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
争以来的外交，特别试图揭示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
制，并对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进
行了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
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
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本书有利于加深西
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中国
读者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论中国》

[美]亨利·基辛格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9月出版

●● ●● ●●

□段新强

从文学文本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
人与现实、灵魂的对峙中，实现了不同生命
的互感，从而使现实“存在”产生了映照自身
的精神言说。而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又都是
产生于对某种现实“存在”的格外深入和持
续专注。这一点在赵克红身上得到了充分
体现。

赵克红曾干了八年养路工，漫长铁轨线
上的耕耘，让他收获到了宝贵的生命经验。
诗集《岁月列车没有终点》中有大量铁路题
材的作品，不但记录了他绽放在铁路线上的
诗意人生，也见证了我国铁路发展的伟大历
程。但这些作品不是“回忆录”式的简单表
白和“个我”叙述，而是一种语言“在场”的共
时发现。赵克红笔下的这种“精神产物”是
复合型的，有个体生命的细微刻画，如《一位
老职工对我说》《筑路工铺路石》，也有鸿篇
巨制式的宽度展现，如《复兴号在大地飞驰》
《在速度中寻找诗意》等作品。同时他不光
选取具有命名意义的典型对象，如通过对一
个“叫孔庄的小站”（《孔庄站区诗报告》）上

发生的一系列动人事迹的记述，来折射波澜
壮阔的创业大潮，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

“特写”镜头来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峰，如
《大瑶山隧道》。

赵克红的诗歌创作借鉴了众多文学门
类的言说特长，具有多种美学价值。他的笔
端不光流淌着抒情的饱满力量，也像小说一样
雕刻出了鲜活的人物群像：“黝黑的脸膛/嵌

入了阳光太多的亲吻/安全帽和工装沾满了

油污……烈日、疾风、寒冷/组成了荒僻山坳的

一部分”（《筑路工》）；“孔庄人，从此/用汗水和

心血浇灌着车站/他们守望孔庄胜似守望家

园/他们要让每一趟经过这里的列车/变成一

帧最美丽的风景”（《孔庄站区诗报告》）。
在“主旋律”诗写的澎湃激流中，雅致、

明亮、炙热的词句在预先注入壮美诗意的优
势前提下，都会收到铿锵激越的艺术效果。
而赵克红在主题叙述的铺排中，又进行了各
种言说对象、体位的变换与补充，更是极大
地提高了诗歌呈现火热生活的分量和质
量。在他的诗歌中，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
盾性和可变性都袒露无遗，追问、沉思、反讽
成为其很多作品的基本态度，诗歌创作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他对生存和生命的命名乃至
探险：“我是刀凿声里/最迟疑，最胆怯，最迷茫

的/一声//没有金戈铁马的气概，没有/纵横捭

阖的筋骨/我被溅在了历史的河沿之外/此刻，

依然如故/空怀一方，岩石的/骨头”（《在南阳
汉画馆》）。

优秀的艺术作品对现实世界各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精神都无一例外指向
人类的生存。赵克红也是始终身处于文学
的核心现场，拥抱住了扇动于高度警醒和癫
狂临界线上的生命之翼：“没有一个事物/可

以完全映照出自己/——但它们始终都在：自

明/都在更隐蔽的角落，前进，变形，或者返回/

没有生命不在孕育：更深邃的缝隙/辽阔的瞬

间”（《斑驳的光影》）。
赵克红通过对可歌可泣的生命壮举和

现实浮光掠影的呈示，将个性化的文学发现
上升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主旋律咏唱，同时
揭示出生命的实质。诗集中历史的遗迹与
现实的灯光相互交织，纵向的时间与横向的
空间相互交错，历史观、道义观、人生观被囊
括其中，让我们领略到了精彩的生活变奏与
光影折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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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 1929 年开始编印一系列
有关版画的出版物，这些书后来成为

中国版画家探索新道路的奠基性书籍。《鲁迅
编印版画全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收录
了鲁迅编印的12册中外版画集，除他主编的
书之外，还有他参与编辑和未编成出版的画
册，体现出鲁迅卓越的审美趣味和开阔的艺
术视野，而简约、精悍的版画风格更是鲁迅文
学风格的自然延伸。9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

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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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烈火战歌，英雄无悔

