓天在一次讲话中指
出：“没有精神的崛起，任何民族的崛起都是不可能完成
的！”

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共产党人投身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无惧枪林弹雨，昂然直面生死考验，用鲜血和生
命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对照反思现在我们的极少数党员
领导干部，因为一点风浪考验，就轻易迷失人生的方向，
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轻易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一点个
人私欲，就轻易背弃自己的信仰，因为一点外界诱惑，就
轻易丧失自己的原则。这些人，应该在革命先烈、老一辈
共产党人面前，长跪不起，深刻忏悔。9

□郑彦英

干净、平静的叙述，没有一点花哨，更没
有一点蹊跷，这样的语言让你感到这个世界
的平静、朴实，让你觉得亲近。这是我一直喜
欢并推崇沈从文先生的原因。这本《我明白
你会来，所以我等》，编辑用了沈从文先生的
一句话作为书名，收录了沈从文先生的《边
城》、《三三》《山鬼》等文章，对于我这样喜欢
沈从文先生的人来说，自然要收入珍藏。

《边城》可以说是沈从文先生最为人熟知
的作品，那个叫茶峒的边境小城，在故事里仿
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不管别处的人
们如何不幸挣扎，生存死亡的恐慌感都似乎
无法到达这里。热闹充满生气的小地方，妇
人聚集的吊脚楼，负责摆渡的老船夫。在那
里就连世俗最为不齿的妓女，也“永远那么浑
厚”……沈从文尽其所能把这个世界展现在
世人的面前。然而，世上终究没有真正的“世

外桃源”，即便是湘西这样一个淳朴、灵动的
地域，依然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不尽如人意：
爷爷的逝去，翠翠和傩送未果的爱情。翠翠
的母亲如此，翠翠亦如此，在湘西小城、酉水
岸边的茶峒，在这个恬静幽美的地方，一代又
一代地重复着这淡淡的爱情悲剧。

《边城》创作完成于 1931年，那正是沈
先生爱情和事业双双丰收的时期。那时，社
会动荡之后稍显平和，也让那时候的文人，
更多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先生通
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
花源的边境小城，更借助翠翠的爱情悲剧来
凸显人性的善良美好。

不哭过长夜，不能语人生，若没有经历
过青春的甜酸凉薄，也很难看懂《边城》，更
不会懂得《边城》的美。而若离开了湘西，
也自然没有那个因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
逼人而取名翠翠的女子，也自然不会有触
目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作为湘

西人，沈从文先生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
自己说“我的文学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
意的地方，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
语太多了”。在《边城》中，不仅仅在语言
上，小说的题材、人物、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都有着浓浓的湘西标记。人们读懂了翠翠
和傩送的爱情故事，也记住了那清澈见底
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
脚楼……以及那里的婚嫁、习俗、服饰和淳
朴的民风等等。

可以说，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构建了
《边城》独特而迷人的美，也让小说的人物和
情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显得鲜活而丰满。
那些特定环境下的色彩、感觉和情景，让作
品更加鲜活凸出。

长期的阅读使我对沈从文达到了崇拜
的程度，禁不住去了湘西，去了凤凰，时间就
在五月上旬，走在凤凰大街的石板路上，流
连在沈从文故居，我明白，我是在朝圣。9

□王幅明

殷人不仅在龟甲兽骨上刻写文字，也在
铸造的青铜器上铸刻文字。他们创造了甲骨
书，同时又创造了金文书。青铜器即用青铜
制造的金属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
器、烹饪器、酒器、水器等，种类繁多。青铜器
简称“金”，金文即青铜器文字的简称。

同埋藏在地下数千年之久的甲骨书被大
量发现一样，金文书也是在地下沉睡数千年
之久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从而使我们得知了
不见于古代史书典籍，或者是古代史书典籍
中误记误写的种种历史真相。

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
被称之为马家窑文化的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
遗址，1977年在这里出土了一件制造年代为
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1959年开始发掘发现的大体相当于夏
代纪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出土有青铜
器等，但都没有文字。金文出现于商代青铜
器。殷商时期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字数都很
少，一般只有一或两三个字（多为族徽字），多
的十几、二三十个字，最多的一个有47个字

（《四祀邲其壶》）。
西周是青铜器和金文书的鼎盛时期。西

周青铜器中，《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
鼎》史称我国的三大青铜器国宝；这三大青铜
器和《大盂鼎》又被称为西周四大重器。

《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以后，历经
种种艰难险阻，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大盂
鼎》291字的铭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
使我们得知西周奴隶社会中奴隶的命运，奴
隶是和车、马等物品一样，可以由周王随意赐
给贵族的。

