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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新书品荐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解玺璋著，天地出
版社2020年4月出版

《映画术：如此导戏何以抓住人心》，〔日〕盐田明
彦著，伯劳、伍楚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

特约撰稿特约撰稿：：李林荣李林荣

经典文学作品，都是时代足迹和社会生
活的精神写照。那些被普遍认可、引起强烈
反响的纪实文学，大多是反映波澜壮阔重大
事件或工程的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并非是

“题材依赖症”使然，而是文体的特殊性以及
受众选择和思维习惯等因素叠加所致。

近读厉彦林刊发在2020年《人民文
学》第七期的纪实文学《延安样本》，就是这
样一部热切关注现实的“宏大叙事”。脱贫
攻坚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反映这一世
纪壮举的作品不知凡几。《延安样本》的独
特在于作家将观察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西
部，聚焦于延安。

延安集多种符号于一身，举其要者，既
是人们景仰的革命圣地，也是闻名于世的
贫穷之地。贫穷的噩梦如影随形地纠缠，千
百年来难以摆脱。面对漫长而苦涩的历史
和坚硬而坎坷的现实，延安脱贫攻坚的艰
巨性、复杂性、典型性和特殊性亘古未有、
独一无二，既是观察中国脱贫伟业的绝佳
窗口，也是对作家文学功底和文化底蕴的
挑战。这样的写作冒险，彰显了作家的责任
心、使命感和担当。目光的投射是书写的角
度，更是思想的高度。

作家满怀崇敬和深情，以炽热的爱心、
深广的忧思、丰沛的想象和严谨的理性，历
史地、全景地呈现了延安脱贫攻坚改天换
地的宏伟壮举，书写了壮怀激烈、可歌可泣
的英雄史诗。无论是对历史沉浮的钩连辨
识，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同身受；无论是对
党和国家领导者顶层设计的简洁描绘，还
是对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细致刻画，无不
闪烁着家国情怀与美好理想的光芒。创作
的激情，仿佛名动天下的安塞腰鼓，激动人
心的节拍合着作家的心跳。

《延安样本》以慎密的思辨力，准确地
勾勒出中国脱贫事业创新发展的方略图。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延安，强调党的领导、精
准方略、社会动员、激发内生动力等基本着
力点，拓宽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丰富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全球
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文
章就为什么扶、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
几个“靶心”问题加以精辟论述，列举出党
和国家出台实施的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
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
准扶贫，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
扶贫开发道路。中国的脱贫人数占全世界
总数的3/4，靠的就是政治优势、制度优势
和组织优势。文章揭示了脱贫事业之所以
能够取得决胜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
精神和中国力量的源泉所在。作品不仅热
情洋溢地讴歌了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坚持
不懈的顽强斗争，而且描绘、论说了延安脱
贫攻坚取得伟大成功的“密码”。这是延安

脱贫攻坚的“密码”，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
“密码”，更是世界脱贫攻坚的样本。《延安
样本》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水
乳交融，视野开阔，思接千里，呈现出厚重
大气的格局和英雄豪迈的气象。

漫长的时间链条贯穿于全文，从蓝田
猿人的生存状态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
均有着笔，浓墨重彩描绘的是近百年来延
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劳苦大众的挣扎与奋
争。只有吹响了脱贫攻坚号角以后，延安才
发生了真正的巨变。昔日连绵不断、令人绝
望的塬梁丘峁，神话般地变成了蓬蓬勃勃、
果木飘香的绿色家园。

作品没有单纯地还原历史，而是注入
了跌宕起伏的命运感。秦汉及其以前的黄
河流域林木葱笼、人丁兴旺，有唐之后统治
者穷奢极欲，伐木毁林，才使延安的大地千
疮百孔、贫瘠荒芜。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
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雄人民，才可
能把“黄土高坡”变成“绿色延安”，才能完
成功在当世、泽被后代的千年大计、百年大
业。

由于题材重大，线索众多，人物与事件
交织，作品摒弃了呆板而固化的线性时间
叙述，而以“主题”结构全篇，融汇倒叙、插
叙、闪回和杂糅等手法，使每个历史节点均
与相关的现实随时随处地“咬”合在一起，
改变了简单分割时间的陈旧面貌。

