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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军事题材电影《铁血
英魂—杨靖宇》历经三年摄制，近期
完成，3月 20日，该片导演吕小龙
携部分主创人员来省会郑州奥斯卡
曼哈顿影城举行了看片会。

《铁血英魂—杨靖宇》讲述了以
杨靖宇为首的东北抗联将士同日寇
在白山黑水间进行殊死战斗的壮烈
故事。杨靖宇是从河南走出的著名
抗日民族英雄，他是鄂豫皖苏区及

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
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东
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
早、坚持抗战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
武装，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
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
民族解放的重要武装力量。在长达
14年的艰难岁月中，东北抗日联军
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
卓绝的斗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

砺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看片会上，导演吕小龙介绍了《铁血
英魂—杨靖宇》的拍摄经过，认为该
片的拍摄放映对于教育和引导中国
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激发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铁血英魂-杨靖宇》已
进入3D制作。9 （文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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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周末侃影

□万阕歌

有一个电影奖项，并非表彰先进，
而是评出年度最令人失望的影片、影
人。这个让一部分人扫兴的奖项，就是
被誉为中国“金酸莓奖”的中国电影金
扫帚奖。

3 月 19 日晚上，第八届中国电影
金扫帚奖揭晓，《封神传奇》《澳门风云
3》《摆渡人》三部影片在两轮票选中高
票当选，摘下 2016 年“最令人失望影
片”称号，《摆渡人》的导演张嘉佳和《澳
门风云3》的导演王晶成为当晚的“大赢
家”。吴亦凡和景甜分别获得“最令人
失望男演员”和“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称
号。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颁奖礼迎来了
第一位亲临现场领奖的导演郑来志，他
执导的《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获得

“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
前几届金扫帚奖颁出的“扫帚”均

无人认领，主办方和网友一次次对是否
有获奖者打破现场领奖零的纪录充满
期待，结果又一次次地失望。这一次，
终于有人勇敢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者”，令人惊喜。仅此，我们就应该
为郑来志导演点个赞。

敢来领金扫帚奖，需要莫大的勇
气。据组委会透露，他们曾试图联系获
得“最令人失望男演员”的吴亦凡，但其
工作团队表示，当天吴亦凡在国外工
作，无法赶来领奖，但他表示一定会努
力提高自己的演技。至于导演王晶，直
接回应说没兴趣；另一位获奖导演刘镇
伟，则一直保持沉默。

作为金扫帚奖创办 8年以来第一
位亲临现场领奖的导演，郑来志在观
众的掌声和笑声中走上舞台，发表获
奖感言:“这个奖会成为一座警钟，给
我前进的动力和压力，希望以后拍的
电影能越来越好。”获得金扫帚的确有
些丢人，但像郑来志导演这样敢于直
面批评，勇于自省和自嘲的精神却值
得鼓励。

有一年，因《杨门女将》一片而入围
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奖名单的
任贤齐直言，入围金扫帚奖的确让自己
受到了刺激，他决定开始减产，集中火
力推精品。这种坦然面对现实的态度

一度受到好评。这也表明，金扫帚奖评
选落到了实处，产生了应有作用。

对于评选金扫帚奖，有些人可能持
有异议，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很有必要，
它对鞭策电影工作者，激发观众参与意
识，从而提高影片质量和观众欣赏水
平，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评选金扫帚
奖，无疑给有些电影人当头一棒，甚至
会让某些人难堪。但谁又能说这么做
过分了呢？无视观众利益，或把观众欣
赏水平看低了，难免拍出劣质影片，难
免遭到观众非议，直至被评为“最差”！

更为遗憾的是，好多电影人对于金
扫帚奖评选活动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
顾。作为电影人，最需要的是良好的心
态，有了良好的心态，才能正视不足，找
准差距，然后加以改进，不断提高个人
修养及水平，最终拍出高质量的影片
来。在舆论面前，只想听好听的，不想
听不同意见，甚至拒绝批评，不管怎么
说都不是好态度。对于媒体评选金扫
帚奖，为何不能积极待之呢？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嘛。果断去认领“小扫
帚”，并不跌份儿，反而说明你有勇气正
视自身不足和有信心改进不足，这样，
更能赢得观众的信赖和支持。刻意回
避，不是电影人应有的风范。

所以最后想说，哪一天电影人都不
惧怕金扫帚奖，敢于接受被评最差的现
实，说明他们的心态调整好了，那将是
令人欣慰的事。也可以说，到了那个时
候，电影人都有了更大的荣辱感，就一
定能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来。9

□遐迩

现在，我国的电影生产量很大，能上

映的电影未必都是好影片，观众稍不小

心就可能为烂片贡献了票房，因此建议

电影专业人士多给观众些建议。目前，

央视的电影频道开设了《今日影评》栏

目，《今日影评》虽然着眼的是影院新上

映的影片，但对影片的具体评价并非好

就说好，差就说差，而是有为片方背书之

嫌。观众不需要这样营销式的假评论。

《今日影评》应像金扫帚奖一样，着

眼于艺术，着眼于观众，着眼于电影事

业，做良心评论，引领观众去欣赏优质电

影，不要让观众为烂片贡献票房；《今日

影评》应像金扫帚奖一样，把当下的劣质

电影指出来，并给优秀影片点赞，进而提

高中国电影的质量，帮助中国的优质电

影走向世界。

希望央视这档影评栏目能成为观众

观影的风向标。9

□朱辉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上线后
获得大面积叫好，于是去影院观看，于是
又一次深刻理解了为什么被舆论一致叫
好的希拉里会败给特朗普，这年月“口
碑”往往是靠不住的。

