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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有这个潜在的功能，就是通过精神

层面的努力，使自己的生命以某种方式得以延

续，而且它也确实能起到这个作用。如果作品足

够伟大的话，确实能够无限地延续你的生命，延

续你的精神生命。作为你个人的一个符号，它可

以长久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这是形而上的

第一对反义词——生死。

第二对反义词就是爱和恨了。刚才好像已

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恨从什么地方来？从竞争

中来，从人和人的冲突中来，从人和人永恒的利

益分野中来。一个人永远无法代替另一个人。

你哪怕与另一个人有血缘上的亲密联系，你也仍

然是另一个人，你的利益无法跟他完全重合。所

有的恨是从这儿来的。因为利益不同，所以在争

夺资源的时候，彼此是以个体出发，大家必然是

彼此相争的。在这个残酷的过程当中，恨就积累

起来了，而且印证了竞争本身的意义。

我出访过一些国家，印象特别深。比如印

度，它那个种姓制度规定的特别严格。你祖辈是

什么种姓？处于哪一个等级？你即便通过个人

努力最后发展得特别好，你仍然属于那个等级，

而且要遵从这个等级的规矩。使馆的朋友举了

最极端的例子，他在外边租房子住，下班回来的

时候，一楼的一个哥们儿老替他拎包，替他拎到

三楼。他以为对方是公寓的管理人员，对租户客

气是职业要求。时间长了才知道，人家也是一个

租户，属于种姓最低的那类人，见了别人会自动

放下身段，觉得帮助你是应该的，这真他妈邪我

觉得！种姓的等级限制，无形中降低了竞争的烈

度，好多人就真的不争了。印度宗教冲突的恨

海，在种姓制度的平衡之下多少消停了一些吧。

前两天碰到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哥们儿，说那

边儿进入无欲社会了。人们发不了大财，也受不

了大罪，吃穿用一律不愁，所以跟谁都不争，也不

跟自己过不去了。竞争烈度降低之后，彼此撕咬

弄得血淋淋的机会就不多了，贮存仇恨的那个水

池子也就越来越浅了。日本社会的和气是出了

名的，或许与此有关。

所以说恨是竞争的产物，而竞争是人类的宿

命，是人类为了进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

许多发达国家的人瞧不起中国人，大钱小钱都想

挣，而且挣起来不要命，这种竞争者谁不恨哪！

但是恨也没用，这些挣钱不惜命的家伙们太勤奋

了！你看那些送外卖的，顶风冒雨。为什么呀？

他是爱你？想让你吃口热的？他想赚钱！竞争

多么激烈呀，为了快点，逆行吧，弄巧了就把你撞

死了！竞争极其激烈，极度的剧烈竞争，创造了

充满活力的生活，也激化了很多矛盾，造成了很

多怨恨。国民的心理上可能积聚了很多怒，不知

道往哪儿撒，这就是竞争带来的结果。竞争促进

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

乎遍体鳞伤。不存在身上没有伤痕的人，只不过

有人忍耐力和化解能力强一些，有人化解能力弱

一些。美国电影《小丑》里的那位主人公就比较

极端，那是一个竞争的失败者，是失败者的一个

大反击。韩国的《寄生虫》说的也是这个病，它展

示了竞争之恨造成的社会创伤。

爱和恨这一对反义词可以从以上角度来理

解。爱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

的源头和尽头都是利益，无利不争，爱是用来兑

换的，兑换失败就因爱生恨了。是不是这样？历

史中有很大一部分战争，那个打了多少年这个打

了多少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

等。我觉得人类的战争持续时间最持久的，而且

是无孔不在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个战争

始终在酝酿、在爆发、在延续、在变幻花样。但是

雌雄大战是爱的源泉，也是一个恨的源泉。毫无

疑问，它就是艺术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仓库，

权重仅次于生死这一对反义词。

第三个反义词是善恶。我还是接着刚才那

个观点讲，不知道我能不能自圆其说。竞争造成

痛苦，竞争给人类带来伤痕。人世间的所有痛苦

与此有关。但是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为

了在竞争当中占据主动地位，我要恶，我要像狼

一样参与竞争，我要把我的牙齿磨得更锋利，而

且要为我这种残暴找到合理性，找到理由。我们

大量作品不就是在干这个事儿吗？那些暴力电

影怎么来的？那些黑色小说是怎么来的？那些

阴暗的小说是怎么来的？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而

且应该是更主要的观点，觉得这样没有出路。大

家都变成恶狼之后，彼此野蛮厮杀之后，人类的

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窄。一个人的痛苦，蔓延

开来成为大家共同的痛苦。

大家会被这个痛苦的深渊给埋葬，不能恶下

去，要善，善是出路。宗教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儒家学说不就是这么来的吗？道家学说、基督

