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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熟
悉的歌声响起，涌起一片弹幕。作为经典电
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传唱大
江南北。《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第15集《坚
守》提供了这样一层解读：“当年词作者乔羽
曾说，虽然战争残酷，但他希望自己能写出
1952年那个深秋，坚守在上甘岭坑道里的志
愿军战士心中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新中国
诞生了，每个人将迎来美好的生活。”

如果说经典的电影及其插曲是共同的
时代记忆，那么在画外音里补充当年事，则
为历史提供了沉浸式回眸，为也许已经模糊
的儿时记忆丰厚了精神的底蕴。这恰是 20
集影视剧汇编特别节目《记忆的力量·抗美
援朝》的当代价值。该节目在北京和湖南两
大卫视以及优酷、腾讯、爱奇艺等视频平台
上线，引发观众热烈反响。一系列展现抗美
援朝的优秀影视片段被装进全新的叙事框
架，加以专家访谈、亲历者口述等创新剪辑，
融媒体时代的生动演绎，实现了艺术与史实
的跨时空对话。

用故事化呈现提供一堂浅显
易懂的历史课

1950 年冬天的长津湖，有一批志愿军
永远长眠在了冰雪之中。电视剧《三八线》最
让人震撼的一幕，莫过于逼真地表现了志愿
军战士化作冰雕的场面。回望这一战的悲壮，

《特赦1959》中的国民党战犯都为之触动。朝
鲜战争爆发后，我国为何迅速组建东北边防
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朝鲜，这个重要决
定是如何做出的？电视剧《换了人间》和《外
交风云》里的相关片段或能回答这些问题。

多维视角呈现同一事件。《记忆的力量·
抗美援朝》调用了不同年代、不同主题的优
秀影视作品。其中包括《换了人间》《外交风
云》《彭德怀元帅》《三八线》《特赦 1959》《战
将》《高地》《壮志凌云》《李克农》《勋章》多部
电视剧，以及《上甘岭》《英雄儿女》《英雄坦
克手》《我的战争》《铁血大动脉》《奇袭》6
部电影。为让历史的细节变得更详尽，节
目并非简单地将经典影视作品的著名场面
进行叠加，而是以时间为线索、以文献片
的讲述为方式，为观众重新梳理历史。比
如《初战》《奇兵》《阻击》三集用影视片段
串起了志愿军初入朝鲜的战况——两水洞
正面迎敌，《三八线》里志愿军迅速歼灭敌
军，大涨士气；《奇袭》夜间炸毁康平桥，志
愿军的行动让人紧张揪心；急行 14 小时抢
占三所里，38 军在《彭德怀元帅》得到了“万
岁”的褒扬……包括“轻伤不下火线”“为了
胜利，向我开炮”等影视剧名场面在内，许多
片段都是经历了时间的陈酿。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用交叉剪辑的
方式为陈酿提供新瓶，而具有感染力的故事
化呈现，亦使得节目化身一堂浅显易懂的抗
美援朝历史课。

以真实力量赋予影视作品
全新生命力

这档特别节目以新中国一系列优秀的
影视片段为素材，但它又不仅仅囿于在影像
长廊里腾挪。创作者向真正的“活历史”求索
深意。16位“当事者说”，让艺术照进了现实。
16位访谈嘉宾中，有些是当年的志愿军战士，
90 岁的周永复和 88 岁的何宗光，他们隔着
70年历史长河回忆：退伍的军人重新加入志
愿军，给未出世的孩子起名“抗美”“援朝”；冲
锋在一线的志愿军物资不足，只能吃土豆充
饥、裹着单衣过冬，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战
斗；还有刚刚入伍的志愿军，上了战场哪怕瑟
瑟发抖也继续握紧手中的枪……无需任何修
饰语法，老兵的第一视角回顾让这段历史的
重温平添真实的分量。

嘉宾中还有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
女刘煜鸿、志愿军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
之子刘飞保，以及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研究员齐德学将军、国防大学教授徐
焰将军、《铁在烧——中国人民志愿军铁原
大战实录》作者萨苏等多位专家学者。他们
的讲述，有的是转述耳濡目染的父辈说，有
的是从历史角度丰富时代背景，有的则是在
军事上解析作战策略，角度不一而足，却从
不同方向拼贴出历史的原貌、凝练出精神的
内涵。

