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这一个”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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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长的拥抱》研讨会举行

一部触动观众心灵的电影
□王彦霞

由杨亚洲执导的电影《最长的拥抱》以
清新、质朴的风格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直抵每一个人的心灵。2012年9月影片
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最佳创意影片”奖。在日前中国电影资
料馆举行的该片研讨会上，与会者对该片
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这是一部有艺术水准、人文内涵和思
想追求的优秀作品。

浪漫与创新
与会者认为，《最长的拥抱》虽然反映

的是宏大、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却以浪漫
的镜头语言和创新手法加以表现，使影片
在现实的意象之中体现出空灵、唯美的风
格。在人物形象上，与会者认为，该片中的
人物都很典型，既有生活依据，又有心理动
力，主要人物大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边
缘，甚至处于挣扎、半挣扎状态，由于社会
及环境的原因忍受着心灵的煎熬，同时又
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救赎与心灵修复，
艰难而又坚强。不管是几分钟之内没有看
住儿子、一直用后半生进行补救的宫平母
亲，还是身体残疾又被父母遗弃的孤儿院
孩子，抑或是没有双臂却全心致力救助别
人的宫平，即使是因一念之差陷入代孕风
波、后患无穷的莫小北等，每个人物背后都
有发人深省的故事。腿残的小樱给无臂的
宫平系鞋带、宫平妈妈及莫小北先后帮宫
平拉裤子拉链等情节，都使人感到心灵的
震撼。倪萍饰演的母亲是一个精神家园，她
坚韧、坚强、忍辱负重，因儿子失去了胳膊，
她一辈子后悔、内疚，甚至不能听到别人说
到“胳膊”二字，当她去幼儿园送蛋糕、跟值
班师傅吃面条时听到值班师傅无意中说到

“因为擀面条胳膊变粗了”而哽咽，体现了
母性的伟大；同时她又非常无私，作为公交
车司机，她的生活本身就已经很艰难了，还
是帮儿子把小樱等孤儿们养起来，等等。

对于影片中的台词，与会者认为，富有
动作性、戏剧感和艺术表现力，比如“这个

城市就像印钞机，钞票越来越多，幸福却越
来越贬值”，“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
后笑着笑着就哭了”、“小的时候觉得幸福
很简单，长大了简单才幸福”等，特别是宫
平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现在不吃苦，将来
要吃很多很多苦”，“像我们这样的人，要么
快点去死，要么精彩地活着”等，有的是主
创人生经历的总结，有的是网络上流行的
语言，使观众感到很真实、很亲切，影片用
这些耐人寻味的语言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
界，捕捉生活的温暖阳光，令人难以忘怀。

而在镜头运用上，与会者认为，极富创
新意味，蒙太奇、空镜头及镜头倒转、跳闪
等都别具一格，在使情节充满象征意味的
同时又力图不过多干扰叙事，既烘托了影
片的艺术感染力，又使影片的节奏和谐一
致。从镜像到音乐、从台词到演员表演都很
自然、很协调，无论是“接地气”的生活细
节，还是有意味的主观镜头，都不仓促、不
失衡，即不会为了交代剧情而转化镜头造
成突兀，也不会为了营造视听刺激效果而
造成大开大合。贯穿影片始终的交响乐衬
托底层、弱势小人物的命运，显出主创人员
的独特艺术嗅觉。

与会者认为，该片没有用通常惯用的
全知叙事，而是用残疾人的视角加以表现，
聚焦于人的心灵展示，着力于人类的心灵
修复，使影片成为底层叙事的一个突出代
表。比如宫平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在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还要给他买钢琴，甚至为此去
掏大粪，这在宫平心里种下了坚强的种子。
正因为他以这种方式被父母培植过，被父
母感动过，所以他的坚强是有生活依据的，
在感动观众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阳光。

现实与心灵
影片在刻画人物时其特点，一是以宫

平为代表的残疾孩子内心存在的巨大力
量，二是宫平向莫小北灵魂里渗透的一种
力量，使她的人性复苏并以实际行动帮助
孤儿院的残疾孩子完成自我的救赎，三是

倪萍饰演的宫平母亲先是劝小北自首，后
又帮他们两个承担恶果，踢掉假装残疾的
骗子的碗，这些情节都体现出一个母亲的
人格力量和精神魅力，这些主要人物都向
社会传递了正能量。也有专家把影片的主
题理解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破碎状态和心
灵修复”。倪萍带病开公交车，即使是死在
驾驶员岗位上，也没有一个乘客肯去同情
她，而是因车身摇晃纷纷抱怨。从影片可以
看出，这个社会有些人貌似健全，实际上是
病态的，芸芸众生，虽四肢健全，但偏激、极
端、自私；那些看似病态的人，却在拼命实
现自我救赎和自我平衡，倒是我们社会的
希望。影片用这么一个角度、抓取这么一个
生活素材、体现这么一个主题，很深刻，既
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又体现了主题方面的
特点。

