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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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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书话 影视杂谈

□万阕歌

据 3月 9日的《法制晚报》报道，近
期，一则标题为《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
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
行当》的文章火了，文章内容主要是编剧
宋方金在横店采访业内某演员，揭秘了
演员行业中不为人知的替身现象。

其实早在去年10月份的“中国编剧
脱口秀大会”上，宋方金就已经在说演员
替身的事情了，演员有手替、脚替，他甚
至和人开玩笑说可能还有臀替。

值得深思的是，因使用替身而遭到
舆论围观的，往往是年轻演员，尤其是所
谓的“小鲜肉”。甚至有消息称，这些年
轻演员不仅经常使用替身，而且即使亲
自出演，也难以真正“入戏”，更有甚者，
连台词都记不住、说不好，只能反复拍摄
或依靠后期配音。而作为大腕、特别是

老一辈演员，则鲜有发生这些问题的。
看来，这里面还是有演员敬业不敬

业的问题。老一辈演员，不仅演戏认真，
做人也踏实，容不得半点虚假。他们也
不会同时接太多的戏，他们真的把表演
以及作品质量看得比什么都重，更不要
说到处捞金、圈粉了。而年轻演员，尤其
是“小鲜肉”们，则难有这种心态与心境，
巴不得一戏蹿红，一夜暴富。他们中有
的甚至是半路出家，连表演的真谛还没
掌握，就被捧得忘乎所以。出名趁年轻，
赚钱趁当红，反而成了某些年轻演员追
名逐利的“真理”。

宋方金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替身，是整个影视行业问题的反
映，对影视行业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甚
至正在毁掉影视行业。从近期媒体报道
的情况看，替身现象的问题的确已经非
常严重了，这不能不引起各方重视。9

□王玉强

也许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缘故，我对于前
辈学者有关治学的著作颇多留意，以期得到前人
一二经验，化为己用。近读郑永福、吕美颐（均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两位先生所著《问学谈史
别录》，深受启发，感慨良多。这部近40万字的著
作，除了辑录学术文章、读书札记、演讲论稿之外，
另辑有十余篇追忆文章。这十几篇文章，长则数
万字（如《胡门问学记》），短则千余字，所述皆为问
学故事、谈史趣闻，字里行间蕴含着朴实却精深的
为人治学之道。诚如书中所载刘大年评价胡思庸

“为人治学，纯正严谨”的评语，“纯正”和“严谨”，
将为人与治学之精要，阐释得精辟透彻。

先说“为人”。一个学者要想做好学问，必须
心术正、行为端，必先做好人、走正道。何谓正
道？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大道”就是
利国利民、利于民族的大义之道。据书中记载，出
身豫北名门望族的毛健予先生，中学时代追求进
步，参与开封的五卅运动，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
系，毕业后任教开封高中。抗战期间，他曾为地方
自卫军陈曙辉部编入八路军助一臂之力。毛先生
乃一介文弱书生，若是心无道义，当时万不敢去做
这种使自己和家人濒临险境的事情。既然能够

“铁肩担道义”，当然能“妙手著文章”。文章之道、
治学之道、正义之道，原本就是一回事。

另如书中所记，胡思庸先生常以“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礼记·中庸》）的古训，警
示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切
不可耍小聪明、心存侥幸。倘若今天耍一小聪明，
得一小便宜，窃窃自喜，待到明日连本带利归还，
如何还得起？胡先生不仅对学生要求严格，更是
严于律己。他在担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时，
逢周末，只让司机开车送至郑州火车站，自己坐火
车及公交车返回开封家中，宁肯旅途劳顿，也从不
让司机开车送他回开封。此虽小事，却彰显前辈
做人的“纯正”。

再说“治学”。治学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但说到底，都离不开“学问”二字。学问者，既
学又问。一问一答之交流，一学一授之往复，传道
授业解惑，积累年之功，穷学问之极。问学之道虽
有良方万千，然无捷径可循。书中记载师长所授
种种治学之法，均以认真严谨为要。例如胡思庸
先生，他提出“不疑处有疑法”“追根溯源法”“穷追
不舍法”“文献笔记法”“穷尽材料法”，等等。除师
长所授之法外，同辈学友之间研讨切磋，或启发，
或求证，或争论，唯求一“真”字而已，此亦治学不
可或缺者。

前辈学者为人之纯正,治学之严谨，如车行之
辚辚。后学之辈循辙而行，修养品德，传承严谨求
真之学风，实乃前辈之期许，吾辈之职责！9

□李娟

《灵根自植——台湾眷村文学与文化研究》，是
一部研究台湾眷村及眷村文学的学术专著，作者李
孟舜（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以当代台湾的眷村
作家及作品和台湾新电影为考察对象，在时代的脉
络中书写和延展对成长经验的探讨、对台湾历史的
反省，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观照。书
中对大量眷村文学及部分影视作品的分析与研究，
形成了一种对历史的诗性钩沉，冷峻的反思下潜藏
着可贵的人文亲和力。该书所描绘的文化乡愁下
的记忆图景，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有益的文化启迪。