作品高屋建瓴地描绘了人类从石器时
代、铁器时代、机械动能时代到网络时代一
路前行的步伐，令人信服地得出了人类的
文明史就是脱贫史颇具创见性的结论。在
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里，重点建构的是中
华民族的文明之旅，而延安则在聚光灯下。

延安曾以博大的胸怀成为红军长征的
落脚点，其后又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和
走向革命胜利的发祥地。可以说，没有延安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延安的脱贫是党和国
家对老区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不忘初
心”的刚性兑现。作品在人类文明、民族革

命和延安精神，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宏大
交响中，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作家在设计主题立意时，站在了人类生
存困境的高度，在“世界难题”的大背景中，
展现中国特别是延安的脱贫攻坚。延安的脱
贫与江西井冈山、河南兰考、贵州乌紫和赫
章等脱贫重点区域，虽有共性，却又均具个
性。通过对比和展示，拓展了表现的宽度和
广度，也深化了作品的重心和主题思想。

作品以夹叙夹议的完美融合见长。叙
事行云流水而又激情澎湃，议论则风生水
起，充满知性和理性。无论是掌管着衣物大
权却被活活冻死的红军军需处长胡军，还
是一辈子孜孜矻矻种树不止的延安农民张
莲莲，数以百计真实而饱满的人物和故事
仿佛缀满苍穹的繁星，不但折射出革命和
脱贫的艰辛以及群众的力量，而且使作品
辽阔、厚重、好读、耐读。作品的议论，几乎
涉及中国脱贫伟业的方方面面，且多有洞
见、锐见和灼见，如关于贫穷的固化和代际
恶性传递链、脱贫的中国标准、“人类不是
万物的主宰，只是茫茫荒野中一株株卑微
的小草”等等，成为作品发人深省的亮点。
大量准确的数字运用，增强了议论的真实
性和可信度。这样的数字不但有温度，亦有
重量。文本中引用了诸多马列主义、经典作
家和毛、邓等中共领导人以及经济学家的
论述，立足于精神高地，富有理论色彩。穿
叉于行文中的知识性叙写，如大规模的延
安移民、山川河流的地理变革、黄绵土的形
成等知识性文字，以及关于经济学、哲学、
社会学、文学、艺术、神话等多门类名言隽
语和精彩论述，显示了作家广博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充分的写作准备。称《延安样本》
为中国脱贫的“小百科”，似不为过。

《延安样本》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
必要性，揭示了中国脱贫的成功密码，那就
是习总书记所讲的：“贫困地区发展靠什
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

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有了
这个千金不换的“密码”，才唤起了中国人
民的磅礴伟力，才创造了脱贫事业的中国
奇迹，而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延安，在全面
决胜小康路上的浴火重生，再一次迎来世
界惊讶和景仰的目光。

作品的语言特别是议论，纵横捭阖、汪
洋恣肆，形成了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个人
风格。作家善于锤字铸词炼句，随处可见

“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
向前奔跑”的“金句”，不同凡响的文字令人
凝神沉思。

有光明自然也有阴暗，不讳美不隐恶
是纪实文学的基本品格。在治理贫穷的过
程中，一些官员懒政、怠政，讲面子、走形
式，“大呼隆”“大水漫灌”等思想和行为时
有发生；一些脱贫对象目光短浅、消极依
赖、自私而愚昧的行径，作家没有回避躲
闪，而是冷静客观、真实严谨地予以反映。
这些具有痛感的发现、分析和批判，具有强
劲的诘难力量，不但反映了脱贫工作的难度
和曲折，也折射了大变革中人性的明灭摇
曳，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和勇于探索的忧
患意识。

如果精益求精，我个人认为，作为长篇
纪实散文，人物语言的生活化和个性化亦
有强化的空间。主题演绎过程中的含蓄、内
敛、节制是优秀文学作品应有的素质，当然
也应包括纪实散文。

