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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版）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好比一个长在
土地里的植物，它可能非常平庸，但是它一旦开
出美丽的花朵，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花朵
就是艺术，艺术让我们平凡的生命开出了艳丽的
鲜花。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电影也做这种
理解呢？在世俗的生活里，在到处是细菌、到处
是泥水的肮脏的生活里，开出圣洁的花来，有没
有这个可能呢？这个课题非常艰难，但是我相信
会有人去尝试。平坦的电影之路非常狭窄拥挤，
艰险的路却几乎没有人走，因为这个梯子是架在
悬崖上的，太危险。你敢不敢做？三思。
“ 雅”的
代价不是每个人都肯付的。
说到“俗”了，怎么理解它呢？荷花是从污泥
里长出来的吧？那些底部的拖泥带水的东西就
是俗，就是泥沙俱下的庸常生活本身。你不能因
为它太脏了太憋屈了，就试图远离它，或者对它
的处境视而不见。你不能总是让你的电影塞满
你自己的化身，塞满吃饱了撑的那些人和无病呻
吟的另一些人，你是不是太把自己的梦当回事
了？何况你的梦还是粉色的，带着奶味儿的！你
能不能放下架子，到泥地里去滚一滚？你看那个
外卖小哥，他心里的喜怒哀乐到底是什么？你看
那些被传销组织给幽闭起来的人，他们的痛苦到
底是什么？去看看那些被司法误判冤枉的人，那
些为别人的谬误付出了巨大生命代价的人，你看
看他们的呼吸和咀嚼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到雪
地里打滚儿去，感受一下真正的生活的冰冷。这
些你要不要做？当然得做。这个才是能让你的
立脚点稳稳地站在大地上的真正有价值的选择，
否则你就只能飘浮在空中，永远落不了地。所
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底层生活，根据你的可
能，你的条件，尽可能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里边
去吸收你的艺术营养和艺术资源。这个“俗”永
远不能撒手，要抓住它一俗到底。
第四个反义词是“深”和“浅”。深浅涉及到
对表达深度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情。一般来说，主题越深刻，越出乎意料，艺术价
值就越大。但是电影这个东西很奇怪，有的时候
越是“浅”的东西，传播效果反而越好，这跟电影
艺术的商品特性有关系。我还是那句话，人有过
庸俗生活的权利。电影观众有吃爆米花儿打嗝
儿放屁傻乐的权利。他的权利来自于他付出的
电影票钱，他粗俗的审美滋养了电影行业，也为
你干这个名利双收的事儿提供了报酬。
“ 浅”，大
多数时候能给彼此乃至多方带来利益，也能给 5
岁的呆小孩儿和 83 岁的糊涂老头子带来真实的
快感。这是它不可抹煞的积极的一面。
“深”，容易获得很高的评价，也有可能变得
非常狭隘，只让一小撮精英觉得特别舒坦，直挠
到他们心里去了。大众则很可能会嗤之以鼻。而
且，精英们大抵用不着买电影票。所以，深浅的问
题既是艺术取向问题，也是商业策略问题，更是
我们从业者需要仔细把握和平衡的一个问题。
下面谈的反义词是虚和实。在形而中这部
分，虚和实是一个特别沉重的问题。我们经常听
到有人教导我们，你要根据现实来构思你的作
品，你要忠实于现实。我刚才说过，一个表述
对象一旦转化为语言之后，他还是那个东西
吗？为什么我刘恒说这个事物用这套语言，换
一个人说这个事物用另外一套语言？变化意味
着什么？这个变化是可以靠理性来修饰的，而
且也是可以被感性随意左右的。语言可以用来
夸大事实，也可以用来颠倒主次，还能够以假
乱真。任何披着语言外衣的所谓实，都是可疑
的，也是可以商榷的。关于历史剧的争论，涉及
的就是这些问题。所谓忠实于历史，是忠实于哪
一套语言体系的历史？皇帝亲命的史官，他笔下

