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炜

连续几天被浓重的雾霾锁在楼内，心情烦

闷。终于等到了一场雨，就在那天的傍晚，毫不

顾忌地呼吸着残存的霾，冲进了电影院。

便与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血战钢锯岭》撞了个

满怀。虽不是时髦的3D电影，却恰恰因为少了物

理的隔膜和科技的噱头而更加纯粹和动人心魄。

《血战钢锯岭》被威尼斯电影节称赞为“教科

书一般的经典大作”，以“零差评”被美国电影学

会送进“2016年度的十佳影片”之列，肯定是奥斯

卡金像奖的有力竞争者。它讲述的是二战太平

洋战场冲绳战役的一个真实故事：美国士兵、军

医戴斯蒙德·道斯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却救了

75人的生命，被授予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他也是

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活着接受此项荣誉的人。

经历的不同导致人们信仰的不同，信仰的不

同又让人们成为差异的个体。道斯是个虔诚的

基督徒，儿时的他在打架时用砖头砸晕了自己的

兄弟后看到了墙上“不可杀人”的训诫；长大后他

举枪对准了醉后施暴的父亲，虽未扣动扳机，但

他在心里已经杀死了父亲。他感觉到了暴力的

恐怖，也让他坚定了“绝不碰枪”的信条。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大批热血青年参军奔

赴前线。道斯此时有两种选择：要么留在家乡的

军需工厂上班，生命无忧；要么报名参军，开赴前

线与日军作战，未卜生死。他选择了后者。

但道斯忠于自己的信仰，不杀生、不吃肉、不拿

武器，还要在星期六做礼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道斯却拒绝拿起那支本该属于他的来复枪。