作家本人出生于沂蒙老区，对贫困有
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表现脱贫伟业有着
发自内心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曾多次前
往延安，采访了不同类型的人物，还有参
观、座谈和电话交流，在强烈的现场感中，
作家认识、感受、思考，无数的信息纷至沓
来，众多的人物鲜活地萦绕于脑际心间，大
量的第一手材料呼之欲出，作家已经欲罢
不能，于是奋笔疾书，终于于2020年中国
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完成了这部撼人
心魄的力作。

此时，安塞腰鼓铿锵有力的鼓声，还在
作家的心中激荡回响吧？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延安样本》立意
高远，主题鲜明，文辞优美，深刻隽永，艺术
地再现了消除贫困人口的中国经验，表达
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全民决胜小康战
斗中的昂扬斗志和必胜信心。成功地塑造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延安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延安精神。
这种精神坚不可摧，越挫越奋，它将薪火相
传，彪炳历史，启迪后人，烛照未来。

《延安样本》是一篇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艺术表现颇具特色，值得深入品读的佳作，也
是近年来纪实文学的新收获和新成果，在催
人砥砺前行的同时也将获得阅读的美感。

樊志斌小友的《纳兰成德传》终于出版了。
本来，这部书是要2019年年底出版的。因为疫情，延宕至今，不

过，也很好，因为对纳兰来讲，今年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
2020年是成德诞辰365周年。

樊志斌学习清史考据出身，长期专职从事曹雪芹、《红楼梦》、海淀园
林史地的研究。我认识他是在十几年前，也是因缘巧合。十几年来，我也看
过他的不少专著，如《曹雪芹传》《曹学十论》《红学十论》《曹雪芹生活时代
北京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等，也听他聊过不少观点、见地，对其学养、路数、
见地有相应的了解。因此，谈谈他、谈谈他的书，都不算陌生和皮毛。

樊志斌是历史主义者，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保守、之所
以能谈历史，是因为懂得，他从来不把一个传统时代的文人（学者）看作一
个纯文学家、看作一个脱离于时代政治经济部族生活的人，不管是研究曹
雪芹也好，研究雍正、乾隆也好，自然也包括他研究纳兰，甚至包括他对我
的解析，他都努力将研究对象的个性回溯到历史空间之下。这是真正学问的
路子，自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他在《纳兰成德传》的《跋》中写道：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论曹雪芹也好，成德也好，他的教育、生活、
学养、思想是大不同于今人的；同样的，作为研究和深度赏析，他们的
作品也不能按照今人的学养和喜好去理解，自我的喜欢阅读除外。

要感谢很多人，是他们让我有激情去从事《纳兰成德传》的写作。
最后要向许多“兰迷”表示抱歉，我的《纳兰成德传》力图恢复成德

一生，包括他的诸多方面，也许会打破一些人对成德的“主观希望”，那
倒是我的希望之一。

在人们的既有印象里，纳兰成德是多愁善感的翩翩公子，是不欲
仕途经济的文弱书生，是对亡妻一往情深的多情人……但是，当我们
跟随《纳兰成德传》，回到成德生活的18世纪、北京、旗人的“历史现
场”，当我们了解他的家族、家庭、学养、志向、生活、娱乐、友人等，就会
发现，我们的既有印象是多么的单一和错误。文学随我们喜好，历史却
给我们真实，即便这种真实也是有限的；文学满足我们单一的想象，历
史却给我们丰富的形象，虽然这种丰富还不够生动。

