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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新作评论

本书汇集了北京大学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举办的“新时代学习大
家谈”系列学术讲座第一阶段的成
果。“用学术讲政治”是本书的鲜明特
点，参加系列讲座的学者和专家，用
通俗的语言，将深厚的学术积累聚焦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方略，从不同学科
的角度，包括中国经济发展、工业体
系、改革开放、法治道路、乡村振兴、
文化自信等方面，畅谈对于中国未来
发展的思考。

《大局》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年 10月出版

社会学厉害，还是物理学
厉害？劳动带来的喜悦和满

足为什么消失了？为什么我们永远
在“剁手”？婚姻里真的是谁收入高，
谁就更有话语权吗？面包和理想，我
们选哪一个？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编
辑成为自己的“造物主”吗？抖音、滤
镜 、后 浪 重 新 定 义 了 这 个 世 界
吗？……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以
沉淀百年的经典社会学理论作地基，
从构成社会的秩序与人性出发，探讨
和理解当下的中国。9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严飞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11月出版

□赵宪臣

在许多城市，地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
尤其对于成千上万的“地铁上班族”来说，乘坐地铁已
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每天的地铁旅程中，每个
人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见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将这
些见闻记录、留存下来，恐怕只有对写作有着极大兴趣
的人才会有心留意，并热衷记录。

来自乡村、生活在北京的李辉属于天天乘坐地铁
的上班族，李辉还是一个热衷于写作的上班族。于是，
这本被称为“国内首部地铁生存实录”的《假如你在地
铁里遇见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得以面世。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假如你在地铁里遇见
我》生动地记述了地铁世界的人生百态。

从地面步入地铁站，表面上看是交通方式的转换，
但身入地铁其中，也便进入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
界。这一点，在常年乘坐地铁的上班一族的意识里更
为明显，他们在地铁里的所见所闻所想，构成了一个缩
小了的社会人生认知。

如何讲好地铁故事，作者采取的是随笔、随记、随感
的方式，也就是说看到了什么就写什么，经历了什么就

记什么，想到了什么就感悟什么。于是我们在这部地铁
之书中，看到了地铁世界里的一幕幕——地铁的拥挤，
地铁的安全，地铁的广告，地铁的乞讨，地铁的骚扰，地
铁的吵架，地铁的读书，地铁的尴尬，地铁的遇见……

为了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延伸，更为清晰的比照，作
者还在书写时引入了一个他者视角，这个他者视角就
是从农村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同乡老大哥”李老三。有
了“李老三”，北京城里的地铁世界就有了“乡下人”的
眼光，就有了城与乡不同的对地铁的认知和理解，书写
地铁时可以随时随地脱离地铁现场，返回到乡村言说，
完成一次城与乡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地铁言
说显得更有意味，也越发地丰富丰满起来。

作者的地铁书写也深蕴着个人感悟的深度，善于
观察、深入思考是这部地铁之书的显见特征。作者不
仅看到了地铁的表面，也看了地铁的内里，这些内里就
是那些具有说服力的感悟式言说，譬如作者写道：“地
铁，是城里人的身体，通过泥土，抵达和获得粮食的一
种方式和渠道。”以此种言说来感悟地铁里的泥土，是
一个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思考，这些感悟构成了作者
地铁书写的亮点，这些亮点照亮了奔驰在幽暗隧道里
的地铁。9

□刘军

长篇历史小说《文姜传》（作家出
版社出版）是作家柳岸新近推出的春
秋女性系列的第三部。在此之前，
《公子桃花》《夏姬传》均已面世。柳
岸所选择的春秋女性，不单取美貌角
度，关键的地方在于，她们自觉不自
觉地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成为华夏
早期历史的一个节点。这些春秋女
性，各有其个性和风采，她们的活法
过于惊艳，常有超越礼法之处。如夏
姬的妖艳、息夫人的钟情、文姜的兄
妹乱伦。因为人性的摆动幅度过大，
进而导致了后世解读的层层加码，她
们就成了长在历史森林中传奇化的
植物，故事性和娱乐性成了人们索取
的内容。

柳岸关于春秋女性的书写，实际上有两个指向，一
是借助于典型人物，探查诸侯国之间各种力量的升降
沉浮，进而还原春秋早期的历史史实，这种写法可归纳
为“以文映史”；二是聚焦于搅动各方势力的女性人物
身上，通过她们的人生际遇，揭示先秦时期贵族女性的
个性生活与政治实践间的张力。