与会者认为，《最长的拥抱》是一部能

触动观众心灵的电影，从骨子里迸发出真
情实感，延续了杨亚洲聚焦普通人的视角。
影片中刻画的两个主要人物各有特点，一
个身体有残疾但内心纯净，另一个长相漂
亮但内心有残疾，形成心残和身残的强烈
对比，女孩有一天突然从男孩身上获得某
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和信念，比物质帮助更
让她受益，从此她发生了转变，并在自我救
赎的同时帮助了别人。这也是一部关于爱、
关于生命的影片，最让人感动的就是男女
主人公体现出的自信，影片探讨了社会和
谐、心灵和谐的问题，影片的情节发展就是
从失衡寻找平衡的过程。同时，与会者认
为，这更是一部有情怀的电影，是一部呼唤
爱真情的电影。

仲呈祥、饶曙光、马建辉、许柏林、黄式
宪、王人殷、皇甫宜川、李青、高小立、杨亚
洲参加了研讨会。

漫长的戏剧史曾多次证实，再高超的导表演和
舞美技术也不能失去剧本文学的支撑，编剧地位的
滑落、文学性的贫弱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是极其危险
的。虽然动作是戏剧最根本的特性，动作创新的成
功，会使演出外射出超文学的魅力，使整个剧场充溢
着情感的张力，但这样的魅力与张力，如果没有剧本
文学的支撑，是不会具有高层次和恒久远的魅力的。
早期话剧的探索者汪仲贤就已经认识到：“世有完善
剧本，然后有新剧大家”。当下剧坛原创好戏少、剧本
荒的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忧虑，也使得笔者将期盼
的目光投向高等院校对编剧人才的培养举措。一名
真正杰出的剧作家的诞生过程是漫长的，高校的培
养也许仅仅是令学生做好成为剧作家的两个准备。

第一个准备笔者想从近期戏剧界的一个流行话
题说起，这就是南大原创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截
止于2013年5月末，这部剧作已经演出了65场，票房
也突破150万。起初，由于这部戏看起来并不是一部
迎合市场的作品，曾有很多人断言其演不到10场，对
此导演吕效平回复说：“如果最后剧场只剩八九个
人，那我们就对八九个人演。”那时笔者曾为他们这
种执著的姿态而感动。然而，随着《蒋》得到了一定的
社会认可，其创作团队似乎渐渐满足于“继承了五四
启蒙的脉络”、“几十年来最好的喜剧”等等的漫天赞
誉，对于戏剧界的专家学者们所指出的几点不足之
处，主创团队虽然态度诚恳地承认这样的瑕疵，但随
后只留下“能力有限，改不动”的说辞，便又轰轰烈烈
地奔向了下一站的商演和报告会。早有人说《蒋公的
面子》成就了“南大的面子”，但与此同时它是否也折
损了南大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呢？即使《蒋》的编剧
本人一向低调质朴，未见丝毫骄傲，却也使笔者想起
了董健教授的警示：“编剧家与编剧匠，这两者的分
野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会互相转化。初学编剧的新
手，他可能由于过多模仿名家手法，独创之处不显，
给人以‘编剧匠’的印象。但他如果真有才华，又肯努
力，是会成长为一名剧作家的。相反，一个有才华的
剧作家，他在成功之后，很容易为世风所染，趋势媚
俗，急功近利，精神萎缩，丧失自由的创作心态，这
时，他就会由剧作家蜕变为编剧匠了。”