眷村既是特殊社会的产物，又是一种人为的文
化地理空间。它成为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赴台湾
的离散漂泊的内地人选择的暂居之地，又在无可奈
何中成为他们心灵的故乡。眷村文化也在某种程
度上由于地缘文化背景而在自然、人伦、故国等层
面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意识。《灵根自植》对眷村及
眷村文化的形成背景，包括它们在社会政治、文化、
地理、历史中的独特价值给予了充分介绍。

眷村文学弥漫着中国传统乡愁的思绪与血脉，
并在特殊的人文语境中融注了新的历史内容与文
化因子。从眷村作家的一些作品中不难发现，政治
隐喻不仅仅被作为一种修辞，更多意义上已经成为
一种思维方式。

无论是眷村文学还是眷村文化，都是按照中国
文化的母体模式建构起来的，不可避免地都具有对
原籍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并被打上深深的文化
印记。《灵根自植》用了较为大量的篇幅去探讨作为

“共同体”的眷村社区在文化意识层面的驳杂性，以
及眷村中人在与大陆人群离散后不断找寻文化身
份的过程。

文化记忆实质上是对历史进行的一种重构，是
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身历史
的经验性记忆，同时也成为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建
构。

就某种程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文本都不能被
简单地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仅仅是接受者主观情
感、社会问题影响下的历史记忆的产物。《灵根自
植》中所涉及的，无论是第一代眷村人的离散记忆，
还是第二代眷村人的逃遁记忆，都成为强化民族文
化记忆的重要因子。外省第二代作家在眷村中的
成长以及自我身心放逐之后的守望，无不为建构个
体的记忆与集体记忆提供了相对较为明晰的轮廓，
同时试图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深切探寻。

《灵根自植》将具有代表性的眷村文学及影视、
戏剧等作品进行的图谱式梳理，为文学研究建构一
种更为开放的文本观念进行了积极努力。而大的
社会历史变迁包括社会思潮对于眷村作家的精神
解构及叙事模式的深层影响、眷村文化在新世纪如
何被形塑为台湾文化的“活态历史”，这些问题自然
也为接下来的探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9

□姜亚君

读完多位名人推荐的阿图·葛
文德的《最好的告别》，我不由得对
作者阿图·葛文德医生肃然起敬。
这本书让我觉得好、进而觉得读完
后应该写点什么的理由有三：

主题贴近时代。在全球老龄
化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背景下，
作者选择了常人往往不愿面对的
话题——衰老与死亡为这本书的
主题，十分贴近时代。阿图·葛文
德是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
的外科教授，多年的职业经历，成
就了他出色的医术，也促使他思考
医疗与人生的关系。他深知，医学
再怎么发愤图强，依然无法摆脱最
终的结局，那就是永远也无法战胜
死神，生命的最后一课必定是衰老
与死亡。于是，他把目光聚焦到了
对人类的衰老和死亡逼近的应
对。“人不仅想活下去，对大多数人
而言，比活着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品
质”。现代医疗造福人类，同时带
来了过度治疗等一系列新问题。
医学进步了，然而，医疗的作用有
时也越来越扭曲：不遗余力地对接
近生命尾声的病人进行干预、控

制、治疗、抢救，除了浪费资源，它
多半剥夺了患者临终的生存意义，
并为患者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痛
苦。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作者
提出的“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
朋友的联系，保持清醒的意识，不
成为他人的负担，实现其生命具有
完整性的感觉”的观点，值得每一
位临终长者及患者的家人深思。

行文自然亲切。用身边一个
个鲜活的实例来诠释衰老与死亡，
阿图·葛文德就事论事，没有任何
煽情痕迹的写作与叙事手法，使他
手中的笔娴熟得像他手中的手术
刀。在书中，作者写到了他的父
亲、几位亲戚、罹患绝症的病人以
及他们的亲友，还写到了对患者不
同的治疗或护理途径以及不同的
养老送终方式等。他从多年的外
科医生经验出发，讲述了一个个关
于衰老与死亡的故事，梳理了美国
社会养老的发展历程以及医学界
对末期病人的不当处置。阿图·葛
文德不只为我们讲述了死亡，讲述
了医药的局限，也阐述了如何自
主、快乐、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之
终。在我看来，作者不论是对事例
的客观描述还是对生命的理性思

考，无不饱含着深切的人道关切。
面对绝症、面对衰老、面对死亡，作
者以平静而流畅的文笔，向读者展
示了他面对生命临终状态的坦然，
读来无不让人深思。在我眼里，这
是最高一级的写作——岂止写作，
实是最高一级的人生态度。

理念发人深思。作为一名医
生，作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关
注的不仅仅是医术和医疗本身，
他用他对临终病人的人文关怀让
读者感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虽
然本书讨论的是绝症、衰老与死
亡，但贯穿本书的思想内涵远远
超出了这些，覆盖了整个生命的
历程。在阿图·葛文德医生的书
中，不论是对老年病的诊治，还是
临终谈话的方法，尤其是他对“善
终服务”“辅助生活”和“生前预
嘱”等一系列理念的推崇，都有许
多我们需要学习与深思的地方。
我国目前已经快速进入老年社
会，在人生最后的阶段，老年人可
以有更好的生活，也应该有最好
的告别。这本书，我相信一定会
给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以
启迪与参考。