节目还使用影视化风格的拍摄手法，加
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手稿、志愿军的
黄铜小号、毛岸英的小皮箱等镜头，对相关真
实历史节点、场景或实物进行了纪录片式的
二次创作与呈现。真实的历史物证以及严格
基于历史真实的背景讲述，形成了对那段抗
美援朝岁月的艺术化划定，让汇编在一起的
不同影视剧拥有了相同的温度。

“作为 90 后，看得热血沸腾，致敬英勇
的前辈，感谢他们作出的牺牲，吾辈当自强，
复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类似留言不断涌
现，《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的意义或在于
此——以融媒体影视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感
染人，助力抗美援朝精神根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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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这个名字对众多中
国诗词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
不知有多少曾对古典诗词不得
其门而入的人，在叶嘉莹的娓
娓道来中，看见曾经隔着距离
的诗词重新走近。把门打开，让
大家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
到里面来——这就是叶嘉莹

“一辈子不辞劳苦所做的事
情”。

今年10月，聚焦叶嘉莹先
生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
正式登上银幕。对叶嘉莹先生
的生命质地和诗词成就，观众
纷纷表示钦佩，可对这部电影，
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论。

豆瓣对《掬水月在手》的评
价里，有人表示在电影院里不
停抽泣，“哭掉三包纸巾”，“在
两个小时里完全沉浸于美”；有
人感到失望，认为这是部“被形
式谋杀的电影”，导演手握珍贵
的独家材料，却拍出这么个浮
皮潦草的“糖水片”；还有人大
呼“怎一个乱字了得”，怒斥导
演是“装高雅的呆头鹅”。

截然不同的评论，或许正
来自于错综复杂的多因素交互
影响：观影前不同的期待，不同
的知识背景，不同的观影环境，
不同的个人心境……但只要是
真诚、平和与理性的讨论，都是
可贵的声音。

《掬水月在手》是台湾导演
陈传兴“诗人三部曲”系列的最
后一部。陈传兴如此解读这三
部纪录片不同的拍摄理念：《郑
愁予·如雾起时》是“诗与历
史”，《周梦蝶·化城再来人》是

“诗与信仰”，而《叶嘉莹·掬水
月在手》是“诗与存在”。

和“诗与存在”的理念相
符，《掬水月在手》并非以传统
纪录片的形式展开，比起描绘
故事，反而更注重对意境的创
造。在以镜头和配乐营造的这
片“意境之场”中，直接揭示和
展现“存在”本身——无论是叶
嘉莹此人的存在，还是诗词的
存在。

这或许也是让许多观众感
到困惑的原因之一：身为一部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缺乏对叶嘉莹跌宕
起伏生平的完整介绍，对叶嘉莹的诗歌理
念也只有点到为止的只言片语，却代之以
大量唯美的空镜吟唱、片段的浮光掠影。
无怪乎一头雾水的观众表示，“虽然画面
很美，看完脑袋很晕”。

对此，导演陈传兴这样解释：“我们借
用中国诗词的比兴手法，用了大量的隐
喻。这当然只能用片段浓缩凝聚的一种方
式，交错地出现。”

身为符号学博士的陈传兴深谙符号
之道。看似无意义的、“空”的镜头，其实也
蕴含着深意。例如影片最后的画面，洛阳
大雪，白茫茫的大地之上，竟出现一串孔
雀的爪印。孔雀又名妙音鸟，在佛典中是
唱歌演奏给菩萨和佛陀的鸟，而叶嘉莹的
笔名“迦陵”正是妙音鸟之意。

倒也无需指责观众是缺乏欣赏能力
的“现代下里巴人”，正如妙音鸟的镜头，如
果缺乏解释，这部电影里许多符号意蕴是
极难传递的。只能说，比起激起大众对叶嘉
莹兴趣的纪录片，这更像一部实验性的文
学电影，用“展现”代替“解说”，用“意蕴”代
替“故事”，探索视听语言的另一种可能。

电影对苦难的节制表达，对历史事件
的沉默，对人生经历的留白，这一切和叶嘉
莹温和坦然的言谈之间形成了张力，也与
古典诗词的美学形成一种诗意的呼应。然
而实验必然带来风险，探索也必然会遗留
尚未解决的缺陷和漏洞。过度的留白和沉
默，会带来一种隔靴搔痒的空洞感，对深度
话题的浅尝辄止，也让不少熟悉叶嘉莹的
观众感到遗憾。许多空镜头的含义让人不
甚了了，对烘托叶嘉莹这个人物也效果甚
微。零碎的剪辑更使得整部影片缺乏明确
而贯穿的线索，让观影体验大打折扣。