要从时间上把它分析透，剧情的
起点定在一个时间点，结尾定在
一个时间点。你弄一个虚拟的
日历牌，把时间给拉下来，看看
主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哪个时间
点 上 ，那 个 事 件 都 包 含 什 么 因
素。是完全顺着说？还是颠倒
着说？还是这一段给它贴在那
儿，那一段给它贴到这儿？或者
这一段有 10 个元素，我只说两
个，其他的要么省略掉要么合并
掉。这里边的搭配技巧，跟围棋
落子的感觉差不多，各种组合，
千变万化。这些都得依赖创作
者的巨大才华，这种才华我觉得
不是教科书能教你的。教科书
只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的
东西，真正让你决定把东西往那
儿 搬 的 时 候 ，你 往 往 找 不 到 根
据，也找不到方向。只有经验会
慢慢启发你。
下面一对反义词是主和
次。主次涉及到空间的问题。
我们说一个电影不好，或者说一个剧本不好，经
常是主次失去平衡，在次要的东西上浪费了太大
的笔墨，主要的东西反而被忽略掉了。主次的概
念也可以兑换成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有很多导演
非常优秀，想象力也很丰富，局部极其精彩。但是
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失衡的，
对作品的完整性失去了控制。你看一个东西，站
得高你可能看得更全面，你要是站在它里边或下
边，有可能顾此失彼。我跟张艺谋、尹力在一起闲
聊的时候，彼此互相问。你说对于一个导演，最重
要的能力是什么？我也问他们，你说对于一个编
剧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得出一
个结论——对整体的控制能力，对你的创作对象
整体的控制能力，实际上决定了一个人艺术生命
的成败。就是说，在这个技术性问题上，能够成全
你，也能够毁了你。这个我也不用展开讲，主和
次，整体和局部，这个大家可以去琢磨。
还有一个相似的词汇，就是加和减。加减是
对时空整体的、静止的观察和控制。就像刚才说
的，你把所有情节放在这个限定的时间链条里，
想象时间是一根绳子，你用夹子把所有的事情都
夹在上面。最初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细节全夹上
去，刘恒进了门之后向右走，跨了两节台阶，走过
了一片红地毯，放下了书包，坐在椅子上，动了动
茶杯，放下手机，弄了弄电脑。你要把所有的动
作全记录下来，想象用电影镜头记录下来，它非
常丰满而且拥挤，但是它是某种真实的状态。如
果静止地审视它，作为一个编剧或导演，你要做
的是什么？肯定是抽掉啊！一个一个地抽走，直
抽到你不能抽为止。密集的排列有助于你俯瞰
各个时间点，并观察到每一个局部，观察清楚之
后才能决定哪个是该留的，哪个是该放弃的。这
个 场 景 有 10 个 要 素 ，可 能 我 只 把 5 留 下 就 够
了。换一个段落，包含 12345，我把 1234 留下，5
不要。在每一个叙述部位，每一个场景里边儿，
这个工作都值得做，都有一个加减的问题。有的
时候觉得，这个地方不够，我要往里加，刘恒登台
阶的时候没踩稳，摔了一跤。他喝水的时候呛了
一口，喷出来了。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加各种东
西。12345678910 全都可以废弃，可以重新创
造一个 12，替换到里面。这个是加减的基本手
法。这是静止的对影视空间的一个观察。
下面这一对反义词是缓和急。这是在动态
当中观察表达对象的时间与空间。有的时候速