成德的家族是清代皇室爱新觉罗氏的亲戚，成德受儒家文化的影
响，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德也狂生耳”，用世是他的追求。他是词人，更是学人，他固
然喜欢词，但做一个可以比肩于朱彝尊这样的大学者才是他的理想。他有忧愁，但那只
是一刻的。他有细腻如画的抒情别离之词，更有金戈铁马、边塞悲歌的感怀以往的诗。
他爱他的妻子，但在卢氏之先，他有妾氏，在卢氏之后，他有红颜之想。他喜欢朋友更胜
过爱人，他喜欢南方，但不能多于满洲……在《纳兰成德传》中，这些知识被一一举例、
剖析、叙述，藉此，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顺康满洲文人公子，大异与我们一厢
情愿在词的主观解读下造就我们想象和喜欢的形象；同时，穿插其间的制度、风俗、生
活、空间描写，使得我们能够感受在写作之外成德的生活内容、生活节奏、所见所闻、喜
好厌恶……成德，在我们的心中，立体、丰富、鲜活，可以感受和触摸。对于学界一些争
论与矛盾，如西北之行、东北之行，性德还是成德，《通志堂集》与徐乾学等等，樊志斌也
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在我看来，在我身边的朋友看来，都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整部书，分上下两册，7章近百个小题目，40万字，详细记述了纳兰成德30年的生
活与创作。对这部书下的功夫、达到的高度，读者给予了积极反馈，诸多资深纳兰迷、学
人给予颇高评价，认为该书下了大功夫，可读、可思，由此书，进而纳兰可以感受、可以
接近。衷心向读者推荐樊志斌的这部《纳兰成德传》，也希望它能以更多丰富的形式展
现在有情怀、有此喜好的读者面前。

书写脱贫攻坚的史诗书写脱贫攻坚的史诗
————读长篇纪实文学读长篇纪实文学《《延安样本延安样本》》 □□魏志尚魏志尚

广东作家冼芹光的小说《忠义公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含有言情和武
侠成分的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作品。书中描写的是公元398年至公元417年发生在东晋时
期的一段止暴平叛的故事。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通过阅读小说，人们就
可以感知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文风貌。小说《忠义公演义》的上半
部，由主人公冼劲因止暴救人，进而设计端掉了官匪勾结盗窃官银的犯罪集团，引出了一段
儿女情长的故事。冼劲智勇双全深受花艳红的爱慕。但冼劲不为红颜所动，告辞花家镖局折
道返回故里。花艳红一路狂追，却半路杀出个文武兼备的富家小姐沈婷。两位花容月貌的美
貌少女都爱上了冼劲，由此演绎出一场疯狂的夺爱大战。3年后，冼劲参加广州中兵参军一
职的武略大考，以武功和兵法双科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广州刺史吴隐之录用为帐下的中兵
参军。《忠义公演义》从第十六章开始，再现了发生在东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海匪造反、英雄
平叛的战争风云，海匪头目孙恩企图推翻朝廷夺取天下，被东晋大将刘裕剿杀，大败后落荒
而逃的海匪残余跟着卢循、徐道覆一路渡海南下，妄图由珠江入海口夺下广州城，以期长期
盘踞于南粤一带。为了拒敌于陆地，中兵参军冼劲和江湖侠女花艳红夫妇率领五百冼家扬
威兵镇守珠江入海口，他扬长避短，巧计用兵，使兵力是己方6倍的敌匪残余遭受重创。残匪
见此路难通，便暗地从其他地方乔装猎夫登陆进城，兵分三路，里应外合，广州城不幸失守。
卢循领兵反扑珠江口，欲收获冼劲为己所用。冼劲奋勇拒敌，不幸落入敌方圈套。花艳红见
夫君为敌所缚，冲入敌营营救时身中数刀而亡。卢循欲以高官厚禄择用冼劲，冼劲宁死不
屈，以身殉国。卢循最终被刘裕统兵剿灭。朝廷追封冼劲为始兴太守，授谥号忠义公。

冼芹光的小说《忠义公演义》，以恢弘的场面重现了古代中华大地上曾经的烽火岁月，
其塑造的武艺超群、智慧过人、大义凛然、为国捐躯的主人公形象深入人心。主人公冼劲直
至生命最后一刻，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仍临危不惧，坚守气节，视死如归，彰显了古
往今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和民族精英的家国情怀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一段时期以来，
受到新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作家以肆意解构历史为荣，似乎那些激情豪
迈的爱国主义、献身沙场的大无畏精神从未在历史上发生过，认为这些不过是浪漫或虚构
的想象；甚至有人提出要为谋害岳飞的刽子手秦桧、投降日本的汉奸汪精卫平反的奇谈怪
论。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站在道义与良知的高度，以历史史料为依据，以历史人物
为原型，精心谋篇布局，将一个个记载于典籍中的散章片语与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的民间
故事，进行加工打磨，构建出一部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从语言学角度切入作品，厚重且具有古典意蕴的语言艺术旨趣跃然纸上。小说每个章
节的标题也是两句字数对齐工整的诗句，如：“摆雷台美女觅夫婿，书生志无意女儿情”；