向阿图·葛文德医生致敬。9

□孙仲

好的音乐作品可以和世界对话。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赵季平在
接受媒体专访时如是说。

赵季平说，电影音乐创作是很严谨
的工作，好的电影音乐拿出来能够实现
和世界对话。比如电影《霸王别姬》《黄
土地》《红高粱》，这些重点的、中国当代
的影片，它们的音乐实际上就是用中国
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和世界对话。

用好的音乐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国
老的影视作品中不乏其例：提起电影
《上甘岭》，很多人就会唱起歌曲《我的
祖国》；一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很多
人就会想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看到
电影《铁道游击队》，很多人就会哼出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而电视剧，同样如此，比如《便衣警
察》中，刘欢演唱的那首《少年壮志不言
愁》，一直流传至今；还有《渴望》中的
《好人一生平安》、《篱笆、女人和狗》中
的《篱笆墙的影子》、《外来妹》中的《我
不想说》、《赵尚志》中的《嫂子颂》等，都
曾在歌坛掀起过一阵风，至今还被传
唱。至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
记》《水浒传》的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枉凝眉》《敢问路在何方》《好汉歌》等，
更是深受好评……伴随着电视剧，一些
歌曲或乐曲流传了开来，甚至成为经典
名作。

然而，和早期影视音乐蓬勃发展相
比，近些年来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尤
其是影视歌曲能够一炮而红、广泛传唱
的，实在很少。中国电影家协会曾搞过
一个百年中国电影评选，其中评选出了
百部电影歌曲，在这一百首歌曲中，几
乎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的电影歌曲，进入九十年代后的电影歌
曲很少入选。

这折射出一个现象，那就是早期
的影视音乐地位较高，而现如今，影视
制作单位越来越不重视影视音乐，尤
其是影视歌曲了。正如著名作曲家王
黎光所言，国内影视音乐往往处于“被
歧视”的位置，由于投资方的压力，影
视音乐成了“弱势群体”，有些影视剧
拍摄结束后才临时找音乐家谱曲，这
样，音乐跟影视作品形成两个体系，无
法融为一体。

这方面，港台地区做得比较成功，
像《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
情》《上海滩》《酒干倘卖无》《在水一方》
等，都是红极一时的港台影视歌曲。而
且，港台影视歌曲几乎每个时期、每个
年代都有精品出现，比如《新白娘子传
奇》中的《千年等一回》，《情深深雨蒙
蒙》中的《好想好想》等，就是后来新出
现的影视好歌曲。

内地影视音乐的创作，概括起来说
大致有这样一些问题：一是不重视，好
多影视剧不配歌曲；二是好多影视剧虽
然配了歌曲，却没有特色，难以流传；
三是有些影视剧“吃现成”，借用已经流
行的歌曲作为主题歌或片尾曲，比如
《温柔陷阱》选用韩红的《那片海》、《王
屋山》选用江涛的《愚公移山》等。

有些影视歌曲虽然动听，但歌词欠
佳，格调不高，同样深受诟病。尤其是
一些帝王将相的影视作品，其歌词之阿
谀奉承简直让人肉麻。比如《汉武大
帝》的主题歌，居然出现“你燃烧自己，
让自己化成灰烬”这样的歌词。而《江
姐》《洪湖赤卫队》之类翻拍剧，竟然套
用原来的《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等
老歌作为主题歌或插曲。能在故事情
节、人物设置等方面大刀阔斧地二度创
作，为何不能重新创作一首主题曲，非
照搬原来的歌曲不可呢？是因为原来
的歌曲太好，还是因为现在的创作水平
太差？这个问题无疑值得深思。9

近年来，河南省学界渐有打
造“中原学派”的提法，其目的是
要整合河南学术力量，发展河南
社科研究，打造自身文化名片，
为河南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智力
助推。中原学人是“中原学派”
的天然主体构成，本期读书，选
评分别工作在河南社科院所和
高校的两位中原学人的著作，以
期引发读者对中原学人著作的
更多关注。

向一位好医生致敬
——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读后感

为人须纯正
治学须严谨

历史记忆中
的文化乡愁

替身现象
应引起各方重视

用音乐佳作
与世界对话

左图：老电影
《上甘岭》剧照，坑
道里，志愿军战士
唱响了著名电影
歌曲《我的祖国》。

右图：老电
影《冰山上的来
客》剧照，《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
《怀念战友》都是
这部电影脍炙人
口的插曲。

《问学谈史别录》，郑永福、吕
美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7月出版

《灵根自植——台湾眷村文学与
文化研究》，李孟舜著，河南人民出版
社2014年12月出版

读一点河南社科人的书

《最好的告别》，阿图·葛文德著，
彭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7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