度非常快，零点几秒一个镜头，啪啪啪啪压缩在
一起。有的时候又极其缓慢，你不知道它的空镜
头想干什么。但是这种节奏属于影视艺术特有
的叙述方式。
我最近看了两遍《小丑》。马丁对漫威充满
了蔑视，但是《小丑》恰恰是从漫威里诞生出来
的。现在对它的评价两极分化。我持肯定态度，
虽然它的价值观在善恶之间的平衡上略有闪失，
但是它反映的人类痛苦是极其真切的。影片里
面有很多速度极快的剪切，跟人物的心理节奏特
别合拍。还有一些特别缓慢的表达，例如老板跟
他说，我要从你的薪水里扣那个广告牌的钱。他
一下子就笑了，刚开始笑得特别柔和，笑着笑着
就露出了哭的状态，十分狰狞。这个镜头特别缓
慢，却显示了巨大的力量。这种镜头的长度、快
慢、缓急太讲究了，节奏太讲究了，它们的完美运
作丰满了电影的血肉。写剧本的时候，你要想到
这个节奏的问题。拍的时候更要想到，导演一定
要根据缓急的准则，对演员提出节奏不同的要
求，让他焕发出能量来。导演太重要了！但是导
演再重要，最后完成爆破任务的是演员。伟大的
演员，伟大的表演能力，能把非常细微的东西给
你变幻出来。有的时候节奏快了效果出不来，有
的时候则是慢了出不来。这个缓急的技巧控制
太有名堂了。所以，我看到好的演员表演的时
候，我不能说是嫉妒，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影视这
个行业里面，所有的一步一步的具体工作，都是
为了最前端，为了把演员那张脸呈现给观众。最
前端就是拼刺刀，就是抱着炸药包去爆破，演员
就是干这个的。所有的酝酿、筹备、指挥、策划、
侦查，都是为了最后这个步骤。为了毕其功于一
役，你是不是要用你的所有才华去确保和促成这
个演员的完美表演？是的。这太重要了！
再来看看导演失败的作品，一般是从剧作这
儿就开始失败了。选题材的时候举棋不定，选定
了又瞎凑合，开拍之后朝令夕改，一边拍一边改，
漏洞百出，最后不能自圆其说，捣一锅浆糊端给
观众完事。选择和控制演员的水平如何，也是衡
量导演整体控制能力的重要指标。你所有的选
择要有利于演员做那个最后的一击，不能让荆轲
刺秦王失败，一定要刺中目标，让血喷出来，直接
溅到观众脸上，就要这效果。导演要完成的使命
是穷极所有合作者的才华，你用欺骗的手段也
好，哄的手段也好，骂的手段也好，要把所有人的

资源集中到一起，促成最后的爆发。这是说到缓
急的时候，我偶然联想到的一个问题。
最后的反义词是强和弱。这个词既不是静
止的也不是动态的，涉及的似乎是客体的性质和
主体的感受。影像确实要依赖“强”这个字啊，在
技术上已经使了无数的花招，弄了无数的创新，
都是为了一个“强”字。强烈的刺激，观众就好像
吸毒者一样，刺激的指数不停升级才能满足他。
你老给他吃那个海洛因，他都不过瘾了，你要给
他生产新的。所以，一味地求强求猛，未必是好
事，好莱坞最遭人诟病的就是这个。我们必须时
刻提醒自己，不要被花里胡哨的时尚和技术潮流
迷惑，一定要在强弱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不光电
影界，文学界也如此，只不过后者依赖的是纯技
术类的手段，除了电脑和网络就没别的了。这些
是从理论上说的，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应该有自己
的具体经验。
强和弱这个反义词，对小说家意味着什么是
显而易见的。面对效果的感官诱惑，你就是不能
强，你就是不能在稿纸上拉屎撒尿，你就是不能
用最鲜艳最华丽的形容词去塑造你的文章。你
就 是 得 朴 素 ，你 就 是 得 娓 娓 道 来 ，你 就 是 得 简
洁。电影的处境好像更复杂一些。你不强还真
是不行，吃爆米花的那帮家伙随时可能会睡着
了。所以，这里边儿确实纠缠着一个如何平衡的
问题，在优雅的高级的艺术表达手法之外，有无
数炫目的技术手段正在被创造出来。李安先生
为了技术已经跌跌撞撞了，他对技术太着迷，觉
得那个东西能够给他打开一片新天地。但是，演
员最朴素的表演，编剧最朴素的故事，导演最朴
素的手法，也能够传达最打动人心的信息。吃爆
米花的人的心也是肉长的，大家的喜怒哀乐高度
相似。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柔软，需要抚摸。
而且柔软不是示弱，它可以是一种策略，是一种
声东击西。你打他一拳未必能征服他，你摸他一
把，他眼泪下来了。所以强和弱也是艺术才华的
一个试金石，它也不是完全靠理性或靠读教科书
就能掌握的。仍然是靠自己的体悟，靠大量的实
践经验，持久地自我总结，自我反省。
准备的反义词都说完了，实际上我还有几十
个反义词躺在笔记本里。但是时间有限，我只能
说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点滴帮助。
2019 年 11 月 21 日于厦门青训营
2020 年 3 月 20 日根据录音整理