“红颜有意苦争春，相思无影最伤情”；“卢循兵败围广州，冼劲扬威战海寇”；“卢循战败投
海死，晋帝追封谥忠义”等等，读者翻看目录便有了阅读全文的渴望。书中广泛运用诗词来
衬托环境变化与人物心理，使小说的语言艺术更加凝练优美，艺术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如：

“何日携君手？未语泪先流。无缘睢鸠唱，何来君好逑？若怜相思苦，早偕凤鸾俦。与君赴高
唐，承欢到白头。”这首诗淋漓至尽地再现了才貌俱佳的妙龄少女沈婷对一见钟情的如意
郎君冼劲的思恋之情与美好祈盼。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这对有情人最终竟是劳燕
分飞，令人唏嘘不已，扼腕叹息。这种以诗词一书胸臆的手法在书中多处出现，有的甚至意
象纷呈，读者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或喜悦，或伤感，或哀叹。他的这部讲述一代枭雄精忠
报国的《忠义公演义》，也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散发出历久弥新的芳香。

精忠报国的英雄赞歌精忠报国的英雄赞歌
————读冼芹光长篇小说读冼芹光长篇小说《《忠义公演义忠义公演义》》□□陈德民陈德民

近年以《梁启超传》《张恨水
传》等纪传作品广受读书界瞩目
的解玺璋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关
注，不仅限于近代。他新出的这
本述史论人之作《抉择：鼎革之际
的历史与人》，把蜀汉至西晋的陈
寿，元初的刘秉忠、马致远，晚明
的李贽，清初的陈洪绶、傅山、黄
宗羲、吕留良，清末的冯桂芬、俞
理初，以至近代的康有为、梁启
超、徐世昌、严复、林纾，都纳入了
观照视野。而这些人物之所以汇
聚到一起，恰如书名所指，是因

他们都属遭逢了王朝更迭或中西冲突的时代鼎革之大变局，不得
不在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上作出取舍抉择的一类历史人物。

身后荣享“良史之材”美誉的陈寿，却在《三国志》中留下了
回护魏晋、避忌史实的曲笔，被宋人批评为“循魏晋之私意，废
史家之公法”。刘秉忠早年官场失意，一度出家隐居，却因海云
禅师荐举，得到被忽必烈重用的机会，后成为建造元大都的总
设计师。散曲圣手马致远，在科考并不实行“以曲取士”的年
代，缠绵仕途，为官多年，最终很可能是因为像他事后写的曲子
里所悔叹的那样，风流韵事张扬过度，触犯了禁止职官“频入茶
酒市肆及倡优之家”的律法，被断罪罢职，落得个“功名一旦休”
的尴尬下场。尽管如此，20年出入宫禁，草拟圣旨、公文的职业
积习，还是驱使着暮年的马致远时时写出些歌功颂德的滥调谀
辞。相形之下，同样是才子，也同样曾汲汲于功名，身处明亡清
兴的飘摇乱世之中的天才画家陈洪绶，就清醒冷静得多。个人
报国无门的连串挫折和众多师友直言罹祸的严酷事实，最终让
他弃绝了功名利禄的执念，深怀亡国之痛，以落发为僧、自我悔
悟的方式，走完另一种方向上的君子殉节之路。