关于春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后世的总结有两
个突出的点位，礼崩乐坏和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指
的是西周封建制的瓦解，礼乐制度的废弛；春秋无义战
指的是诸侯国之间的讨伐征战，并非基于道义，而是基
于称霸的欲望，兴兵多出于私心，进而带来无辜生命的
损失和社会的动荡。关于这两个突出的点位，《文姜
传》中皆有真实呈现，郑伯寤生的公然抢粮以及与周王
的公然对抗，足以证明周政权作为天下共主的式微，而

书中多处描写的会盟举动以及灭国
事件，也充分说明了诸侯的欲望如
何一步步坐大。桃花夫人、夏姬与
文姜，君父皆为一国之诸侯，这就意
味着，她们从一出生，就带有天然的
政治属性。她们如何利用了这些政
治属性，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影响
了历史的进程，这是柳岸系列历史
小说的一个解决重点。

《文姜传》对人物的政治化处理
尤为突出，作家并不回避人物在人
伦上的重大缺陷，除此之外，在回到
历史现场的前提下，努力开掘人物
身上的政治能力，通过两面性的书
写，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中具
体的个人。如第九章郑齐石门会
盟，文姜男装参与，就政治层面来
说，这里面既有着两代（诸侯王和公

子）政治贵族的合谋关系，也有着私下的角力。作为重
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文姜能够与会，一方面说明
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宽松，男女尊卑体系形成之前，先秦
贵族政治开明的一面；另一方面，重大政治活动对文姜
自身也产生影响。能够对齐鲁诸侯政治产生影响，是
因为她是各方势力的联结点，两代鲁君，一个是她的夫
君，一个是她的儿子，两代齐君中，一个是她的父亲，另
外两个，则是与她有孽缘的大弟弟，以及她的小弟弟公
子小白。

在刻画文姜这个人物上，全书的主笔是把文姜放
在各种交错的力量中，次笔则是以其情缘为暗线。作
者以知人论世的态度着力还原春秋早期的历史片段，
而这一时期，贵族婚姻或者情感生活的背后，往往附着
政治的暗影，文姜不过更为典型而已。9

□孙永庆

谢春彦先生受潘耀明邀约，在刊物上开了个专栏，
曰“吾师吾友”。《春彦师友》便是这些专栏文字的汇
编。所写人物以漫文漫画出之，一文一画，描绘出文学
艺术界的师友群像，画出了文中的魂，写出了画中的
神，图文相得益彰，文画亦庄亦谐，妙哉！

读这些短文，感觉谢春彦先生饱读诗书，行文中融
入古文写作之句式，言简意赅，却韵味无穷。想起了前
些日子读过钱红丽的《古文之美》，她说：“偶翻《本草
纲目》，也是被其间简淡的文风吸引——极平易的说明
性文字，三言两语，极度精准地将一样样植物的特性和
盘托出，明白晓畅，一看即懂，这还是工具性质的书呢，
随笔散文更应如此。”谢先生即是如此，文字富有古典
语言之美，在《画家夏阳》中写夏阳：“画家夏阳，籍南
京，原名祖湘，少孤苦，漂泊无依，总角之岁移台湾，开
始与绘画结缘。后转欧陆，苦行力学，经历并实践了二
十世纪中晚叶以来欧美一系列当代艺术运动，身处风
口浪颠，是华裔艺术家中之佼佼者。”寥寥数语，写出了
画家的人生。

也想起了《史记菁华录》和《世说新语》，善于画人，
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勾勒几笔，且拿捏得恰到好处，人
物便活灵活现，形神俱佳。《春彦师友》便有这样的韵
味，传承了古典文学之精神。写《画坛寿星朱屺瞻》，用
了“瞎搨搨”来写先生，“瞎搨搨”原是上海话，意为随手
涂鸦者，既写出了先生的谦和，也写出了先生作画的最
高境界是随心所欲，驱除匠气造作。《大师刘海粟》的一
个“狂”字，便写活了大师刘海粟。写萧军先生，从他的
豪气入手，他的打，他的玩，他的唱，写出了《雄心不灭
的萧军先生》。谢春彦先生在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中，善
于用画家的眼光去观察这些人物，用作家的眼光去感