按照“口碑”的说法，《侠盗一号》又
采用了一些最新高科技，然而对于非专
业人员，视觉体验并不明显。与之前的
太空科幻片一样，飞行器依然是那样的，
太空城市也依然是那样的……太空居住
区里的贫民窟远看照例像地球上的索马
里，街巷酷似中东某些落后国家。太空
战舰与《星际迷航》或者《星球大战》系列
其他影片同样差不多，常规武器这么多
年也未见多少改进。还是那熟悉的味
道，熟悉的感觉，于是我周边有几位观众
睡着了。

最近几年的科幻片有两部标杆作
品，一是《阿凡达》，二是《星际穿越》。《阿

凡达》故事情节简单，特效做得美轮美
奂，靠“颜值”（视觉效果）取胜。《星际穿
越》则有着烧脑的情节，能让人反复看几
遍，琢磨其中深意。

和大多数科幻片一样，《侠盗一号》
故事非常简单：银河帝国的高压统治下，
义军奋起反抗，琴·厄索为了报家仇以及
维护宇宙和平，和若干义军战士一起盗
取死星设计图，最后正义战胜邪恶，坏人
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没有卧底也没有反转，结局是可以
预想到的，过程也是程序化的，没有任何
悬念，《侠盗一号》显然只能以视觉效果
吸引观众。可是与近年来众多同类型影
片一样，其特效与《阿凡达》相比，起码是
无法让人惊艳的。全剧大部分时间灰蒙
蒙的昏黄色调，不知道是不是预言未来
的宇宙也会充满雾霾。这样的色调显然
会让戴着 3D 眼镜的观众产生视觉疲
劳，有人睡着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中国观众，最吸引人的看点自

然是甄子丹和姜文，两位的演技不负众
望，号召力也足以为该剧增加中国票
房。相较之下，甄子丹演的奇鲁更出彩
一些。从这个角色可以看出西方人对
于中国人的印象，中国功夫加鸡汤控。
中国功夫依然赏心悦目，不过一根“打
狗棒”，一套拳脚可以击败高科技武器，
看起来颇有些违和感。所以每次甄子
丹使出“打狗棒法”，观众席上总会隐约
传来笑声。好在他一直念念有词的“原
力”并没有让他刀枪不入，最后他还是
牺牲了，终于没把这部科幻片演绎成神
剧。

科幻片发展到今天，似乎到了一个
瓶颈。如何突破原有的模式，在故事情
节、特效、拍摄理念上都能有所创新，是
科幻片创作避不开的难题。与其他类型
影片不同，科幻片最不能求同，必须不断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果科幻片让人
觉得老了，暮气沉沉，那离被抛弃也就不
远了。9

□陆建明

在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前，
我先大致看了下书的题记，三峡、
苏州、庐山、成都，这些地名展现眼
前，凭意象判断应该为旅记散文。
当我进一步触及内容时，发现它与
其他旅记有本质的区别，并掺杂了
过多的文化标签，使得文字变得厚
重大气，富有历史的内涵，几近学
术的成分，颇有可读性和研究价
值。

凡人心理，旅游本是件轻松之
事，是一种心情的放飞，缘何要用
一个“苦”字？其实，余秋雨的旅行
不是单纯的游览，我们可从书中看
到，他行迹遍于祖国的大江南北，
并非旅游休闲、走马观花似的参观
景点，他在游历中寻访民风，去博
物馆查阅资料，循历史相关的脉
络，论证与古迹相连的文化渊源，
然后著书立说，撰写文章。就如他
在“庐山”一文中写到的：“我一次
次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
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这艰苦
的旅程岂止一个“苦”字所能言尽，
其中蕴含着一种探知、挖掘历史的
过程。

说到宁波的天一阁，我早先在
周建人的散文里读到过，那时并不
知道天一阁是做什么的，后来在余
秋雨的文章中得到详尽的解答。
作为明清以来江南著名的藏书楼，

我对它的敬重和向往又添了几
分。喜欢它，不仅因为我也爱书，
重要的是不久前，我在南京的甘熙
故居参观时，也看到一幢藏书楼，
名为“津逮楼”，觉得这两座江南的
藏书楼极其相似，创建皆为明清文
人，又官阶相当，年俸为他们的藏
书奠定了相当深厚的财力基础。
最终，他们的藏书都不免遭受相同
的厄运，即城池在战乱中被攻克，
多数家珍遭受毁窃。余秋雨的文
字又让我记住了一位藏书家范钦，