电视技术的成熟，电视艺术诞生。而河北的电影
艺术发展基本与新中国发展同步，电视业发展只
有到了改革开放伊始才露端倪，在如此逼窄的时
间、空间中，还原历史真实，中正地取舍所要入
史的人与事，是极其困难的，需要作者具有独特
而敏锐的眼光。二是依据的研究材料稀缺。后起
的影视业最大的短板是专业人才的短缺，尤其是
研究性人才更为捉襟见肘，河北相对于其他影视
业发展较快的省市，人才短板效应更加明显，有
分量的研究成果少而又少。三是书写者既要熟悉
影视专业，还要具备过硬的研究力和言说力。

□郑恩兵

汪帆作为一个把近乎一生的青春、才智奉献
给所热爱的影视业学者，最终和他的创作团队胡
景敏、郭学军两位青年学者在 2019 年主编出版
了 《河北艺术史·影视卷》。《河北艺术史·影视
卷》 的成功除了作者秉承了书写历史真实和中正
的传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细致入微的细节把
握、合理的宏观架构和自然流畅的叙述言语等，
同样是此书未流于平庸的重要品格。
研究贵在创新，贵在拓荒，贵在为后继者点
亮引路之灯。开创性是此书最应称道的价值所
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河北影视业发展
的艰辛、辉煌、经验和得失，如果无人回顾和总
结，河北影视业未来的繁荣和发展就缺了坚实
的基础，《河北艺术史·影视卷》 弥补了长久以
来河北影视业的这一缺憾，第一次全面而详尽地
梳理和展示了河北影视业的点点滴滴，为研究者
提供了可贵的基础资料，为河北影视业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注重细节的叙述是此书成功的重要推手。
《史记》 之所以被鲁迅先生在 《汉文学史纲要》
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为根本
的理由是司马迁以文学细腻的情感触摸笔下的人
物和事件，在娓娓动人的细节铺陈下，原本僵硬
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赋予鲜活的生命体征，沉寂
千 年 的 历 史 由 此 变 得 温 暖 而 生 动 。《河 北 艺 术
史·影视卷》 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秀史学传统，
处 处 投 射 出 细 节 的 力 量 ， 在 论 述 《小 兵 张 嘎》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远山姐弟》《周恩来的四
个昼夜》《大唐明相》《先遣连》《当家的女人》
等影视作品时，作者回避了宏观的叙事语言，不
惜笔墨、不厌其烦地切入作品本体，细致入微地
对作品的人物事件娓娓道来，细密而动情的细节
不断地累积着厚度和温度，整部书由此而变得具
体、生动，富有质感。

独具匠心的形式是 《河北艺术史·影视卷》
的另一重要特色。“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
一部优秀的作品是由优秀的内容和优秀的形式共
同完成的，缺乏优秀内容的作品是一副空皮囊，
好看而缺失灵魂，没有优秀形式的作品是一个杂
货铺，丰富有余而观感不足。此书的架构开放而
缜密，把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和叙事与列表
完美地融合于一个整体，宏观地把握了整个河北
影视发展的脉络，井然有序地完成了对重要影视
作品的叙述，具体入微地陈列了几乎全部关乎河
北影视发展的事件，使读者对河北影视发展有了
一个全新的认知。
综上所述，《河北艺术史·影视卷》 的产生
以理论性和现实性为支撑，为河北影视界开拓了
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然而，河北的影视发
展是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才的
综合性命题，单凭一己之力、一部著作为河北影
视业的繁荣找到全部合理的答案，是极其困难
的。为此，《河北艺术史·影视卷》 在“破”的
成分上要多于“立”的成分，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把遮蔽河北影视业发展的杂芜加以梳理和清除，
掘开一个进入的缺口，为河北影视业健康繁荣发
展提供可能。然而，此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远
离现实的纯理论冥想，而是一部以个体经验为依
托、把理论融入实践的书。在散发着理论探究的
深刻幽光的背后，弥漫着现实生活的气息和对影
视艺术内蕴的真切感悟。
总之，《河北艺术史·影视卷》 是一本十分
“厚实”的书，是一本深入理论前沿、切入社会
焦点的书，一本理性的深刻与感性的跃动相互交
织的书，对于河北影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无疑
是一本富有参考价值的重要理论著作，对于一般
的读者也不失为一本可读的书，因为它可感、有
趣，充满了生活切实的经验和智慧。