教、印度教、犹太教……各种各样的宗教不都是

这么来的吗？就是希望寻找一个善的方向，举起

善的旗帜，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结

果就是，善恶之念始终在打架。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探讨人到

底是羊还是狼？基本的结论比较符合事实，人就

是羊和狼的综合体。当羊的本性占上风的时候，

他会温柔一些，他会宽容一些。但是当竞争逼迫

他采取极端手段的时候，他的狼的那一面就爆发

出来了。所以，善和恶的竞争在生活里几乎无处

不在，跟死亡的影响方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认

为死亡离自己很远，谁也不会想到我出门就让车

撞死，或哪年哪月会心梗猝死，它是无法准确预

期的事情。但是这个恶可随时在身边哪，就在自

己的脚边儿，出门儿就给绊倒，出门一个大棒子

打得脑袋疼。这是你必须面临的问题。

所以，每个表达者在自己的艺术创作里都会

给善恶一个恰当的位置，它跟你对生活的感受，

跟你个人的经历，跟你所学到的知识，跟你这个

人的品味都有紧密的联系。你最后在善恶之间

达到怎样的平衡？我觉得这是展示你水平高下

的一个标志。有的人会失去平衡。当然评价体

系不一样，有的人你拉大便他都觉得香，有的人

你把血放出来喂人家，人家都不屑。评价标准不

一样。但是善恶这组反义词，是艺术里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创作的

时候，你哪怕不往那儿使劲，但是在你背后支撑

着你的，肯定有这个东西。

我列了数十个反义词，只给形而上这一部分

挑拣出5个，不知道挑得准不准。下一个反义

词，我把它概括为祸福，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有不

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什么福兮祸所依啊，祸

兮什么什么的。福和祸的关系结构，就是人类命

运和个体命运的图谱。

祸展示的是生活的不可预测性，而生活的不

可预测性是正常的，是必然的。有的时候，因为

心理脆弱，我们妄图把这种必然的不可预测性变

成可预测的，我们去求神拜佛、寻仙问道。那些

骗子给你许诺这个许诺那个，说你要升官了，说

你要发财了，都是心理的痒痒挠。这个祸带来的

恐惧和焦虑，也是艺术的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

为祸，大大小小的祸，大大小小的失意，大大小小

的挫折，在人的一生当中是贯穿始终的。你最得

意的时候，哎！可能家里出问题了，夫人给你戴

绿帽子了。你最信心百倍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力

特别强的时候，突然患了不治之症了。跟朋友肝

胆相照，哎呀，突然这个朋友背后捅了你一

刀……正高兴呢，手里扎了个刺儿怎么都拔不出

来。总之，大大小小的祸在生活里随时会出现，

也会随时在我们的艺术表达里在电影里出现。

艺术展示的是我们对生活不可预测性的态度，也

是对每一个都会遇到不可预测性之祸的观众的

一种抚慰，乃至是一种恐吓，或者就是一种鸡汤

式的灌注。你总是要表达你对祸福的一个态度，

以此来跟观众交流。

我觉得如果你认识深刻，你表达得生动，有

可能会减缓被不可预测性闹得很焦虑的某些人

的沉沦，也就是说你会给观众创造某种精神利

益，你的这个活儿就比算命先生那个活儿高级得

多了。

再说到福，在艺术里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我

写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涉及到

这个主题。艺术剖析幸福的时候，给人们展示的

究竟是什么呢？展示的是幸福的有限性和局限

性！哪有十全十美的幸福啊？哪有天上掉馅饼

的事儿啊？幸福都是相对的，而且幸福应该是奢

侈品。他不是像每天早上那个豆浆油条，随时掏

几个小钱就来了。没那么简单，而且坦率地说，

幸福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陷阱，至少是个心理陷

阱，每个人都有机会掉进去。我在生活里定一个