悟这些人物，才抓住了这些人物的魂，才写出了这些人
物的神。

谢春彦先生在写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时，也融入
了自己对文学艺术的见解，也从这些人物身上学到许
多人生经验。绘画和文学创作一样，也应不断地创新，
将各种艺术不断地融合，才能突破固定模式，形成自己
的特色，墨守成规就创作不出经典作品。他写海上画
家程十发，便写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亦一手伸向

传统的文人画，另一只手撷取民间绘画、民间艺术的健
康明丽夸张朴野，又适当引进西洋水彩之法，形成风格
极为明显、以人物画为主体，兼及花鸟、山水的新颖‘程
家样’一派。”写华君武先生，写了对漫画的理解，漫画
中的立意、章法、造型乃至点线，应是活化了的中国文
人画，在粗头乱服的表象中自居森严法度，讲究内功内
美，题字与画浑然天成。在写草圣林散之先生时，想到
了书画界的铜臭气，他写道：“老人家势若游龙的草书，
仿佛城下的长江之水，有着永不止息的生命，百世难
灭，非时下书字敛钱敛名者可以望其项背耳。”他写画
家吴冠中的大度谦和，在一次艺术研讨会上，他发言中
提及吴老的字写得并不怎么样，吴老说自己不善书法，
并没有不高兴，还把《石涛画语录》签名赠给他。写冯
其庸先生的正派正直，对后学的提携达到了无私的境
界。“画品、文品和人品应该是统一的，在最高意义上当
与‘文学即人学’抑或‘风格即人’的理念同一。”老一辈
文人身上的这些美德，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

谢春彦先生的文字，看似写得随意，有话则长，无话
则短，如行云流水，但行文时颇为讲究。写钵水斋苏渊
雷先生，五十年前捡到一本《李杜诗选》，引出选注者苏
渊雷先生，文章最后用《李杜诗选》中的诗句结尾，前后
呼应，完整紧凑。写周海婴先生，用了两次握手，第一次
是在鲁迅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见到了周海婴，有

“万人丛中一握手”的荣幸，第二次是纪念鲁迅先生一百
二十五周年诞辰暨逝世七十周年的画展上，与周海婴先
生二度握手，写出了“见先生如见大先生，读‘俯首’心中
也俯首；夫子远行七十载，一同甘为孺子牛”。

谢春彦先生的画是水墨人物小品，灵动传神，妙趣
横生，幅幅经看。文章也是短小精悍，少则几百字，多
则千余字，语感极佳，篇篇耐读，值得爱好写作的读者
借鉴，妙处是在诙谐中见出光华来。9

□赵立功

国产战争片向来是电影市场最重要

的类型构成之一，从 2017 年创下将近 57

亿元票房的《战狼 2》开始，一系列新时

代语境下的战争叙事作品，无论反映的

是什么历史时段下的战争内容，所致力

的，都是以对战争关系新的思考和对中

国军人形象的银幕再塑造，参与到对时

代主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构建中。

无论艺术上成败得失，中国电影人的艺

术努力和拳拳之心首先值得肯定。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 周年热映的国产片《金刚川》，就