近日，由中国歌剧舞剧
院与现代出版社联合编辑出
版的专辑 《人民的战役——
战“疫”优秀公益歌曲选
集》 与听众见面，专辑共收
录 《勇 敢》《人 民 的 战 役》
《逆行英雄》《你是那一个》
等 25 首歌曲，这些歌曲站
在不同的视角谱写而成，音
乐风格也各有千秋，但核心
目的都是传递真情、凝聚人
心，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协
力、共克时艰。值得一提的
是，专辑中大部分歌曲采用
了“隔空录音”的方式制作
完成。大家用各自的设备，
甚至手机录制自己演唱、演
奏的部分，再由录音师统一
进行后期制作。这样的方式
为后期制作带来了不少困
难，录音质量参差不齐，空
间混响不一致，降噪系数不
同等，但录音师依旧克服重
重困难，以最快速度保质保
量完成了歌曲的缩混。目
前，该专辑所有歌曲均可在
蜻 蜓 FM、 喜 马 拉 雅 App
等平台免费收听。
“在这个让每位中国人
都刻骨铭心的春节里，在这
场‘人民的战役’中，无数次
被温暖的瞬间击中泪点，无
数次被勇敢的举动激励鼓
舞。”出品方表示，打造这张
专辑，用歌声记录这些平凡
而伟大的故事，用歌声传递
爱和希望，用歌声注入信念
的力量，这正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与出版人的价值所在。
（慧 言）

战﹃疫﹄优秀公益歌曲选集》出版
——

史书重在对过往纷繁芜杂的人与事，经过书
写者理性和感性地过滤，犹如从蚕茧中抽丝，去
伪存真，把历史原貌尽可能还原给后来者，由此
不难判断，其核心价值为真实和中正。许慎 《说
文解字》 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对此有着令人信服
的注解：“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倘如书写者因对书写对象了解不详，抑或戴着有
色眼镜，对所写对象采取选择性失明，更为甚者
为了适应某些利益需求而故意说谎，无论书写者
如何精心建构，言语如何精美绝伦，理由如何冠
冕堂皇，生产的文本无疑是一文不值的，甚者是
有害无益的。 写史者需要具备两个根本素质，
一是精准的选择力，二是中正的写作态度。从渐
欲迷人眼的乱花中，准确、公允、理性地筛选入
史的材料是作史的必备功夫，功夫的强弱决定着
文本好坏的走向。
由此不难判断，写史不易，写当代史更难。
而当代史的写作之所以更为困难，正是由于时间
跨度相对短暂、集中，所写的人与事，存在众多
当事人和见证者，由于人情世故、孰是孰非难以
下一个中正的判断，即使了断情缘，也极易由于
对对象的不了解，而授人以把柄。大概这也是多
数学者不敢轻易书写当代史的缘故吧。反之，书
写的历史愈久远书写者也愈易选材，愈易敢于与
人与事给予一个公正的判断，因为涉及的诸多人
与事已成定论，况且涉及的当事人和见证者早已
消逝在历史的蔼蔼烟尘中，即使有当事人的后
代，在时间筑起的隔膜下，非议责难书写者的概
率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相较其他领域，河北的影视史写作更是难上
加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所书写的历
史，所涉时间更短。1895 年 12 月 28 日，卢米埃
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大街 14 号咖啡馆里放映电
影，标志电影艺术诞生。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