《跳舞吧！大象》：向梦想进军

□黑王辉

2010 年 7 月 16 日，大连新港附近

中石油一条输油管道起火爆炸，引发

原油泄漏和火灾事故，幸好有 4000 余

名消防官兵奋力扑救，才在最短时间

内控制灾情，将损失减小到最低。著

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经过实地走访调

查，于 2013 年撰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最

深的水是泪水》，8 月 1 日，由这部报告

文学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烈火英雄》上

映，再次将观众带回火灾现场，重温消

防官兵面对熊熊烈火义无反顾的感人

场景。

《烈火英雄》虽是歌颂消防队员的

主旋律电影，但也表现了他们更丰富的

人生侧面和心灵世界。黄晓明饰演的

江立伟，因个人疏忽导致队友丧生而被

调职，故心情抑郁，心中还有着对妻儿

的不舍，仍从容赴难；杜江饰演的马卫

国，需要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但限于

岗位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战友深入火

海，劫后余生却心情沉痛；欧豪饰演的

徐小斌未能生还，留下同是消防员的爱

人泪雨滂沱，即将结婚的他们，连婚纱

照也没拍成。在这其中，人物形象最为

丰满的是江立伟，烈火中点烟以及临死

前紧紧握住妻儿照片的情形更是带给

观众最深沉的感动。事实上，并非影片

刻意拔高人物，这些主角都有故事原

型，作为在“7·16”大火中涌现出来的烈

火英雄，他们的先进事迹可歌可泣。正

因如此，进行实地采访的鲍尔吉·原野

才深有感触，将他的纪实文学冠以“最

深的水是泪水”之名。

当然，影片也存在过度煽情、催泪，

部分台词显得生硬等问题，如果以更为

写实、更显冷峻的风格来展现救火故事，

可能会让电影的成色更足。

《烈火英雄》由香港导演陈国辉执

导，黄晓明、杜江和欧豪等内地演员的表

演总体上不俗，展现了消防官兵的精神

风貌。总体来讲，陈国辉很好地完成了

这一命题作文，让这部主旋律电影足够

精彩又颇具教育意义。9

□吕冠兰

台湾导演林育贤是执导体育励志

片的一把好手，从 2005 年的《翻滚吧！

男孩》，到 2011年的《翻滚吧！阿信》，再

到 2017 年的《翻滚吧！男人》，一个主

角，一个题材，却被他花样翻新地拍出

三部电影，还均具有一定看点，让观众

始料未及。如今，他再执导筒，推出同

类题材的《跳舞吧！大象》，从体操界转

战舞蹈领域。

《跳舞吧！大象》由开心麻花的台

柱子艾伦主演，不过，故事主角并非艾

伦饰演的舞蹈教练皮鲍十，而是由金春

花饰演的胖姑娘黎春夏。喜欢跳舞的

黎春夏年少习舞，本该星途灿烂，却因

遭遇车祸一直沉睡十五年。醒来之后，

她的心智还停留在十三岁，只可惜，世

界早已物是人非，就连她自己也变成一

个二百来斤的大胖子，“大象”便是指此

时的她。她和另外三名生活并不如意

的少时舞伴，要在皮鲍十的带领下，参

加舞蹈选秀，向梦想进军。

在《跳舞吧！大象》里，艾伦依然发

挥他的不靠谱本色，插科打诨。事实上，

为了跳舞，他也曾受尽屈辱，正是从黎春

夏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才愿

意帮她们一把。对黎春夏而言，跳舞也

许是她苦难生活中仅有的一棵救命稻

草，她抓住它，像抓住全世界，即便全世

界都在嘲笑跳舞的大象，即便她觉察到

皮老师是个骗子，她也毫不在意。电影

的结局是反套路的，黎春夏她们组成的

“宇宙无敌天鹅少女”组合并没有在选秀

比赛中一举成名，夺冠称王，但她们找到

了自信，找到了生活的勇气。

当然，影片因融入过多元素，也造

成了部分剧情的撕裂感，和主线难以融

入，如片面给皮鲍十加戏，造成主角黎

春夏的故事被弱化。但总体来讲，《跳

舞吧！大象》是一部还算不错的励志电

影，虽不如同类题材的《舞出我人生》那

般个性张扬，酣畅淋漓，却能让观众在

会心一笑的同时忽然便被戳中泪点。

最重要的是，它像生活原本的模样，也

许生活处处磨难，但只要不放弃，总会

看到希望的明天。9

□王幅明

一些人因为阅读改变了自己，我有幸成为这群人
中的一个。影响一生的书籍有多本，我着重谈两本。

一、《先知·沙与沫》，[黎巴嫩]纪伯伦著，冰心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我对散文诗的爱好缘于纪伯伦的《沙与沫》。初中
时，我是校阅览室的常客。一天下午的自习课，在校阅
览室翻阅《世界文学》杂志，偶然发现上面刊登由冰心
翻译的纪伯伦的格言体散文诗《沙与沫》，非常喜欢，就
把它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反复阅读。上世纪 80年代
初，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冰心翻译的《先知·沙
与沫》，如获至宝，立即买下。我走上散文诗创作和研
究之路，且成为终生不变的追求，是纪伯伦这本书播下
的种子。《先知·沙与沫》包括两部散文诗，因为篇幅都
不长，出版社就把它们合成一本出版了。我写散文诗
的风格，有某些纪伯伦的影子。不仅如此，影响我一生
的座右铭，也来自纪伯伦。《沙与沫》里有这样一句话：