指标，我觉得我达到这个指标就幸福了。但是你

这个指标不是恒久不变的。我挣了100万，我能

不能挣1000万？挣1000万还不够花，挣一个亿

呢？你的幸福指标像皮筋一样，随时拉，随时让

你处于不满的紧绷的状态。我觉得这还是次要

的，关键是你给自己定了一个幸福的指标之后，

你达到幸福的能力不够。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

学公式，来自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你的幸

福指标跟你追求幸福的能力，一旦不能成正比的

时候，这个差，就是你的痛苦值。这个差有多大，

你的痛苦就有多大。你说我幸福定的刻度是

10，但是我实现幸福的能力只有两个刻度，你的

痛苦值就是8个。你的幸福值是5个，你追求幸

福的能力值是3个，只有两个差，你的痛苦值就

相对小一些。当然你最好正好对上，我的幸福指

标只有0.5，我追求幸福的能力也是0.5，甚至能

达到1，能力超过我的指标，那我的幸福感就很

强了。

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艺术创作的主旨会频

繁涉及这个问题，会涉及你对幸福的理解和展

示，你自己的职业状态本身就带有这个性质。在

座的这么多人来听讲座是为什么呀？不就是想

让自己的活儿干得更漂亮吗？看你有没有什么

想法能够被我所用，吸收过来或者至少给我一点

儿启发，不就为了这个吗？我自信我在这里输出

信息的方式，对每个人是公平的，说的话大体上

都是每个人能够理解的话。假设我真找到了一

条真理，实打实地扔给你们了，每个人都拿着真

理出去……信息传递的外观看起来是平等的

吧？一出去差距就出来了，一上手差距就肯定出

来！那位不费力气玩着就把活干了，干得还特别

漂亮。另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无所获，驴唇

不对马嘴，都有可能啊！你怎么办？只能自我调

节自我领悟，谁比谁傻呀？谁又比谁聪明？大家

智力都差不多，都是中长人。极其优秀的那种天

才，过目不忘灵魂出窍的人很少。极其蠢笨的

人，钻牛角尖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我们最后获得

的成绩，会有极大的差距。而且坦率地说，通往

最顶端的，通往顶峰的那个道路，那个梯子非常

狭窄，有无数的人在攀爬。你凭什么捷足先登？

不得不再次说到屡屡提及的那个中心词——竞

争。大家在争，大家为了自己的幸福，在争这个

梯子，争自己的站位，争自己对别人的摧毁能力，

争自己的智慧智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全面的

身心竞争，当然还有客观机遇，说不定你正取得

一个好位置的时候，来一阵狂风暴雨把你给打下

去了，人家却风调雨顺。或者是人家突然遇到一

个仁者宁肯把自己舍掉，也要把他推上去。有外

力的协助，有机缘巧合，但是最后拼的，还是你自

己的智慧。在我设置的所有反义词里边，处于最

高位置的，就是智慧和愚蠢。你所有的艺术能

量，就在这一对反义词之间摇摆，在智慧和愚蠢

之间摇摆。不幸的是，人往往容易被愚蠢俘虏。

你觉得自己充满理性，认识到那儿有一个陷阱，

而且前面有好多人已经掉下去了。理性和逻辑

都告诉你，决不能从那儿走，最终你还是掉下去

了。艺术的车祸比比皆是，这个真是没有办法。

在艺术的领域里，理性不能解决问题，这跟

政治不一样，跟社会问题也不一样。理性和逻

辑，不足以挽救你的艺术生命。拿什么能挽救

呢？你能依靠的，就是你长久积累的艺术才能。

没错，就是长久的积累，是日复一日地对外部知

识细致的、充足的观察与吸收。你要持之以恒地

阅读。阅读对象仅仅是书本吗？你还要阅读现

实啊！阅读你的人生经验，阅读你自己的心声，

甚至阅读你内心隐秘的人生痛苦。你有视觉，你

有听觉，你有触觉，你一直在坚持阅读吗？未必，

因为这太令人厌倦了。放弃阅读，是你才华流失

的第一步，是你对愚蠢无感的第一步，你已经不

自觉地退出竞争了。

智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律。所谓自律，我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说起来或许有点儿鸡汤