接下来的故事曲折而传奇。单薄得“像根儿

玉米”的道斯因格格不入而被长官训斥，被同伴

痛打，甚至被起诉到了军事法庭。此时，道斯又

有两种选择，要么拿起眼前的枪，哪怕做做样子

也好；要么背上拒服兵役的罪名被判刑。他选择

了后者。

影片中，在法庭即将宣判的那一刻，道斯的父

亲——一个在一战中获得过勋章、却无法走出战争

阴影的老兵——闯入了法庭，并递交了一封来自首

府华盛顿的信件。那是他的老战友、一位准将对他

儿子的网开一面。这封信改变了道斯的命运。

影片对于道斯信仰与行为的交代真实充

分。135 分钟的电影，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讲述

他的成长与爱情故事，直到部队开赴冲绳，接受

了拿下钢锯岭的任务，一切才变得严峻起来。

在好莱坞历史上，反映二战的影片比比皆

是。如《拯救大兵瑞恩》，导演斯皮尔伯格用“白

描”的手法毫不遮掩地呈现了战争的残酷与冷

血。《血战钢锯岭》中，梅尔·吉布森用同样冷峻的

视角，真实地再现了“人间炼狱”的战争景象，“把

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战争不是在演奏战地

浪漫曲，士兵们始终面临危险和死亡，时刻都在

流血和搏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凋谢，一

个个完整的家庭眨眼间被炮火敲碎。生与死，在

血肉横飞的战场显得如此的轻描淡写和无足轻

重。此时的银幕上，那个不拿枪的士兵突然高大

起来。他手无寸铁，将肉身暴露给子弹和炮火，

在美军撤出战场的情况下，他依然选择留下，把

一个个生命从死神那里抢夺过来。

那些曾经蔑视、捉弄、暴打过他的人，最终被

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过来。当他们躺在战地医

院面面相觑、寻找那个不拿枪的战友时，道斯却

又一次登上了钢锯岭。这一次，他是被大家像神

一样抬举的“拯救者”，整个连队出发的时间甚至

因他的祷告而推迟。在这里，梅尔·吉布森再一

次为信仰留足了空间。

在道斯眼中，生命至高无上，他要尽一切努

力来挽救生命。甚至，在他所救的人中，还包括

几个日本兵。

不可否认，在战场这种你死我活的极端环境

中，服从命令，遵循规矩是天经地义的。如果纵

容个体的信仰和行为势必导致秩序的混乱和效

率的低下。按世俗的目光看道斯，他是一个敌我

不分、愚钝而荒唐的家伙。但可贵的是，他坚守

着初心，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负伤的战友。

这是他的选择，更是他的信仰，却是一个常人极

不容易做到的。

与道斯比起来，那些信奉武士道的日本官

兵，就显得那样的暴力、那样的自私和毫无底线。

在影片中，与尊重生命的道斯的信仰相对的

是日本兵的信仰，他们漠视生命，看轻死亡，却是

在为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置正义与天下苍生于不

顾的天皇“效忠”。狭隘与宽容、私欲与博爱、兽

行与人道、豪夺与奉献，在这里立显高下。

不同的信仰催生了不同的行为、产生了不同

的结果。从信奉军国主义的日军身上，我们看

到，当信仰被绑架，漠视和平与公理，背离道义与

人性，且走向极端的时候，会显得多么的可怕！

有人说，没有选择就没有痛苦。从普遍意义

上说，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在面对诸多诱

惑、面临多种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左右权衡、上

下掂量、思前想后而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做

不了决断，于是，犹豫、迟疑、后悔、妄想等等诸般

烦恼、颠倒梦想接踵而来，并终于演变成痛苦，如

影随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但在道斯身上不存

在这些，他的选择明确而毫不妥协，他的价值取

向清晰而毫不模糊，他的信念笃定而毫不动摇。

因此，他肉体经受的一切磨难和痛苦，都是对其

精神的丰满和升华，都是对其行动的助推和强

化。当选择置于信仰的关照之下，一切会变得简

单起来——让信仰指引选择，让选择听从信仰。

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个体，道斯战前卑微而籍

籍无名，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会像家乡弗吉尼

亚田野的荒草一样自生自灭。他其实并没有想

改变他人，更未想过成为甘地那样传道“非暴力”

的圣雄，他只是固守着自己的信仰。也许，信仰

阻止不了战争，但信仰的存在，却可以不让战争

改变自我。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和存在的意义。

这一点，在道斯和他的父亲身上折射出不同的景

象，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的信仰

只有顺应了公平和正义，与道德和人性合拍，与

所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共生，与全人类的价值取

向同频共振的时候，才会被大众认同和接受，拥

有这种信仰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英雄，才会走得更

远。而危害社会秩序，侵犯人身权利的所谓信

仰，不管装扮得多么漂亮，都必将被钉到历史的

耻辱柱上。

战场上，神一般的道斯终于负伤倒下，他躺

在担架上，穿过战友们敬重而不舍的目光，从悬

崖上被吊着缓缓送下战场。此时，摄影机用仰视

的角度拍摄，山一般的担架几乎占据了整个银

幕，人们看不到道斯，却在以注目礼的方式送上

尊敬和仰望，也分明而真切地感觉到了担架的重

量。它不仅承载着道斯，也承载着梅尔·吉布森

的理想，更承载着观众对于真理与和平的信仰

——那是大山一样的分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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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王国钦的诗词论说集
《知时斋说诗》，2016年 12月由大象
出版社出版后，受到新诗和旧体诗词
界的共同关注。2016年 12月 27日，
河南文学院与大象出版社在河南文学
院联合为此书举行了研讨会，二十多
位省内评论家、学者、白话新诗和旧体
诗词界的诗人参加了本次研讨。

诗言志，当言什么志；旧体诗词在
现当代文学史上该不该有文学地位，
能否写入“当代文学史”；旧体诗词与
新诗是什么关系；旧体诗词在现代社
会语境下应该怎么写等，是当代诗词
创作面临的一系列重要命题。研讨会
上，王国钦以旧体诗词写家国情怀、时
代精神的“言志”主张和创作实践得到
了人们的认同；关于白话新诗与旧体
诗词的关系，与会者在回顾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新旧诗关系演变的基础
上，普遍主张当下的新旧诗创作应和
谐相处，共生共荣；而就王国钦二十多
年前首倡，并在理论拓展和创作实践
上都取得一定成绩的“度词”“新词”，
评论家和诗人们在疑义相析的同时，
一致肯定了其创新精神。9（小雨）

