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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幅明

其实，战国时代的简册典籍，早在汉代和
晋代，就有过两次极为重要的发现，遗憾的是，
由于后世战乱，原件全都失传了。

1925年 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
次著名的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
之学问》。他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
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
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
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
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
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载《静安文集
续编》）王国维所说的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的
前两项，即汉代和晋代发现的战国时代的简
册典籍。

孔子壁中书，亦称“壁经”，是相传于汉代

出自孔子宅壁中的竹简古文经传，事见《史
记》《汉书》等书。《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
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
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
《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
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
未列于学官。”（中华书局标点本）这些书籍应
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
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
《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
《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
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
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
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
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
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

仍然没有结束，孔子壁中书发现的深远影响由
此可见。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所收的“古
文”，大多来自壁中书。

汲冢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今卫辉市）一

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
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
碑》。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
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
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
者校正为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
国的历史，按年编次，人称《竹书纪年》。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重大。前述王国维讲
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
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
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
《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
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
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竹书纪年》的
影响远不止此，当代学者钱穆、杨宽等人都是
利用《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六国年表》的，
这是王国维所未能看到的。9

□张成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
类型：充满乡土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秋菊
打官司》《红高粱》，和大投资、大制作、画风惊
艳的商业作品，如《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以
及如今这部新鲜出炉、广受关注的《长城》。前
者常被奉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作品，后者却饱受
非议，时常被斥为烂片。

早在影片上映之前，就有不少人评论说：
“看这个演员阵容，就知道会是一部烂片。”私
以为这种说法既有失公允却又不无理由。首
先，让演员为一部电影的失败背锅并不合适，
哪怕是在偶像经济盛行的中国电影市场，演员
之于一部电影，始终都是处于食物链底层，真
正对一部电影起决定性作用的总是导演。然
而也正是因此，选角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
导演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长城》的演员涵盖
青中老、实力派和偶像派，任何一个演员都有
雄厚的粉丝基础，都能或多或少地拉动票房增
长。遗憾的是此类选角所考虑的往往并非演
员的表演功力，而是他们能否吸引更多的粉丝
走进电影院，因而总是传达出浓厚的圈钱气
息，也无怪乎观众早早就放低了对它的期待。

张艺谋在拍摄《长城》时曾说，要把这部电
影拍成能够走出国门的“爆米花”。但凡看过
张艺谋早期作品的观众，是很难不被他曾经的
才华所打动的，如他这般满腹才思的导演，想
必也在骨子里对充斥当今电影市场的“爆米
花”有几分不屑。可想要拍出一部叫好又叫座
的“爆米花”电影却极其不容易，不只需要有拉
动票房的演员阵容、炫目的特效，更重要的是
一个简单明了但又包含“起承转合”各个元素
的故事，以及一些能让观众拍案叫绝的创新。

一部“能够走出国门”的电影，自创作开始
的那一刻起就肩负着一个责任——将中华文
化展示给世界。这也正是《长城》令人哭笑不
得之处：一部以长城为背景、讲述中国一支神
秘部队抵御妖兽入侵、保家卫国的电影，其剧
本却是由清一色的外国编剧撰写。这几位编
剧的创意和想象力也仅仅止于《冰与火之歌》
的水平，把《长城》中的饕餮替换为异鬼，禁军
替换为守夜人，汴梁替换为君临，整个故事可
以无缝转换至美剧《权力的游戏》而毫无违和
感。不客气地说，这几位编剧的作品是失败
的，它完全就是一个披着国风皮的西方魔幻
故事。

《长城》最令人失望的正是这种由生硬的
情节转折和呆板的人物塑造拼凑起来的、以欧
美视角来描绘中国却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糟糕故事。由马特·达蒙所饰演的男主角，在
同景甜所饰演的女主角一起不痛不痒地谈了
些“信任”之类的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后，便从杀
人如麻、只为钱卖命的雇佣兵摇身一变成为一
个重情重义、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决果断且不惜
牺牲自己的英雄。这种纯粹为了推动情节发
展的转变，根本经不起观众的推敲，只会成为
剧情的短板。至于作为片名的“长城”，除了由
一个精彩的长镜头展示了其中精妙的机关、秀
出了张艺谋最热衷于使用的人海战术外，并没
有太大的存在感。此片名为“饕餮”或许更加
切题一些，铺天盖地如蝗虫过境般汹涌而来的
妖兽们才更像主角，它们在《指环王》中叫半兽
人，在《权力的游戏》中叫异鬼，在《魔兽世界》
中叫燃烧军团……它们能在太多的西方传说
中找到同胞，却唯独和《山海经》中的正牌饕餮
看不出多大的关系。

总而言之，《长城》是令人失望的，它没能
跳出“中外合拍必定扑街”的魔咒，既不是令观
众眼前一亮的“爆米花”，也未能传达出厚重的
中华文化底蕴。它严守规则与套路，不敢越雷
池半步，因为不渴望突破便不需要创新，不尝
试创新便不会犯错误。在《长城》这么一部宛
如流水线产品的电影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出
那个能拍出《活着》《菊豆》的导演的影子，张
艺谋在高投资、大制作等压力的桎梏下，小心
翼翼地拿出了这么一部外表中规中矩、内容空
洞无物的商业电影，俨然已经从中国电影的领
军艺术大师，沦为流水线生产设备上的一枚螺
丝。9