的味道。生活里诱惑非常多，你的注意力会被各

种有趣的事物吸引，时间肯定不够用，那么你准

备将多少时间投入到你所喜爱的这个职业当中

去呢？我觉得所谓自律，就是对你自己所掌握的

有限时间的持久管理，有效的管理。如果再兑换

一下概念，时间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的生命由

时间构成，你管理时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管理

你的生命。假设你的生命是一支将要燃烧70年

或80年的蜡烛，在它燃烧的时候，你想用这个小

火苗这点儿热量去干些什么呢？这是可以由你

自己来控制的。当然，绝大部分人控制不了，随

便烧吧，爱怎么烧怎么烧吧。喝点小酒、打个麻

将、睡个懒觉、扯扯闲篇儿、泡个妞……有无数的

世俗的快乐都在诱惑你，丧失自律是必然的，也

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谁成功突围了呢？就是那

个严格自律的人，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进行严格

管理的人。但是有可能，你再怎么严格你也成功

不了，但是你要想成功你必须得严格管理。

我举两个人的例子。先说张艺谋。我很早

就知道他睡眠特别少，每天就三四个小时。当时

觉得被夸大了，后来证实是真的。我看过一些资

料，有的人睡眠少是因为基因的作用。他就是这

样，永远精神抖擞。那么多时间富裕下来，他干

什么不行啊？玩什么不行啊？他几乎没有什么

业余爱好，永远在看书，看杂志，看片子，看素材，

看设计方案……长年累月地在阅读！我的《窝头

会馆》在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票极难搞。我自己

花几万块钱买票送给朋友，给谁谁都高兴。我给

他留了10月2号的票，他说不行啊，他要抓紧节

假日的时间看剧本。10月1号刚搞定天安门的

晚会，2号就把被耽误的剧本抓在手里了！一个

极度自律的人。他在用生命干自己最喜欢干的

事儿，最擅长干的事儿。70岁的人了，事情一个

接一个地干，没有高度自律是不行的。

夸完你们的前辈，再夸夸你们这一辈的人，

吴京。他是武术运动员出身，得过全国武术比赛

的全能冠军。自幼习武，养成了吃苦和不服输的

韧性。他被香港影视界聘过去做替身演员，那时

候升降臂没有那么高级，要用威亚把摄影师吊到

空中去拍摄。有的摄影师胆小不敢拍，吴京就替

人家拍，学会了怎么摇拍，怎么跟焦。这就是内

敛和自律的结果，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了自

己。从片场收工之后，他会帮助照明师傅抬灯架

子，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片子拍成了，路演的时

候，他只带一个助手。有的小鲜肉路演，带十几

个助手，坐头等舱，住七星级酒店。他呢，背一个

小包，赶不上飞机了就睡候机厅。高度自律的

人，是没有理由不成功的。

吴京曾经到中国顶尖的特种兵部队去体验

生活，跟特种兵们在一起滚了18个月，直升机驾

照，坦克驾照，摩托车驾照，好多驾照全拿到了。

他曾经让武装直升机吊在空中，在山里边儿转了

半个多小时。他让我看一个小视频，那是特种兵

部队的打靶训练。他作为报靶员就坐在靶子旁

边，射手在百米开外开枪的时候，他不能躲，枪响

之后立即报靶。我当过兵，知道报靶应该是在靶

下边挖个坑躺在里面，等打完了听到吹哨，才能

爬出来报靶，否则万一走火后果不堪设想。视频

里响了好几枪，靶子后边的泥土被子弹溅起来，

吴京的脑袋离靶子也就两尺左右，看得我惊心动

魄。这么玩命有必要吗？他觉得有必要，他说他

就是想体会一下战场的恐惧感。这就是高尚的

职业精神，是高度自律的典范。那真是让自己的

生命在充分燃烧，熊熊燃烧啊。我当时跟这孩子

聊的时候，心说这孩子太好了，真是好样儿的！

这一老一少是你们的榜样，也是我的榜样。

你们如果仅仅把导演这个事儿当成敲门砖，合

理！找个漂亮女演员，金屋藏娇；挣几把钱，买个

大房子，好好装修一下炫耀一下；或者再实际一

些，供孩子上个好学校，孝敬孝敬父母……所有

这些世俗的目标都是合情合理的，人有过庸俗生

活的权利，没什么丢人的。

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艺术创造在人类的精

神世界里刻下一道深深的痕迹，让它永久流传，

成为经典的伟大的作品，你就必须过一种严格自

律的生活，必须把你的生命作为一种燃料，作为

一把柴火，扔到你热爱的事业里去，让它充分燃

烧！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靠一些浮皮潦草的小聪

明去将就你的职业，就算你有一些才华，你的生

命也燃烧不起来。我见过很多这样颓唐的人，电

影界文学界都有，最终他们大抵是把珍贵的才华

扔到茅坑里去了。

我又扯远了。智慧和愚蠢不算，第五个反义

词应该是新与旧。不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新旧冲

突无处不在。“新”被“旧”阻碍，或者“旧”被“新”