□申国华

电影《勇士》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宁海强执导的

一部战争片，该片以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史实为原型，展现勇士

们在敌人围追堵截中大智大勇，挑战生死关口

的非凡经历。电影在2016年10月上映后，许

多观众不由自主地感叹：“是什么力量驱使着

红军战士一天奔跑二百四十里到达泸定桥？

又是什么力量让红军战士人人争当勇士？”答

案也许很多，但，理想的力量无疑是其中重要

的一个。

由安顺场到泸定桥之间二百四十里，红

四团的将士们要用双脚走完这段崎岖的山路，

且不说路途中遭遇的敌军袭扰、忍饥挨饿等困

难，仅仅是这二百四十里山路，那是一个什么

概念？这一段，影片进行了详细描述。面对上

级下达的命令，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团长黄开

湘。从电影镜头里可以看得出，红军战士的眼

神里充满对革命的期盼、对胜利的期盼。“为了

一路上牺牲的战士，为了中央红军，我们一定

要拿下这座生命之桥！”黄开湘的战前动员，令

官兵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导演不惜用大量笔

墨描写这一场景，既是历史的还原与回放，也

是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理想信念带

给红军战士无穷的力量。

影片中的一个小插曲——俘虏的“黄皮

国军”炮手田生才的思想变化，从侧面衬托出

理想的力量。影片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可谓细

致入微：从被俘到逃跑再到勇敢作战，直至主

动申请加入红军，短短不过几天时间，思想就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是该片的一个点

睛之笔。一部电影着重描写一个被俘的国民

党军队士兵前后思想变化，是对红军战士最好

的衬托，也展现出了理想信念火种的力量。有

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其中的一件，就是

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改变一个

人的行为不难，但，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却非易

事。在田生才身上，红军做到了，不是强力的

压制压迫，更不是高官厚禄引诱，而是理想之

光的指引。

飞夺泸定桥，作为影片的压轴戏显得十

分自然。剧作用一个个特写镜头将红军战士

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形象而逼真。面对即将到

来的夺桥战斗，红军将士谁都明白，很可能有

去无回，再也见不到朝夕相处的战友。是什么

让他们连死都不怕？还是坚定的理想！影片

用二十二勇士的表现昭示人们：红军战士之所

以摧不烂、打不垮、灭不掉，是因为理想信念的

力量做支撑。

八十年过去了，泸定桥畔的战火已经沉

寂。朱德总司令回忆长征“万里长江犹忆泸关

险”的诗句，彰显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

壮烈，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长征》中也有“大渡

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与其说是“十三根铁链

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不如说是坚定的理

想信念让勇士们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夺取了泸

定桥。

二万五千里长征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今天，走好新的长征路，仍然需要坚定的理想

信念。新形势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败下阵

来，沦为腐败分子，堕入犯罪深渊，根本原因在

于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

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

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电影《勇士》回放的历史片断，就是要引导人们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只有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强筋壮骨，才能抵御各种风险和考验，走

好今天新的长征路。9

□吉水

2016年国内院线上映的中外战争片，在

票房表现上，美国进口片仍占绝对优势，李安

执导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11月上映后，

尽管在美国收获多数差评和票房惨败，却在中

国内地市场获得支持，1.4亿的票房成为该片

在全球范围内最强力的收入支柱；12月上映

的《血战钢锯岭》，以零差评在中国内地市场突

破3亿票房，创内地院线战争片纪录。相比之

下，该年度国产战争片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

在票房上与美国进口片无法抗衡，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80周年推出的一系列战争献礼片中，