如影片的章节结构套用了叶先生北
京旧居四合院的五个部分，各名为门外、
脉房、内院、庭院、厢房，最后一章则没有
名字，以“空”结束。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呼
应叶嘉莹的生命历程，然而章节、章节的
命名和章节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在
每章的具体剪辑中，又存在着许多重叠、
跳跃和语焉不详的部分。语焉不详的部分
虽可称之为留白，但留白的作用恰恰在于
给予观者遐思，让观者能把自己对艺术、
对人物的理解代入其中，探索属于自己的
独特答案，获得主客体统一的审美体验。
而这部影片中的留白，不仅在数量上稍显
过度，在内容上也有些“孤芳自赏”。每当
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即将升起，镜头却马
上转到空镜或另一个话题中去，让意义空
落落地悬在半空；而空镜中复杂的符号内
涵也没有传递给大多数观众，反而让呈现
出来的影片浮于美学表面。如此的“留
白”，似乎并没有达到引发观众感动和思
考的最佳效果。

围绕《掬水月在手》出现的争议，来源
于观者各人视角的不同，也反映了影片本
身的优点和瑕疵。争议是一种可以理解的
现象，也带来了许多改进的方向和可能。
我们还是要感谢陈传兴先生团队的努力，
把这样一部东方气质的电影带到我们面
前，让我们在独特的镜头编织中体味古典
诗词之美，领会叶嘉莹先生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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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倩

今年国庆档的《姜子牙》，上映后高票房低
评分让它背负了不少压力。特别是人们将皆披
国漫之光、同为“封神宇宙”架构的《哪吒》与

《姜子牙》放在一起横向比较，使得后者确实出
现“高开低走”“两极分化”的现实境地。去年 7
月，《哪吒之魔童降世》（简称《哪吒》）走出了中
国当代动画史上扎实的一步，取得上映 1 个月
就突破40亿票房的优秀战绩，片尾捆绑式营销
彩蛋把观众再次吸引到今天的银幕前，自然绑
定了《哪吒》与《姜子牙》天然的血缘关系，也为
互相比较的提供了先决条件。

自我规训与自我成长
开篇姜子牙就面临一个道德两难境地

——是除恶还是斩善？是选择封神还是成人？
在师尊的逻辑体系里，封神必须“斩善”，姜子
牙却深知成人需得“求真”。这也是姜子牙自我
矛盾的起始。行刑之际他犹豫了，他开始怀疑
曾经信任的“至善至美”和善恶二分设定清晰
的二元世界，渴求探知封神世界的真相。

相比之下，与《哪吒》中少年式“我命由我
不由天”无所顾忌的自我规训，及对父权和天
命的公然挑战不同，《姜子牙》有了中年式的

“左右为难”，他挑战的是多年来自己一直信奉
的师尊与天道，而他也没有办法如申公豹劝慰
的那样“放过自己”，他通过“祛魅”来与平衡秩
序对抗，探究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平等关系，完
成了姜子牙中年“不惑”的自我成长。不难看
出，《哪吒》与《姜子牙》两部影片是对“人的本
质”进行逐步深化，而导演选择《封神演义》中
这个古板、偏执的中年太公作为主角，选择大
战告捷后的封神仪式作为故事发端，对大众审
美趣味的引导也是极具自我挑战意义的。

个体与苍生
相比之下，各平台对于《哪吒》亲民友好度

和《姜子牙》陌生晦涩感的印象，实际上是大众
面对不同层次困境的理解程度所致，《哪吒》思
考个人困境，回应了“何为我”的个体指向问
题，《姜子牙》则站在集体困境的角度，探究“何
为公”的社会思辨。

在《姜子牙》中，要思考的不仅是“救一人”
还是“救苍生”的伦理学“电车难题”，更是进一
步解答“苍生”的具体所指。在毫无面部表情的

静虚宫众神心中，“苍生”不是你、不是我、也不
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而是一个可以用来
合理推动秩序平衡的符号，师尊将生命量化，
站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做出功利主义的道
德选择，而姜子牙则选择了对天下生命的全盘
尊重。片中，姜子牙与小九来到一个“怨灵之
地”，这里满目疮痍的野外尸骨都是在牧野之
战中死去的殷商士兵与“罪民”，他们都是“解
救苍生”过程中的牺牲者，同样，他们也是“苍
生”的一部分。