“在任何一块土地上挖掘，你都会找到珍宝。不过你应
该以农民的信心去挖掘。”我终生都会记得这句话。我
一直都以农民对待土地的心态，对待我所从事的工作。

二、《悲惨世界》，[法]雨果著，李丹、方于译，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悲惨世界》是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流亡英属岛屿
期间写出的五卷本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主人公冉阿让
在饥饿中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苦役，又因加刑被关
了19年。出狱后在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他化名马德
兰开厂致富，还当上了市长。当他准备把沦为妓女的
女工芳汀拯救出来的时候，警方却把一个小偷当成冉
阿让逮捕了，于是他毅然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再次
服刑。为了救出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冉阿让利用抢救
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而死，逃出去找到了过去敲
诈芳汀的坏蛋德纳第，从他手中把珂赛特赎了出来，躲
进了—座修道院。在1832年的巴黎起义中，长期跟踪
冉阿让的警官沙威被起义者抓住，但冉阿让却私自释
放了他。长大成人的珂赛特与青年马吕斯相爱，共同
参加了街垒的战斗。马吕斯负伤后，冉阿让背着他从
下水道逃走，沙威虽然看到了，却无法昧着良心逮捕他
们，终于投塞纳河自杀。冉阿让努力成全了马吕斯和
珂赛特的婚姻。马吕斯却一直以为他是苦役犯，直到
他弥留之际，才得悉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悲惨世界》具有史诗般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读后令人终生难忘。雨果写社会生活，也写人性。
写了一个悲惨世界，又写了一个大爱世界。妓女芳汀、
孤女珂赛特、苦役犯冉阿让苦难深重，他们是悲惨世界
的缩影。卞福汝、芳汀、冉阿让是不同形式的施爱者，
他们是大爱世界的缩影。雨果是最大的施爱者，他揭
露了悲惨世界，又缔造了大爱世界。

《悲惨世界》始终是一座照耀我前行的灯塔。9

□吉水

暑期档上映的犯罪惊悚片《隧道尽头》，是西班牙、阿根廷合

拍的一部小制作。该片向观众讲述了一个黑吃黑的盗窃银行的

故事：一个双腿瘫痪，整日坐在轮椅上的男子，在其家中地下室发

现了一伙盗匪偷挖的通往邻近银行金库的隧道，并知晓了他们

的盗窃计划，他半路打劫，从自家地下室又挖了一个进入隧道的

口子，通过盗匪的隧道，抢先对银行实施了盗窃。后与前来作案

的盗匪在隧道里遭遇，他不择手段，将盗匪一个个清除，并最终抱

得美人（提前租住他家望风的盗匪头目的女友）归。

电影暗黑的剧情与暗黑的用光、凌乱的镜头，内容与形式

可谓趣味一致，而提领整部电影意象的隧道，虽然海报上为其

设计了画面一角手电筒的光，在设置悬疑感的同时，也提示出

影片主人公最后光明的结局，但如把这条隧道看作人性的隐

喻，那么在其尽头是看不到光的，因为在自始至终的暗黑剧情

里，主人公的行为毫无正义可言，他利用盗匪挖的隧道对银行

施行盗窃，本就属违法犯罪，不应得到认可和同情，最后关头，

在从隧道上升到其家中的生存险境中，又凭口舌之巧，离间对

手，让盗匪自相残杀。一系列残忍狡黠背后的支撑，仅只是求

生的本能，这种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所体现的绝非人性的善

和光。而电影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看到最后，观众

有理由在头脑里打一个问号：凭什么？

盗而无道，丝毫不能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引导，纵然再以结

构精巧炫目，整部作品给人的观感仍是软弱无力的。中国人

看戏有一个共同文化心理：逮不住奸臣不煞戏，否则就是一个

浓重的悲剧。在《隧道尽头》里，作为坏人的盗匪固然得到了

惩罚，但电影的主人公也绝不是好人，然而，他没有为自己的

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而是最终在不乏喜感的暗黑剧情中全

身而退。这样的结局安排，等于是逮不住“奸臣”也煞了戏，不

必说惩戒，就连起码的警示意义都没有，何来力量之感，用老

百姓的话说：没劲！

近年来引进的小制作欧美电影中，不乏结构精良者，如去

年 5月上映的意大利影片《完美陌生人》，就以绝妙的构思，利

用手机这一当代人须臾不能离身的通信工具，揭示了生活的

复杂和人性的善恶，给人多向的反思，电影因此精巧而有力，

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去年年底还上映了中国影人对这部电影

的翻拍之作《手机狂响》。而前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看不见

的客人》，设计也同样精巧，不过一再反转的剧情，已有弄险之

嫌，因为在这样的形式下，很易引发观众对罪案当事人焦虑感

的共情，但对善恶的拷问则被相对弱化了。今年 3月上映的

西班牙影片《海市蜃楼》，同样多少存在形式覆盖意义的问

题。到了这部《隧道尽头》，却干脆彻底放弃了意义的追寻和

对罪案当事人的道德追问，而让观众在善恶价值判断上产生

了迷惘。

从交流互鉴的角度看，引进片不仅有丰富繁荣电影市场、

娱乐观众、展示异域风情、参与本土社会文化建构等诸多作

用，还有对中国电影直接产生启发借鉴、提高国产电影制作水

平的任务。但从暑期档上映的《隧道尽头》看，无论喜闻乐见

于异国小众电影的文艺观众，还是耽于向欧美电影取经的中

国影人，都应谨防被一些纯粹追求技巧，放弃意义追寻、道德

拷问或带有负面价值观的外片带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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