是新时代语境下战争叙事作品的最新大

制作。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最后阶段的

金城战役为背景，通过志愿军在一条名

叫金刚川的河流上架桥保障大部队通过

的故事，力图重现 70 年前抗美援朝战争

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影片中，担

任架桥保护任务的志愿军高炮班，在武

器装备落后且有限的劣势下，发扬视死

如归的战斗精神，与空中敌机展开生死

对决，经过一次次严酷的战斗，最后以全

班壮烈牺牲为代价，完成了使命，掩护了

大部队顺利过桥。银幕上的炮火硝烟，

震撼着银幕下无数观众的视听；志愿军

顽强战斗的形象，期以展现的是中华民

族强大的精神；祈愿山河无恙、祖国富

强，是观众观影的共同心声；铭记英雄、

致敬最可爱的人，是银幕上下共同的情

感旋律！

作为一部热议度极高的国产战争大

片，《金刚川》上映首日票房即突破亿元大关，10 天票房过 7 亿元，充分说

明了作品选题之正确，回应时代主题之及时，社会观影期待之热烈。

但毋庸讳言，一些战争片，包括一些票房上获得成功的战争片，在思想

性、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艺术表现上未必都能获高分。《金刚川》在把主要

精力放在人物塑造上的同时，其故事情节的编排和细节设计同样也存在一

定的可商榷性，例如把战争的宏大集体行为缩减到敌我双方个别战斗人员

的对决斗勇甚至发展到个人意气之争，这固然方便人物性格的塑造、形象

的刻画，但如果弱化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判断和表达，过分强调双方战斗

人员之为“人”的个性——在美军飞行员身上，放弃了传统影视形象基于对

侵略方非正义判断和表达的集体化、概念化“审丑”标识，代之以更趋中性

的对个体飞行员专业性表现和基于优越感的傲慢性格表达；在我方人员身

上，连作为正义身份标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也抽离不见了，为了

所谓“接地气”，人物甚而惯性地延续了导演以往作品中角色的类似“痞”性

——在此基础上“平等”地进行性格塑造和形象刻画，很可能造成貌似“客

观”的战争表现，实则强化了艺术创造中与敌方的共情，这势必干扰观众观

影的价值判断，削弱甚至造成电影思想的错误表达。

在《金刚川》中，还有许多从军事角度看难以自洽、为人诟病的细节，

例如为躲避美军机的轰炸，邓超饰演的志愿军指挥员命令战士卧倒隐蔽，

而他却骑着亮眼的大白马在现场指挥——顺便说一下，作为影片的首席

导演，管虎执导的影片《八佰》，里面同样有一匹莫名其妙的大白马半实半

虚地反复出现，导演镜头里的这个晦涩意象究竟要表达什么暂且不论，仅

就艺术上的再次因袭而言，若非偏执，也是一种基于轻车熟路的讨巧；又

如，两门高射炮被放置在玉米地里本为隐蔽炮位，战斗中却要在周围点上

篝火，如果说是为吸引美军机而掩护架桥，但又不断交叉出现美军机连炮

位带桥面一起炸毁的场面，其惨烈状让人产生的不仅是一种浓浓的战术

上的失败感，更有对志愿军作战血性满满而智慧不足的压抑感；再如，战

前对话中交代夜间作战对我方有利，而影片中美军机轰炸场面又很多是

在夜间，且飞行员能打开护窗戴着纹丝不动的牛仔帽完成飞行战斗动作；

前面的台词中为强调架桥的必要性，交代金刚川水深流急，无法涉水渡

过，但影片镜头中的江面温和平静，毫无危险的感觉，结尾处志愿军还能

在江中站稳，充满舞台造型感地用人体扛起一座浮桥，如此抵牾，也就造

成很多细节意义的彼此消解。

应当承认，依托先进的电影工业技术，《金刚川》中一次次从不同角度

反复叙述的战争场面，真实表现出了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我方的惨重伤亡，

观之的确有视觉震撼力，所表达的志愿军不怕流血牺牲的顽强战斗精神

粗看的确能感动很多观众的心。但经不住推敲的细节编排，却未必能有

效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的真实历史逻辑，观众口碑的分化

既反映着影片存在的情节问题，也削弱着影片的社会观影效果。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关于我军胜利原因

的哲学表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钢少气多”，以美军为代表的敌方则是

“钢多气少”。《金刚川》的编导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着力予以表现，但

进入电影叙事艺术范畴，在如何以“气”胜“钢”上，无疑还有一个重要历史

因素值得发掘和表现，即我军将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智”，如

何表现这一点，也是影响影片艺术质量的关键。遗憾的是，影片恰恰在表

现志愿军的战争智慧上，没有做足文章，缺乏妙笔亮点，遂使影片多少沦

为“钢”“气”之争的简单机械演绎。不由回望《上甘岭》《奇袭》等一批反映

抗美援朝战争的国产老片，那里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怎样一支叫人扬

眉吐气的“智慧之师”！

在结构艺术上，《金刚川》显然杂糅了国产电影《上甘岭》的日记体和

西方一些追求形式的电影人爱用的多角度空间交叉的叙事手法，有着新

颖的形式感，但综观整部电影，其艺术得失也提示中国电影人，更应做好

的，是剧情和细节的严谨科学编排，而要做到这一点，尤须把精力放在对

历史和生活的忠实上，放在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扎实地挖掘和艺术化地有

效利用上。

当然，对于一部从开拍到上映历时仅三个月的“急就章”而言，《金刚

川》囿于种种匆促，例如选景、情节打磨等等，存在上述粗疏也是可以理解

的，重要的是，它回应了重大时代主题，再次唤起社会对抗美援朝战争的

记忆，唤起人们对保家卫国英雄们的敬仰与怀念，它是中国电影人在时代

命题面前可贵责任担当的又一次体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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