给创作的浮躁降温需要从校园做起，如果连校
园都已经被功利腐化，戏剧教育都在急功近利，戏剧
艺术的未来怎能不更加令人担忧？试想，那部分心间
还没有开出真文学、真艺术的娇花，就时常被按着头
写“案头”剧的学生，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剧作家吗？
高校还是减少一些商业性社会实践、撰写应景之作、
忙碌于汇报演出和奖项评比的时间吧，更多地去关注文学本身，进而培
养学生做好成为剧作家的人格准备：无限追求艺术上的专精，以戏剧艺
术的健康发展为己任，自觉摒弃商业至上和娱乐至上的消极影响，这样
才有利于戏剧教育和戏剧生态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有了人格的准备，接下来就是学术的准备了。剧作者的境界决定着
一出戏的品格，成为剧作家的学术准备应包含底蕴和诗情两个方面。底
蕴多来自于通识，知识贫困常带来思想贫乏。高校不妨多开设一些社会
心理学、美学史、当代哲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这类课程相比导表演课
程更能丰富戏文学生的底蕴。而诗情多来自于感性。我们的学生在中小
学期间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培养，普遍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在高等教育
期间若接受的仅是种种编剧技法的学习，很容易受到话剧公式化、概念
化的创作风气的影响，或是跟风创作流行的主题，从而踏上编剧匠的道
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戏剧创作本不应该出现公式化或
跟风的现象，是传统的观念和既定的范型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创作主体
的能动作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了用“解放天性”的方法来训练演
员，以使其把后天失去的那部分性情恢复回来。在编剧人才的培养过程
中，也有必要提倡一种文学思想上的“解放天性”：充分提倡创作主体的
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勇于追求在作品中实现自我，使艺术形式富于真正
的独创性。

为此，笔者认为，不妨把阅读剧本与观摩剧作的功课当做低年级的
主课，一面让学生大量地观摩中外经典剧作和当下国际上的实验剧作，
并且令其悉心体味和总结，再一面激发学生的叙事欲求,使其尽兴地用
自己的心得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待到学生初步拥有了自己的戏剧观
念、掌握了一定的写作能力，并且有了一些文学乃至哲学的底蕴之后，
再进行剧作法则与技巧的学习，由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对于习作中的人
物、情节、结构、节奏等各个方面逐一进行考量，帮助学生分析习作中技
巧的运用是否得当，最后由学生自己来判断哪些技巧要取哪些要弃。但
在剧作的主旨与内涵上，教师则要帮助学生分析习作是否符合艺术的
眼光，是否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是否具有哲理的品格等等，因为这才
是一部剧作能否散发持久光芒的关键所在。时下，很多商业戏剧和校园
戏剧的演出中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观众的兴奋点，有时还多停
留在网络段子、情爱，甚至是一句粗口上面，这就需要我们的戏剧和戏
剧教育承担或提供更多，进而逐步形成观演关系的良性互动。

让感性教程代替理性范型，让文学与哲学构成戏剧教育的底蕴，让
美学与感性成就剧作的诗情。随着一代底蕴深厚、思想飞扬的编剧人
才成长起来，我们相信在明天的戏剧舞台上，将少有公式概念的人物
脸谱，少有高台教化的理性窒息，少有强行搔笑观众的舞台暴力，我
们将拥有一个静谧的剧场，里面盛着人文的感怀、哲理的沉思、灵魂
的深呼吸。

近日，笔者浏览了记者朋友赵忱的三
卷文集，合计 120 余万字。说是浏览，不如
说是重温，因为收入其中的，多是报纸上曾
经发表过的报道、评论、随笔、散文等等。阅
读赵忱此书，有一种“时空之旅，很美很惊
险”的时光倒流感。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
今，“去掉大量上不了桌面的应景文章”，作
者煞费苦心地筛洗出 348 篇可以留存、可
以重读、可以品味的好文字。这一篇一篇，
就是这 20 年间赵忱报道中国文化艺术以
及中外文化交流漫漫长途的一个个路畔驿
站，虽江南塞北本土域外风景各异，却又有
机无意地构成了一个近于完美的文化大时
空。

平均算下来，赵忱文集所选一篇不过
3000多字，好像不够大，不够长，但这恰恰
是作家型记者的当家本色，用一个个精彩
瞬间，一个个闪光片段和由之而渗透出的
一道道思想光芒，借助时间这个伟大的裁
缝连缀起来，就是一篇好大的文章，好厚重
的文章。那些文章能够穿透时空，为有意义
的历史留影塑像。如果你认真读读《一个文
化记者的阅读笔记》《伏尔加河日记》《日记
西藏》等若干长文，就会发现，赵忱不只是
你熟悉的那个朋友，还是你所不十分了解
的雕塑家，为他人塑像，为自己素描。