打败，都会形成悲剧。它们是生命自身的一个缩

影，世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会变旧，就跟婴儿生

下来必然会走向衰亡一样。在座的“90后”，你

们是早晨的太阳，一直在往上走，往12点的方向

走，你会误以为你的生命曲线一直是向上的。但

是你别美，只要过了12点，你就该往下出溜了。

你原来往上走是有阻力的，过得很慢，往下走可

就加速度了，拦都拦不住，眨眼就夕阳西下了。

我今年66岁，我可以作证，三十而立的豪迈好像

就是昨天的事情。生命的衰老非常快，这个速度

无法遏制。

“80后”“90后”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就要

用这种心态来对待自己的职业，在它没有快速

下滑之前，在黄金上升期的这个段落，充分地锤

炼自己的职业技能，充分地培育自己的艺术素

养。谁比谁差？大家就争呗。牙关咬得最紧的

那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掌握得最紧凑的那个人，

离成功最近！

对不起，我的表达太啰嗦，而且我好像没有

时间再啰嗦下去了。口头语言有很多不确定性，

跟企图表述的那个对象是有距离的。大家姑妄

听之，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真假虚实吧。

谁也不敢说完美地掌握了某个规律，凡是说他掌

握了真理的人，大抵是骗子。真理是无法用语言

来穷尽的。我得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形而上已经讲了两个小时，就此打住。形而

中和形而下各有五个反义词，我简单地给大家介

绍一下，各位自己去分析。

第一个反义词是“悲”和“喜”。从外观看，悲

剧，喜剧。从内里去分析，是悲伤的情绪和喜悦

的情绪。我最近看了《小丑》，它把悲和喜的感觉

用一种极度夸张的方式融合在一块儿。我们通

常认为笑肯定是喜悦才笑，但是小丑那个笑简直

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的笑里边隐含着巨大的悲

哀，冲击力非常强。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完全写

实的描绘，他是一个寓言式的、夸张式的强调。

它体现了人类情绪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状

态——悲喜交织。就像弘一法师死前写的那几

个字，悲欣交集。最好的艺术表达形式就是这种

悲喜的交集与融合。欧洲戏剧界的人是怎么比

喻的？悲剧是秋天，喜剧是春天。中国古人好像

也是这种境界。

下一个反义词跟形态有关系，就是“信”和

“疑”。仁义礼智信的“信”，怀疑的“疑”。信和疑

要从外观看，这次国庆节的献礼影片都是属于

“信”这类的。主旋律，正能量，正面，都是信的问

题。目的就是要把一种“信”的信念传递给你，让

你也相信它，接受它。

我觉得《圣经》完成的就是这个事情。《圣经》

也是由小故事组成的，也有人物，也有故事，也有

对话，但是它就取得了至高无上的“信”的地位，

让这么多信徒膜拜它。我们无神论者觉得很荒

谬，耶稣怎么会那样呢？死了以后又复活，又从