原著中“成汤合灭、周室当兴”是天命的安
排，《姜子牙》则站在了以“个体”为单位的“苍
生”角度去违抗天命。《姜子牙》是对《哪吒》世
界观的进一步深化——对“我命”的目标要求
是哪吒与天命的矛盾，对“苍生”所指的不同也
是姜子牙与天道的矛盾。

“斩善”与“求真”
元始天尊和姜子牙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我要你斩的不是恶，是善。”
“为什么斩善？”
“为了苍生。”
苍生和斩善看似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但是

我们结合元始天尊对“苍生”的指向——推动秩
序合理化的符号，以及“善”的所指——干扰秩
序合理化的初心，就不难理解二者间的必然联系
了。封神仪式开始姜子牙就要选择是成为“斩善”
的神还是“求真”的人，小九是姜子牙“求真”的初
心，而师尊要求他“斩善”，亲斩九尾狐以及与它
捆绑的无辜女孩小九，于是他开启了一段中年
人的“求真”之旅。前往归墟途中小九问道：“神
仙不骗人吧？”姜子牙说：“我不骗你。”枯坐在北
海古战场的姜子牙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为
人，不仅如此，他还斩断了人和神的连接，进行
了一场浩大的人的觉醒和自我救赎。

片尾彩蛋中很好地将《哪吒》与《姜子牙》
两部影片的关联诠释出来，也将两位主人公的
顺接关系做了一个交代，哪吒是不修边幅、不
信天命的桀骜少年，而姜子牙是一个装在套子
里的拧巴中年大叔，他有自己的枷锁，同时也
有自己的执念。彩蛋很好地诠释了两部作品的
定位差异和延续关联，因此观影过程中。我们
不将《哪吒》和《姜子牙》当作一个平行序列，而
是将它们看成是人的少年与中年的延续关系，
解决着各自不同阶段的现实问题与世界观架
构，我想会有全新的观影体验。

从桀骜少年哪吒到拧巴大叔姜子牙——

国产动画的蜕变

早云

张艺谋、刘德华、吴彦祖等大咖先后登
场，主打文艺片的 11 月电影市场有不少小
而美的作品上映。根据猫眼专业版统计，目
前已经定档 11 月上映的影片共有 30 部，类
型涵盖剧情、悬疑、青春、动画、音乐等。与过
去几个月轮番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八
佰》《金刚川》等商业大片不同，11 月上映的
影片气质比较偏文艺，题材更为多元。

将于 11月 27日上映的《一秒钟》可谓是
最令人期待的影片。该片是张艺谋的新作，早
在去年就已经进入影迷视野，直到现在才上
映，吊足了观众胃口。该片故事灵感来源于张
艺谋本人年轻时的经历，是一个与当时露天
电影放映有关的故事，影片可看作是张艺谋
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从预告片看，这部作品
好像又回到了老谋子早期作品的风格，乡土
气息浓厚，比较有人文关怀和寻根意味，还带
点喜剧色彩。张译和范伟两位演技派的表演
也值得期待。

在音乐题材电影《热血合唱团》中，主演
兼监制刘德华饰演一位指挥家，他要指挥的
是一帮闯了不少祸的“熊孩子”，教他们从零
开始学合唱，故事风格温暖励志。还有卢冠
廷、雷颂德、谢君豪、李丽珍、关礼杰等一群
港星助阵。该片将于11月13日上映。

国产犯罪片这几年佳作频出，成为不少青
年导演发力耕耘的类型。11月共有两部较受

关注的犯罪片上映，一部是李霄峰执导的《风
平浪静》，另一部是刘浩良执导的《除暴》。前者
通过一次高考保送名额的顶替引发出一桩误
杀案件，片中的父亲和儿子从此都背负起长达
15年的沉重包袱……该片不仅仅有罪案，还
有官商勾结、土地强拆、裸官等敏感社会话题，
更有一段热烈张扬的爱情。主演章宇、宋佳、王
砚辉都奉献了非常有张力的表演。《除暴》最大
的看点，则是大帅哥吴彦祖这次要颠覆形象，
饰演一位嚣张狂放的悍匪头目，而曾在《解救
吾先生》中饰演绑匪的王千源这次“改邪归正”
饰演警察。该片改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张
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