□吉水

在11月票房平淡收官，12月的贺岁档
还未充分拉开大幕前，郑州和洛阳两地的民
间观影团体举行了一次文艺短片的观影联
谊。12月4日，由洛阳电影资料馆举办“短片
单元集锦”放映活动，共放映来自“西宁·
FIRST青年电影展”的七部短片，分别是《露
西亚》《牛奶计划》《蜕茧》《牲口》《生命线》《野
孩子》和《造化》。这些短片，作者皆是当今中
国在电影领域进行实验探索的青年人，他们
的作品无论成熟度怎样，却都艺术风格鲜明，
充满了创作的勇气。来自郑州“电影之光”观
影团体的影友与洛阳电影资料馆的影友，把
70平方米的放映室挤得满满当当。在整整
一下午的时间里一口气看完了七部短片后，
影友们分别发言，交流了观感。

如下是关于七部短片的一些个人观感，
影友们基本认同：

《露西亚》，剧情短片，片长20分钟。以
捷克当代社会为背景，讲述一个少女和男友
赌气，独自驾驶摩托车出游，却遭遇骗色骗
财。影片在简短的时间里，以一个简短的故
事，完成了一个少女的成人礼，而她所在的社
会给予她的第一份成人礼物，是欺骗。当代
捷克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就借此被撩开一
角，而撩开这一角的电影作者，是正留学捷
克，学习剧情片制作的年轻的中国电影人李
冉。

《牛奶计划》，剧情短片，片长 27分钟。
以香港为故事发生地，写一个幼儿园为准备
一场面向社会的汇报演出排练节目的过程，
其中一个新来的青年男教师的教育方法和
包括女校长在内的幼儿园老师们的教育方
法迥异，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冲突。由此让人
想到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太多弊端。而镜
头的运用、场景的设置、人物的化妆，都别出
心裁，加上主要演员的表演，让人充分感受
到年轻导演不凡的调度技巧。

《蜕茧》，剧情短片，片长15分钟。仍以
香港为背景，讲述一个中年女人面临丈夫出
轨、自己在小三面前的失落，终于在一次遭
遇丈夫家暴时，误杀了丈夫，由此却引起因
饱受压抑而变异了的心理的彻底爆发。片
中血腥镜头震撼力强大，是生于香港的年轻
导演向前辈创立的类型片的致敬，还是一种
特定社会环境内充满戾气的情绪流露？引
人思考。但无论如何，出于净化社会视听、
避免诱导残忍犯罪的原因，此类影片是不宜
多拍多放的。

《牲口》，剧情短片，片长17分钟。讲述
河北太行山区一个小村里，孤独的父亲为给
在城里上大学的儿子买电脑，四处筹钱不
得，只好借高利贷，然后被迫卖驴还钱的辛
酸故事。短片采用了黑白片的形式，是一种
底层灰色生活的表达吗？而人与驴相依为
命的沉郁气氛竟使笔者想起诗人臧克家半

个多世纪前反映北方农民艰辛生活的那首
短诗《老马》。

《生命线》，剧情短片，片长16分钟。似
乎故事也是发生在燕赵之地的太行山区，荒
凉的村落，家家落锁，户户空巢。片中只有
一个人物，背起搭链神神道道挨家挨户打开
门锁，替各家主人算命，这些主人，或已经死
去，或已搬到城里生活。算命者给空空荡荡
的家家院落、整个村子的屋树都贴满了符
帖，预言这些出走家园的孤魂野鬼将要大祸
临头。影片的末尾，由远而近的声音越来越
震耳欲聋，营造的气氛撼人心魄。一场独角
戏，一场独幕剧，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一篇
神神道道的说话，仿若一篇对现代化进程的
谶语，背后是年轻的电影人对现代社会生活
的忧患和诘问。

《野孩子》，剧情短片，片长25分钟。还
是燕赵农村，一个留守孩子守着垂老的奶奶
过活，木讷的性格是先天的遗传还是后天环
境的塑造？但这性格带给他的是同学的嘲笑
欺侮。他没有反抗，常把心思放在一盆水和
水里的金鱼身上，他把自己的脸浸入盆水中
体验憋闷，把鱼捞出水或埋在土里观察鱼的
憋闷，人物内在的意识通过这种怪异行为外
化。还有就是对流浪乡村的戏班中一个男旦
产生的莫名亲昵感，不过最终蔓延到农村的
流行音乐驱逐了传统戏班，留给他的，是短暂
的心灵温暖后，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一个人
在田野里的冷清和孤独。