三卷文集中访谈过的中外人物过百，
记录评论过的海内外事件、活动、剧目过
百，前者如过江之鲫，后者如江海之潮，真
可谓多姿多彩蔚为壮观。有机会与如此多
的人物与故事零距离接触，大约算是一种
幸事。可赵忱不是幸运儿，赵忱自称半辈子
坚守一个工种的“呆子”，自叹“我为这些文
字跑过多少腿熬过多少夜……”冯仑说伟
大是熬出来的，我看好记者的好文章大概
也是这么熬更守夜地熬出来的。当然，读赵
忱的文章品尝到的决不是大锅蒸馏水，而

是勤劳的赶山人从崎岖山间背回来的甘冽
清泉。

读赵忱的文章，虽不需要仰视，但需要
尊敬，又因为是朋友，会格外感到亲切家
常。赵忱以激情和聪慧所观所记所感所评
的，是我们身在其中这个行业的形形色色
的精彩故事，是我们身边活跃的形形色色
的出众人物。有时也会包括普普通通的我
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并不普普通通的那
些故事。

在文集第二卷《我们必须脱胎
换骨》的《访谈录》部分，我发现了
15 年前的那篇《让我们为中国自
豪——与中演公司总经理张宇谈太
庙版〈图兰多〉》。紫禁城太庙版实景
歌剧《图兰多》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
第一次实景演出，作为中方总制作
人，我曾经接受过国内外著名媒体
的众多采访，但赵忱这篇访谈仍然
有其特殊价值，因为它明确地揭示
了紫禁城太庙版《图兰多》，“纠正了

《图兰多》以往版本中对中国文化的
某种歪曲”，“用灿烂、辉煌的中国文
化以正视听”，“同时，由于是东西方
艺术家共同合作的结晶，其本身就
体现出东西方文化高度融合后的崭
新境界”。像一名石油钻井工人，她
总是企图发现发掘一个文化事件本
质深层的意义。

读罢文集卷三《离心最近的最文化》中
写于 1999 年的两篇连续文章《莫斯科，掌
声为中国芭蕾而鸣》和《圣彼得堡的掌声也
很热烈》，不禁浮想联翩。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中俄建交50周年，中
演公司于当年10月组织实施了“中央芭蕾
舞团 1999 俄罗斯世纪之旅”。这是中国人
潜心学习俄罗斯芭蕾艺术近半个世纪后，
首次以国家团规格华丽登上俄罗斯的国家
舞台。赵忱在报道中这样说：“中央芭蕾舞

团的成功演出不仅能告慰（当年的俄罗斯）
恩师，还向俄罗斯观众表白：我们不仅能学
习，而且还会发展”。

文集第一卷《把沉睡的人都叫醒》，题
目让人想起了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的名作

《让那伐木者醒来》。开卷第五篇《〈ERA—
时空之旅〉很美很惊险》，确实是一篇“叫醒
型”的新闻报道，文章在这部多媒体舞台剧
即将满月的时候，就把该剧“中国元素，国
际制作”的“空前构想”，告诉了读者；把文
化和广电两大系统第一次资本层面的亲密
握手告诉了全国。赵忱饱蘸感情地写道，时
空团队“为了理想，他们承受了难以想象的
细节的烦琐。以沉默的努力换来了令人咋
舌的舞台壮举。数月的劳顿在当晚向黎明
过渡的时候终于释放了出来，他们笑得十
分开心”。她还预言说“上海马戏城热火朝
天的革命景象则稳步持续着”。

八九个年头过去了，《时空之旅》仍在
位于上海闸北的上海马戏城天天上演，凭
着“道具，不可思议”、“编导，绝对创新”、

“音乐，独树一帜”、“多媒体，多才多情”四
大核心优势，天天门庭若市，吸引了来自全
球的购票观众已超过 300 万人次。如此说
来，赵忱有时候像个预言家。

记者不光会写大文章，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也确实是个预言家。细心的朋友也会
发现，赵忱在选择什么和为什么而歌的事
情上，态度是相当鲜明的。在某些貌似重大
的问题上，她反而保持沉默，她的矜持、沉
默中蕴藏着善意的辛辣，朋友们倒是希望
她能够多一点表达她的辛辣，在她笔下的
辛辣里我们确实读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多
年以前我曾说过，赵忱是一个女知识分子，
我想我没有说错。虽然朋友们也觉得她有
时很天真、很任性。