艺术电影方面，11月将迎来万玛才旦的
新作《气球》，讲述的仍是万玛才旦最熟悉的藏
民故事：淘气的小孩把避孕套当气球玩，结果
让妈妈意外怀孕，但家人都觉得这个胎儿是刚
刚去世的爷爷转世，这个孩子还要不要生呢？
生命与轮回、宗教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等深邃
命题都暗含其中，影像风格延续了万玛才旦一
贯的迷人质感。

此外，马来西亚新导演郭修篆的《光》是
11月较为温情动人的一部作品。该片主角是
一对兄弟，哥哥有自闭症，弟弟一直想帮哥哥
找一份工作，让他能够自食其力，结果哥哥却
一直闯祸搞砸，直到有一天弟弟发现哥哥居
然有音乐天赋，这让他找到了新思路。电影故
事来自导演和他的哥哥的真实经历，拍得极
为细腻感人。

观影札记

谢石

王羲之偶然书写《兰亭集
序》的“ 永 和 九 年 ”，谁 当 皇
帝，谁做宰相，发生了什么军
国大事，都早已杳如黄鹤，几
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记起。但这
年的农历三月三日，已经 51
岁的会稽郡小科长王羲之和
当 地 一 群 文 人 雅 士 42 人 在

“会稽山阴之兰亭”的雅集，
却被历史铭记下来了。唯一的
原 因 ，就 是 他 这 天 突 来“ 灵
感”，信手书写了一篇 324 个
汉字的短文章。这篇文章就是
享 近 两 千 年“ 第 一 行 书 ”盛
誉，使他一直稳居“书圣”宝
座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历经南北朝的
推崇，到了唐代更是遇到了异
代知己李世民。这位开启了“贞
观之治”的皇帝，集文韬武略于
一身，对书法情有独钟，对王羲
之的字“玩之不觉倦，览之莫识
其端”，不但自己爱不释手，而
且还命当时书法大家虞世南、
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精心
临摹，广为推介。从此，该书的
临摹本被历代帝皇奉为至宝，
各朝书家敬若圭臬。

《兰亭集序》真的值得如此推崇？答案得
从头说起。自秦始皇“书同文”以来，秦篆成
了官方通用的主流字体，随着时代要求的快
捷和方便，笔画由复杂走向简单，结构由繁
琐走向清晰，于是就有了由篆书而隶书，再
由隶书而楷书的进化。但是，到了楷书，便逐
渐固化和僵化起来，大家都在这种仅仅只能
表意的工具模式中规行矩步。具有表意职能
的“驯服工具”汉字字体，便长期呈现一派千
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老气横秋之态。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独尊儒术”对社会进
行全方位的禁锢。一个需要产生巨人的时代
在呼唤，也在等待，选择。而王羲之几乎是水
到渠成地回应了这一次巨大书法变革的呼

唤。他能够以一书而独步千古
是有必然的内在根据和外在条
件的。

首先，王羲之的思维已进
入人文精神必到达的境界。他
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骨子
里那种“坦腹东床”的洒脱言
行，是为当时蝇营狗苟的社会
所不容的。他拒绝了仕进之途，
仅以一个无所谓的小官维持
起码生计，然后潜心学问。长
期的阅历和思考，培育了他旷
达、潇洒、通透、飘逸的生命精
神底色。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精
神的诉求，而当那种刻板、固
定、僵化的模式限制和阻碍这
种追求时，一个或一群“思接
千载、视通万里”的领军人物
就会出现。于是，有着“千姿百
态，风情万种”内心世界的王
羲之便站在了书风变革的时
代前沿。其次，王羲之饱览群
书，又遍临碑帖，能体会到心
手相应的快感、可敛可散的舒
畅、可轻可重的愉悦、可徐可
疾的洒脱、可枯可浓的随意、
可断可续的率性。其三，王羲
之找到了一个临场发挥的好
平 台—— 兰 亭 。周 边 环 境 是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
湍”；时间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暮春
三月”；参加的人员“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嬉玩的游戏是“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
情”的赏心乐事。在这样的气氛中，王羲之由

“幸可乐也”，到“岂不痛哉”，在深深感悟到
“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时，于是一篇情
理清新深远、书法遒媚劲健的扛鼎之作便横
空出世。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正因为如
此，王羲之本人以后多次重写，都无论如何
达不到这一里程碑似的高峰。一篇文章，一
幅书法，能够长期成为整整一个朝代的标志
性符号。我们不得不佩服王羲之《兰亭集序》
将瞬间定格为永恒的无穷魅力。

《
兰
亭
集
序
》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翰
墨
飘
香

11月电影市场吹起文艺风
艺林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