《造化》，剧情短片，片长50分钟。剧情
终于落脚到了北京。北京一处胡同里的院
落，一个年轻人，守着父辈传下来的这座宅
子，拒绝走出胡同，拒绝走向现代化的高楼生
活。他既不好高骛远到现代都市潮流中冲
浪，又不脚踏实地走进工作或置一份实业，他
把自己悬置在生活的半空中，是王朔笔下曾
有过而在新时代变异了的新一代顽主，又处
在昆德拉笔下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
而他在这种悬空里给自己编织出的是一个自
己突然死后又轮回往生到家中各种物事上的
荒诞故事。细心体会，他演绎的情节的荒诞
未必不含沉重在里面，因为到最后，他编织的
故事结局是他的这份祖产宅院被两个当下属
的朋友联合算计，他的死去，就是这份算计的
牺牲——一种生存的不安全感不是明摆在其
中吗？与二十年前王朔笔下轻松胡闹的顽主
相比，今天皇城根下的新一代顽主们在急遽
变迁的社会里已开始忧心忡忡。

小结：
以上短片，除一部取材捷克、一部落脚京

城，剩余五部，两部来自香港，三部来自河
北。燕赵之地青年导演的创作实力和这一地
域的文化潜力引人注目。对比之下，就期望
将来的文艺短片中，有越来越多的作品是出
自河南青年电影人之手。而河南青年电影未
来的力量在哪里呢？官方的制作团体和业已

上路的独立制片人外，眼前资料馆里郑洛两
地这么多青年观影者中或许也有潜藏。

回到集中放映的这七部短片中，艺术手
法的大胆借鉴和运用且不多讲，令人鼓舞的
是这些短片虽称文艺，但几乎所有作品都把
观察的眼光投向了现实社会，关注的侧面、观
察的角度可以不同，相同的是都有青年电影
作者们对当下社会严肃认真深入的思考。比
较当下为商业电影津津乐道的那些宫斗片、
武侠剧、玄幻剧或其他类型剧，这些青年电影
作者们的创作热情和态度、艺术实践和探索，
虽未必成熟，但他们及其所代表的创作群体，
或正是未来为中国电影赢得荣誉并藉以使未
来的中国电影维持在一种较高水平线上的希
望和生力军，因此是十分值得关注的。9

□本报记者 赵立功

短片电影，包含微电影在内，这是两个通常搅

在一起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但它们有许

多共同特点，简短的制作，通常是青年电影人或者

年轻而有志于投身电影艺术的文艺青年们表达自

我，进行电影艺术探索、实验或进行电影拍摄练

习、准备的平台，与汹涌的院线商业片相比，这类

短制少了商业的功利，多的是对艺术的真诚，它们

因此无缘商业院线，无缘大众，只得沦为小众。但

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和文艺团体也正通过政

府主导或投资、举办各类专题艺术节或评奖活动，

积极扶植、引导短片、微电影的发展，并使之在构

建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由青海省

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国内

唯一一个专注推广青年电影人及其作品的国际电

影节——FIRST 青年电影展，就设有“最佳短片”

竞赛单元，该电影节现在已成为青海省的一张文

化名片。

即将过去的 2016 年，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

组织和引领全省影视艺术工作者，在打造以立足

河南、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影视创作实践中，取

得了一定成就。今年 4 月，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微

电影工作委员会全程指导，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

会承办的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第二届“根亲

中国”微短片大赛在郑州举行。大赛受到广大“拍

客”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来自北京、天津、福建、陕

西、河南等省（市）的应征作品 300余部，从不同的

角度传播了“根亲文化”“黄帝文化”。参赛作品

中，有 6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微短片获得

本次大赛金、银、铜等奖，其中河南选送的微电影

《回家》还在其后第十二届中美电影节上获得“金

天使”奖。

今年 11月，在云南临沧举行的由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等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亚

洲微电影艺术节系列活动上，经我省影视家协会

组织、遴选、再加工报送的微电影作品有 3 部获

奖，其中《这是谁的母亲》获得金奖，《缘遇晋中》获

得银奖，《章起章落》获得铜奖。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引导短片、微电影创作的导

向，促进短片、微电影健康、有序、繁荣发展，以高质

优秀的作品服务河南影视艺术的发展繁荣，这些应

是河南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电影人士共同的追求。

值得欣慰的是，河南民间的短片、微电影活动也正在

逐渐开展起来，除许多民间小团体组织的观影和研

讨活动外，一些民间电影人士也已经开始短片、微电

影的独立制作，并尝试参加全国性的电影展映和交

流活动。

希望并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观影大

军和短片、微电影的制作队伍中来，共同浓郁河南

的电影文化氛围，成为繁荣河南当代电影文化、建

设河南文化大省的一分子。2

短片电影《造化》海报

短片电影《露西亚》海报

《长城》：
一个披着国风皮的
西方魔幻故事

壁中书与汲冢书

短片及微电影的
河南现在时

延伸思考

短片的观感

书的历程（10）

周末侃影

短片电影《牲口》海报短片电影《牛奶计划》海报

微电影《回家》海报

电影《长城》海报

山东曲阜孔宅发现古文经传的鲁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