单纯而又深刻，这才是赵忱。

记者要写大文章
□张 宇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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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60后”作家作品专号

短篇小说
沉沉夜………………………季栋梁
玉米…………………………郭文斌
割棺材………………………陈继明
岗岗滩………………………漠 月
启蒙…………………………火会亮
暗伤…………………………刘健彷
舌头…………………………吟 泠
生日…………………………韩银梅
从西北到东南………………李 方
小钱包………………………袁鸣谷
请你跳个舞…………………杨 子
祭灵…………………………殷 高
兔惑…………………………鲁兴华
失眠…………………………黄清海

散文随笔
我行故我思…………………梦 也
边塞诗人王昌龄……………杨天林
城里的闲人…………………彦 妮
精神的返乡…………………赵炳鑫
我的天涯（外一篇）…………杨风军
一个人的暮色………………王怀凌
花园菜畦（外一篇）…………田 埂
芦苇·拉拉缨·黄河滩………包作军
搬坟…………………………张 嵩
我的相和像…………………长 弓
父亲 ，让女儿给你洗脚……赵宗民
陪婆婆看秦腔………………邹慧萍
品读红颜……………………田青荟
诗西部
骊歌十二行·穿城而过（组诗）

…………………………杨 梓

挥之不去（组诗）……………杨森君
金子的感动（组诗）…………洪 立
秋意渐浓（组诗）……………冯 雄
突围（组诗）…………………唐 晴
相遇一个湖泊（组诗）………潘春生
张联的诗……………………张 联
大风歌（组诗）………………邱新荣
农家意象及感叹号（组诗）…黄金龙
一棵有巢的树（组诗）………李壮萍
纪 实
自留地………………………虎西山
地湾…………………………牛红旗
古体诗词
诗词十四首………段庆林 闫立岭

马 翚 张俊奎
田兴福 佐红星

论 坛
精神之乡的不懈构筑——读杨梓诗

集《骊歌十二行》………王晓静

梅花鹿（短篇小说）…（回族）马 悦
莫理循眼里的中国——莫理循《中

国风情》一书摘评
…………………（回族）石舒清

由“东干”想到的（散文）
…………………（回族）李进祥

一位回族老人的进藏经历（纪实）
…………………（回族）马丽华

放牧心灵（散文·外一篇）
…………………（回族）古 原

秦声汉韵回中宫——泾源果家山秦
汉遗址考察散记
…………………（回族）王治平

忆往昔（散文）………（回族）马 静

青藏册页：众神之山（组诗）
…………………（回族）单永珍

诗歌八首……………（回族）雪 舟
回忆开始翻山越岭（组诗）

…………………（回族）金晓雯
民冰的诗……………（回族）民 冰

《人生》中的爱情悲剧与户籍管理制
度（评论）………（回族）白 草

新世纪前后宁夏长篇小说创作状况
考察（评论）……（回族）郎 伟

沉静而淳朴的文学追求（评论）——
2005年以来石舒清创作述评
………李生滨 （回族）马 萍

暖冬（散文）…………（回族）苏小桃

西部批评高地 中国文论重镇

当代文坛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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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视阈
纯真与博大——林非散文的情感世界………………王兆胜
京城审美景观的不同模式……………………………张 法
莫言研究
莫言小说与文学审美价值判断………………………张博实
论莫言的“流派归属”与文学史的权力………………冯 晖
文学史论
我亲历外国文学研究所之曲折路

………………………………王平凡口述 王素蓉整理
中国当代地下诗歌语言研究………………曹万生 李俊杰
理论探索
智慧美学 ：中国美学精神及当代价值的重新发现…郭昭第
赵毅衡教授的“艺术符号论”述评……………………伏飞雄
创作研究
关于穿越文学的美学思考……………………………李智伟
论网络穿越小说的穿越性特征………………………欧造杰

逢单月 1日出刊，2013 年每本定价 16.00 元，全年
96.00元。欢迎到各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62—173。邮购
款寄：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当代文坛编辑部；邮
编 ：610012。电 话 ：028—86742979。http://ddwt.qikan.
com。E-mail:dangdaiwentan@sina.com（投稿用）。

给创作的浮躁降温需要从校园做起，高校还是
减少一些商业性社会实践、撰写应景之作、忙碌于
汇报演出和奖项评比的时间吧，更多地去关注文学
本身，进而培养学生做好成为剧作家的人格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