《小丑
小丑》
》

理性与感性交织中的影视艺术价值阐释
——读《河北艺术史·影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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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遮蔽了多少信息，又扭曲了多少事实，只
有鬼才知道，你凭什么就认定这就是明确无误的
真实呢？我记得有一个中年历史学家，他拿路灯
做比喻。他说，历史不是路灯照耀的光亮之下的
历史，真正的历史在阴影里面。在历史的照明灯
照不到的黑暗之处，艺术完全有资格深入其中，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探索那些深埋的宝藏。她
感知到的可能不是轮廓，而只是温度，或者是一
丝回响。
这就说到虚的问题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
让这个虚有价值呢？我们依赖什么让这个虚产
生价值？这个真不好说。靠理性，有的时候不一
定能达到。靠逻辑，显然有必要。要猜测，要判
断，要探索，要摸，用触觉、听觉、视觉全面地去触
碰那个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虚”代表着创
作者的权力。我坐在写字台前，面对稿纸的时
候，这个稿纸就是我的世界，我是这个世界的国
王，这个世界我说了算。任何虚的，在我支配的
这个世界里，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实的，无论虚实
都可以纳入我的艺术真实之中。你有这个底气
没有？你信任自己虚构的东西吗？结局只有两
个，你的虚构完全被大家接受，形成一种新的对
真实的认知；或者被大家唾弃，把你的苦心创造
当做垃圾。对此，你只能接受。
但是你一定要确信，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就是要利用大脑创造的这个虚构的世界，来和大
脑之外的这个真实的世界进行协调，甚至也不妨
抱有用虚构的渺小世界来征服外部庞大世界的
雄心。
《三体》
《流浪地球》干的就是这个事情，说
白了所有电影干的都是这个事情。电影再真实
也是虚的，它就是一块幕布，就是一堆乱七八糟
的光影，一团纠缠不清的声波。如此而已！但
是，它让我们的心灵更紧密地靠近了这个真实的
让人又爱又恨的世界。
最后谈谈形而下，差不多完全是技术层面的
问题了。在下面几位组织者跟我聊，要不要给编
剧们讲点技法上的 ABC 啊？我说这种讲 ABC
的电影书籍多的是，它们分析得太全面了，第几
分钟人物应该干什么，第几分钟人物应该说什
么，大量的规则像是组装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也
更像是路标和交通提示信号，告诉你往哪儿走怎
么走。但是一上路，不是那么回事儿，大量掌握
了 ABC 的人都被淘汰掉了。真正走到底的人，
产生成果的人，一定是那些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总结出自己的职业定律和信条的人。所以，我相
信大家不是初入这一行，在艺术幼儿园里就应该
知道的东西，用不着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讲。如果
你现在已经进了大学了，还想重温幼儿园的知
识，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这个职业。
我提供最后五个反义词供大家思考。
一个是先和后。信息传递的先后的位置，这
是关于时间的概念。这里有个电影的定理，就像
数学的公式一样精确，就是——一定要逐步地披
露信息。就这么几个字，先后的问题，就是“要逐
步地披露信息”。信息披露的先后位置是极度重
要的技巧，大量的初学写作者，也包括一些比较
成熟的人，都会把应该放在后面说的放在前面说
了。应该只说 1 的，他把 123 全说出来。或者是
这一段应该说 123，下一段说 231，再下一段说
321，务必变幻不定，让接受者无法预知。这哥
们儿却 123，123，123 全用一个套路说出来，乏
味透顶。这个前后的顺序就是对时间的控制，这
对一个电影叙述者来说，比对小说的叙述者要重
要的多。小说叙述者铺排前后次序的自由度，比
那些靠影像说事的人的自由度要大的多。用影
像来说事，时间的前后顺序要特别严谨，效果也
特别奥妙，往往捉摸不定。拍摄一个剧本，首先

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