《勇士》获得近 2600万票房的成绩，属于比较

好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 65周年，投资 1.5亿

的《我的战争》尽管采用了3D技术，票房仅收

获3500万，投资和收入严重不成比例。

在我们为国内资本斥巨资，在过去的

2016年以净增 8000块银幕的速度，却快速为

美国进口战争大片铺垫出一个畅行无阻、俯拾

皆钱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无语时，我们要

反思国产战争电影票房的不振。

国产战争电影票房不振，一方面有电影

本身的问题，比如《我的战争》在情节表现上既

没有校准当年战争的大背景和历史真实，上映

前的市场宣传片又出现激烈争议，给影片带来

负面影响，这方面较之两部进口的美国战争

片，就如何立意和怎样拍摄来讲，中国影人的

确应当反思并有必要向美国影人学习；但另一

方面，国产战争片票房不振也应反思院线的商

业策略，以《勇士》为例，2600万的票房成绩是

以不足百分之十的院线排片获得的。票房成

绩反映了观众的认可和口碑，而排片量则反映

了院线的商业态度，如果国产战争片在排片量

上能够享受美国进口战争片的待遇，排片量与

观众口碑也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良性互动，带来

的将是国产主旋律战争片社会效益与商业效

益的双赢。

有评论指出：对于华语电影来说，不知从

何时开始主旋律电影被人们所排斥，这本身就

是一种病态。其实病态的未必是“人们”，而应

是揣着片面商业逻辑排片的国内院线。不可

否认，商业效益是院线的生命，但不能由此罔

顾社会效益，当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

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在兼顾商业效益的

同时，倾力打造社会观影的主流价值观，塑造

社会观影人群对本国文化、历史的自尊自信和

对主旋律的认同，这衡量的不仅是院线的智

慧，更是院线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良心。更何况

很多情况下，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并不冲突

的，只是良好的观影趣味需要通过院线正确的

排片策略引导，这方面，院线牺牲些短期商业

小利而换取社会整体观影文化环境的长远改

善，收获的将是更大更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

因此新的一年，当呼唤社会观影回归主

流价值观时，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内院线

对进口大片的热衷和对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冷

淡应当有所矫正。9

2016年底，我们曾对一年来国内院线上映的电影做过一次盘点（见2016年12月30日《河南日报》“读书·生活”

版）。2017开年首版，我们再回望一下2016年国内院线上映的中外战争片。本版编发的两篇“周末侃影”，一篇针对

2016年10月上映的一部国产战争片，一篇针对2016年12月上映（至今仍未下线）的一部美国战争片。我们循着作者

的评论，透过硝烟对具体电影的内容进行思考，也走出银幕上的硝烟，对整个国内的电影市场和电影文化进行思考。

透过银幕硝烟的思考

理想的力量
——评电影《勇士》

2016年国内院线的
中外战争片

当信仰面临选择
——评电影《血战钢锯岭》

周末侃影2

2016年 12月 28日，在第四届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颁奖
大会上，河南影视集团、海燕出版社联
合出品的中小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系列
电影科教片《呵护生命 平安成长》中
的《怎样预防中小学生意外伤害》荣获
优秀科普作品银奖。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
品奖”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立，为中
国科普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科教电
影《怎样预防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以传
授安全常识、培养中小学生自我保护意
识为主题，以校园安全防范为主线，以
典型案例为警示，全面、详细地讲解了
相关安全知识和应对技能。该片自
2015年 4月推广以来，在各地中小学
校产生巨大反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益。

呵护校园安全

我省科教电影
获全国大奖

书写家国情怀

长篇小说《驴长老》
焦作首发

新旧诗坛聚首

共话《知时斋说诗》

一部由焦作市作协副主席樵声
（本名刘光宗）创作的长篇小说《驴长
老》，2016年 12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该书以焦作博爱月山寺反
复被毁而后重建的史实为依托，以血
肉丰满的人物和生动的细节，描述了
怀川人民如何在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
前的43年极乱之世，历尽离乱、创伤、
苦辛，终于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的故事，全书四十多万字，
充溢着怀川一地男子的血性和气概。
2016年 12月 28日，焦作市委宣传部
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在焦作市新华书店
艺术培训中心联合为此书举行发布
式，《驴长老》一书的作者樵声向现场
两百多名读者讲述了他创作这部小说
的初衷和经过，他说《驴长老》小说共
四十多万字，其实就写了四个字：家国
情怀。希望这四个字，能成为年轻一
代人生道路上永恒的北斗。

书影来风

另眼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