《散氏盘》又名《矢人盘》，于清乾隆初年出
土于陕西凤翔，原藏于乾隆内府，现藏于台湾
故宫博物院。该盘铸有铭文350字，记载了矢
人将田地转移给散氏时所订的契约，是研究西

周后期土地制度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史料。
传世最大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出土于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内底铸刻有铭
文8行、111字。铭文记载了英勇的子白，受
周室之命征伐西北的强敌犷狁的事迹，是一
篇重要的史料。有学者认为，《虢季子白盘》
的铭文，就是后来秦籀文的滥觞。此盘现藏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字数最多的金文书是西周《毛公鼎》，铭
文长达497字，铭文内容是周宣王为中兴周
室，策命重臣毛公忠心辅助周室，并厚赐重
物。毛公对宣王感恩戴德，因特铸此鼎，并铸
刻铭文以记其事。这篇铭文内容与《尚书·文
侯之命》近似，因而有相当于《尚书》一篇之
称。此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翠玉白
菜、东坡肉形石并称为该院的三大镇院之宝。

2003年 1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王宁贤
等5位农民发现了一处西周青铜器窑藏，出
土有27件青铜器，在这些青铜器上共铸刻有
达4000余字的铭文，其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
个是名为《逨盘》的青铜器，铸刻有铭文 380
余字。历史学家李学勤说：“这些文字记录了
古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是极为珍贵
的文字资料。”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11代 12
位王，在以往的青铜器中绝无仅有，对西周青
铜器断代研究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9

□梦也

读美国作家乔·弗兰岑写的长篇随笔《中国海鹦》（原
发《世界文学》2015年第6期）引起了我的诸多感想。作
为自然主义保护者的乔·弗兰岑，虽侧重于叙述中国人对
鸟类的保护情况，但也在文章中流露出许多对中国的观
感，包括某些民营企业对工作环境的不重视，以及出于习
惯给作家和记者赠送礼品和红包等，尤其让我觉得有意
思的是对宁波市区一带的所见所闻。

他在文章中写道：“从面包车后座往后看，在我眼里
大宁波市地区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施工建设或者同
时在施工重建。我住的那家刚刚落成的新酒店，就建在
另一家还是非常之新的酒店的后院里，只相隔几英尺之
遥。这里的公路都很现代化，不过表面坑洼严重，好像大
家都明白这些路面很快就会挖了重铺似的。乡间到处都
在搞住房装修改善；有些村子里，很难看到门前没堆有一
堆沙子或砖头的房子。农田里到处发芽似的冒出了许多
工厂，而就在不算最新的工厂外面，正在建造的高架通道
支撑柱，又正在脚手架后面拔地而起。近年来宁波的年
（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十四左右，光是看着眼
前的一切，很快就看得累得慌了。”

这位习惯了青山绿水的美国人，置身于建筑工地般
的宁波市区，听着噪音，承受着雾霾和尘土的侵袭，多少
有点不适应，同时也有一丝不理解，尤其是对无处不在的
永不消停的建筑施工现象，觉得累得慌了。

其实这种正在大规模翻建或重建的城市现象，不仅
在江南能看到，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异。

城市化进程没错，改善居住环境也没错，但没有节制
地盲目建设，已造成今天的住房过剩，成为急需解决的难
题。

对于中国当下的建筑情形，乔·弗兰岑是这样描写
的：“房子都是块状沉闷的设计，不加粉饰，赤裸裸的样
子；只有屋顶总还留有远东特有的向上翻的轮廓线，才添
加了一份美观的气息……几乎没有看到过树干直径在二
十厘米的树。”

由整齐划一的建筑，乔·弗兰岑写到中国人的精神状
态和行为方式：“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以令人敬
佩的勤奋精神（也许不完全是那么乐观的精神状态）忙碌
着——我则再次被刚到上海头一夜的那种感觉深深打动
了。不过我那时描述成先进的东西，我现在更确切地说
该是一种迟暮；那种由现代性带来的伤感。”

这种由急速的现代化带来的伤感，想必很多中国人
都是有同感的。9

□本报记者 赵大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学会用“情怀”来
吸引人们走进影院——文艺青年们当初去看
《西游降魔篇》《美人鱼》时，嘴里常常念叨着
“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到了这个夏天，我们
去看《大鱼海棠》，因为作者12年磨一剑，非
常励志；我们去看《泰山归来：险战丛林》，因
为人猿泰山会像之前那样英雄救美；我们去
看《哆啦A梦：新·大雄的日本诞生》，看的不
是电影而是童年……然而，这些看起来情怀
满满的电影，并没有为2016年 7月的内地票
房打造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7月31日，7月全国
电影院总票房约为45亿元，虽为今年单月第
二高，但同比大降约 18%，这也是近 5年以
来，暑期档票房首次出现负增长。有分析文
章指出，对暑期档影响最大的是“票补”退
潮。所谓“票补”，简单来说就是电商售票平
台及片方“掏钱请观众看电影”，比如一张面
额30元的电影票，消费者出9.9元，片方和票