还有他的儿子，面对父亲遗留的万
两白银和一楼藏书，他毅然选择了
精神财富——书籍。我以为，藏书
是份雅趣，以致范钦父子的行为让
我敬畏。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诗意
的西湖遍布着历代文人的足迹，
也留下不少赞誉西湖的文字，再
写已无新意。余秋雨偏偏又为西
湖再添新的笔墨，他笔尖触及的
不是西湖的景物，也绝非从自己
的抒情角度来写，而是通过与其
有关的人文入笔。当然，也没对文
人墨客所著的诗词加以评价，主要
通过他们与西湖的联结来渲染这
块净地，可谓独辟蹊径，让人耳目
一新。在余秋雨的笔下，有白居易
的白堤、苏轼的苏堤、林逋曾在西
湖的孤山种梅养鹤、鲁迅对雷峰塔
的评议以及苏小小等，历史串联起
各代文人，文人们堆集了西湖的文
化，文化以城市古迹为载体，具有
重要的内涵和历史传承意义。所
以，文化可以说是西湖表面的一层
镀金，悠久的人文是西湖魅力的历
史渊源；所以，“西湖梦”看似游记，
又并非游记，倒像是打上文化标签
的论文，读来使人毫无厌倦，让人
增长知识。

《文化苦旅》的“苦”是一份艰
辛，然而又体现着作者的执着，是
一种敬业精神，充满着一份正能
量。9

□吴浩然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的转变，
究竟算不算是“放下”？这便是这本
书的名字——《放下》的由来。

弘一法师还果真写过“放下”这
两个字，其真迹前几年在西泠拍卖
会上出现过。据说“文化大革命”时
期这幅字差一点被撕毁，幸亏藏家
头脑机敏，说：“这不是放下，而是下
放。”当年把干部送到农村、工厂、矿
山去锻炼，称为下放劳动，此乃举国
大业。大师的真迹这才躲过一劫。

“放下”这个词在今天比较时
尚。太平盛世，人们的物质条件日
益丰厚，对精神生活的渴求逐渐强
烈起来。于是，生命中便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选择题。人的一生好比一
段旅程，该怎样留下无悔的足迹？
是继续疲劳驾驶呢，还是先饱览一
下沿途的美景？其实全靠自己。

在生活中，可“放下”的东西实
在太多太多，放下烦恼、放下狭隘、
放下面子、放下压力、放下荣誉、放
下抱怨、放下束缚，等等。只有真正
从心底放下了，心灵才会得到解脱，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舍得”。舍
与得之间，是一门心灵的学问，也
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月满则亏,水
满则溢。人满了，同样也要懂得
释然。

丰子恺曾以“三层楼之说”解
释老师李叔同的出家，他说：“我
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

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
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
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
是宗教。”弘一法师（李叔同）认为
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
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
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不肯做本能
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
宙的根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宗教
徒。然而宗教能否成就灵魂的生
活？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希望这
本书能给予答案。

当然，提到弘一法师就要谈到
他的歌曲、书画、话剧、金石、诗词
等，还有“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
思想以及他充满传奇的一生。我
曾做过《丰子恺艺术》的专辑，计划
每年出版一册，继而想到也为弘一
法师策划一本，设计风格和出版形
式与《丰子恺艺术》类似，就是这本
《放下——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

“放下”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
一种人生态度。我们不一定要从
形式上学弘一法师，不然寺院人满
为患，要知道你有一条属于自己的
道路。

读读这本书，学会“放下”吧！9

关于“放下”

书边杂写

文化苦旅中的“苦”

接受不了“差评”，
怎能赢得好评？ 漫画家、民国漫画和丰子恺研究学者吴浩然主编

的《放下——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第一辑）近期由海

燕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前尘影事”“无上清凉”“翰墨

姻缘”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尘影事”选入了从李叔

同到弘一法师的十二幅照片、书法、绘画、遗嘱；第二部

分“无上清凉”独具匠心地以弘一法师五个音乐作品的

名字命名下分的五个版块：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

心，它们分别收入了陈星、丰一吟等十七位名家的十七

篇文章，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了与李叔同弘一法师相

关的一系列珍贵图文资料；第三部分“翰墨姻缘”是后

人有关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六幅篆刻、书法、绘画作品。

全书收录了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研究学者及其艺术爱好

者的众多文章和艺术作品，可谓图文并茂。

《放下——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第
一辑），吴浩然编，海燕出版社 2017
年1月出版

科幻已老

图说：《侠盗一号》剧照，灰蒙蒙的昏黄色调，不知道是不是预言未来的宇宙也会充满雾霾。

影片信息
中文名：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其他译名：

《星球大战：侠盗一号》
《侠盗一号》

导演：加里斯·爱德华斯

主演：菲丽希缇·琼斯
迭戈·鲁纳
甄子丹

姜文

编剧：约翰·诺尔
克里斯·韦兹

类型：动作、冒险、奇幻

制片地区：美国

片长：133分钟

延伸评议

电影时讯

《铁血英魂—杨靖宇》完成摄制

由金扫帚奖想到
央视《今日影评》

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最令
人失望影片”“最令人失望新导演”“最
令人失望编剧”三大“奖”的电影《摆渡
人》剧照

第八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海报

长江文艺出版社新版《文化苦
旅》封面

弘一法师手书“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