地底下爬出来？它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空灵故事，

却征服了大量信徒。所谓的主旋律，所谓的正面

概念的传输，所谓的英雄的旅程以及牺牲与奉

献，等等，想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设法让接

触到我们信念的那些人，由衷地信服它，理解它，

赞同它。优质的电影真的就具备这种打动人心

的力量，让你在某一瞬间心里一暖，觉得特别的

惬意，或者特别的心酸。这就是“信”。

还有一个“疑”，疑是什么？疑是批判性，批

判性这个幅度是非常宽的。你可以是反社会的

批判，可以是出于理智的批判，也可以是疯狂的、

狭隘的、片面的批判，都可以打着这个“疑”的旗

号。或者你可以把前面分析过的善恶中的恶拎

出来，打着恶的旗号进行“疑”的操作。但是，我

还是建议大家打着“善”的旗帜来做这个“疑”的

事情。《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对准了生活里

的阴影，就是这么干的。电影应该强化这个功

能，对现实的深入剖析是有出息的艺术工作者最

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老了迟钝了，必须寄希望于

你们年轻人的敏锐了。

有很多人说，因为严格的审查制度使我们对

现实生活的关注充满了不确定性，尺度不好把

握。尺度把握不当过不了审查关，会让投资处于

很危险的境地。但是反过来看呢？巨大的成功

机会，巨大的市场盈利是不是就埋伏在这种危险

之中？应该是吧？我跟韩三平曾经交流过，他说

越是蕴藏着危险的项目，也就越是蕴藏着巨大的

成功可能性的项目。总之，不管是出于真诚，还

是出于良知，或者出于你的私密经验，你觉得可

以多往前走一步，你就不妨多走一步。坦率地

说，功成名就的导演，大部分人无力迈出这一步，

大量的机会留给了新锐导演，留给了在座的各

位。请在这个“疑”的领域里做弄潮儿，多往深处

走几步吧，你们被允许、被宽容的可能性要大得

多。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看看你们敢不敢抓住这

个机会。在这一点上，你们比陈凯歌张艺谋都有

优势。这些全是题外话，是技术层面的，不说了。

下面说“雅”和“俗”。什么意思呢？“雅”跟诗

意有关系，跟哲学有关系。电影艺术在20世纪

上半叶的时候，或者在20世纪中期，就是伯格曼

时期，它确实曾经承载着诗意和哲学的责任，而

且竟然被许多精英所接受和推崇。这个就是

“雅”，现在它遇到了残酷的变化，电影已经不是

那种玩意儿了。这个工具，这个杠杆，越来越不

适合个人表达，它被巨大的市场红利给收买了，

紧紧束缚住了。你完全不考虑票房，完全按照自

己的个性去表达，注定被市场所羞辱，被市场抛

弃，资本对艺术的摧残和蔑视是毫不客气的。所

以，大家务必三思而行。你说我就是高级，我就

是先锋派，我就是与众不同，但是你必须正视一

点，花别人那么多钱来鼓捣精神的私活儿，过于

奢侈了，不如直接找支笔去写诗。但是，这条高

雅的路是不是就走不通呢？也未必。我不记得

是海德格尔还是哪个哲学家说过，艺术真正的价

值在什么地方呢？ （下转第7版）

《《寄生虫寄生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