务平台出20.1元，但票房仍以30元计算。这
样一来，真正到手的利润自然大打折扣。但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吗？恐怕并不是。

无论是面对文学、美术、摄影作品还是
电影，人们都想为自己看到的东西勾勒出

一些故事性，即使是在看到毕加索的抽象
画时也不例外。当我看到一只小蚂蚁在对
它来说显得庞大的红色花朵中穿行，也会
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只小蚂蚁像极了一个
孤独的旅者在火山边缘行走。当一个人花
掉几十块钱走进影院，最让他感觉值回票
价的不是“情怀”，而是一个好故事，一个结
构严谨、逻辑靠谱、智商及格的故事。故事
决定口碑，口碑成就票房，这样的例子并不
少见，前有《疯狂的石头》，后有《夏洛特烦
恼》，等等。想在票房上有所作为，放下艺
术家的架子去讲好一个故事非常重要。

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
外，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方，仍有很多人不肯
坐下来好好跟编剧谈一谈心。近期的《大鱼
海棠》《泰山归来：险战丛林》，无不在这一点
上栽了跟头，虽然票房成绩不算差，但后继乏
力，很难再有所突破。从网友的吐槽来看，

“剧情苍白”的批评占据了主流。当“情怀”的
潮水退去，故事的短板显露无遗。用心讲好
一个故事，情怀自会溢出；故事讲不好，情怀
就无从谈起。当然，像《无极》《富春山居图》
那样引发巨大争议甚至“审丑狂潮”而票房还
创了“奇迹”的事件虽偶有发生，但在那种情
况下取得的“胜利”，未免让人觉得太尴尬。

1897年的一天，法国雕塑大师罗丹让几
个学生欣赏他刚刚完成的巴尔扎克纪念像，一
位学生布尔德尔指着雕像的手，激动地说：“老
师，您雕的这只手简直太传神了，简直跟真的
一样!”孰料，罗丹的脸上显出了一种深深失望
的表情，他拿起一把斧子，对准巴尔扎克像的
手臂狠狠砍了下去。罗丹说：“这双手如此完
美，就不再属于这座雕像的整体了。你们千万
要记住，作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能让任何
一部分比它的整体更重要!”

把这个故事放到电影制作中来看，形
式、技术、演员乃至创作者的情怀，终归都是

“巴尔扎克的手”，都要为故事整体服务。那
么，在时间和金钱都有限的情况下，面对“情
怀”、“明星”、“特效”时，一个电影制作者是
舍本逐末，还是毅然挥动“手中的斧头”？在
观众的头脑越来越清醒的当下，一个聪明的
电影制作者自会做出正确的抉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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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他的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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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之深 爱之切》
作者：习近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年 12月出版

2.《读懂中国改革》
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

中信出版社 2016年 3月出版

3.《自控力》
作者：(美)凯利·麦格尼格尔

译者：王鹏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 3月出版

4.《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
作者：李尚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 2月出版

5.《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作者：谭伯牛

岳麓书社 2016年 6月出版

6.《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
世纪)
作者：(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译者：王睿

中信出版社 2016年 4月出版

7.《领航中国》(五大发展理念案例选)
编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年 4月出版

8.《罗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作者：罗振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年 3月出版

社科类

信仰的坚守
——读金一南红色经典《苦难辉煌》

好书品读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乔·弗兰岑长篇随笔《中国海鹦》

域外文谈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沈从文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 用心讲好一个故事，情怀自会溢出；
故事讲不好，情怀就无从谈起。

● 我们去看《泰山归来：险战丛林》，因
为人猿泰山会像之前那样英雄救美；
我们去看《哆啦A梦：新·大雄的日本
诞生》，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童年……

45亿元
截至 7月 31日，7月全国电影院总票
房约为45亿元

文学类

一个真正的革命
者，不仅经得起胜
利的考验，能做胜
利时的英雄，也经
得起失败的考验，
能做失败时的英
雄！”

——陈毅

西 周
金文《虢季
子白盘》铭
文。

（根据河南省新华书店中原图书大厦
销售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