对于李贽、傅山、黄宗羲、吕留良这几位思想史上的名人，
书中对他们在个人“抉择”和社会“鼎革”两相颃颉之际的表现，
更多地进行了切入诗文与言行细节的对读阐释。得益于作者
精当老到的写作笔力和推敲考辩，不少以往在史料史著中盘绕
纠结、众说纷纭的话题，都有了分寸恰切的归结。如：李贽、傅
山虽然人生行迹迥异，但在人格精神上同样都极度珍视独立和
追求率真；而起初惺惺相惜、彼此激赏的黄宗羲与吕留良，后来
又分道扬镳、势同寇仇，则与他们分别尊从阳明学和朱子学的
学理信念，以及看待阳明学是否应对明亡承担罪责的态度有很
大关系。此外，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变法主张、俞理初著述
中的女性平权呼吁和女教妇德批判，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主谋
作用，严复列名筹安会的前因后果和严复个人的性格及思想背
景，《抉择》一书也各列专文，做了有新意的事实梳理和观点论析。

特别是书末一篇《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发掘并解
读了林纾在1917年2月，也就是《新青年》上吹响“文学革命”号
角的同时，于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重复发表的短
评《论古文之不宜废》，从而证明林纾反对白话文运动原本是出
于恳切平实的理性思考，后来闹到恼羞成怒、不可收拾的地步，
主要是《新青年》同仁用“双簧信”给林纾硬派罪名，林纾早年学
生张厚载随之又刊布传言威胁陈独秀、胡适，接连激化矛盾所
致。这番精约的考辨，与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林纾冤案事件
簿》一书中更加细密的史料勘察，恰可互补互证。

生于1961年的盐田明彦，是
活跃于当今日本影坛上的知名
文艺片导演。自1980年代初在立
教大学读书期间参加独立电影
制作，1990年代初开始执导影片
并担纲电影编剧，至今，他已在
电影界深耕近40年，导演和编剧
的电影作品达30多部。这本日语
原版出版于2014年的《映画术》，
是他2012年春秋两季在东京映
画美学校（The Film School
of Tokyo），为该校表演系学生
讲授“电影表现论之表演和导
演”这门课的现场实录。

全书共分七回，依次包括“动线”“脸”“视线与表情”“动作”
“古典好莱坞电影”“音乐”“卡萨维茨与神代辰巳”。每一回都依
托一个特定的角度，选择几部日本或欧美和中国的经典影片，展
开关联具体画面和镜头效果的细致评析，从中揭示和比较导演
的意图和演员相应的表演得失，最终呈现出电影艺术和电影技
术贯彻在“导演指导演员完成表演”这一层面的实际操作情形。
在教学现场，采用的是类似“拉片”的形式，讲解与影片实时放映
同步并行、穿插匹配。转化到平面印刷的纸质书中，讲解到的关
键镜头，都以逐帧截图的静态连贯画面，整页上下贯通，排印在
对应的文字内容旁侧或邻近页面。阅文伴随读图，可以对照画
面，确切领会分析要点。

很多电影欣赏或电影史、电影理论方面的著作，常流于泛泛
的影片故事梗概介绍和人物造型或动作表情的枯燥评价。展读
这本《映画术》，才恍然间明白，谈论电影也跟谈论其他艺术作品
以至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同样，要想入情入理，前提是必须把眼光
首先落在具体而微的个人视域的焦点上。

《映画术》从前到后的每一回内容，实际上都是依着一位导演
在拍摄现场调度一名又一名演员的具体步骤和具体考虑延展开
来的。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一样需要先给他设定一个在镜头
下连续移动和改变身姿体态的轨迹。这也就是演员所扮演的角
色或影片中人物的运动线路，同时也是电影画面上牵动观众视线
转移的发力点所在，称之为“动线”。而演员的面部表情所塑造出
来的影片中角色的脸，是电影艺术征服观众的独门绝技，也是观
众感受和体会影片内涵的要冲。正像作者所说：“电影里面是脸在
发生战争”。这样的战争，其实不止发生在电影里，更发生在演员和
观众之间。一部电影发展史，几乎可以概括成演员用来吸引和征
服观众的那张脸，与观众习惯和期待的这张脸之间的一场鏖战。

在讨论了从“动线”“脸”“视线和表情”拓展出的构造电影叙
事空间的“动作”之后，对“古典好莱坞电影”推崇演员个人“有深
度表演”、淡化和弱化电影拍摄技术效应的探讨，对渥美清在《寅
次郎的故事》系列影片中发挥轻演剧和歌唱表演的喜剧间离技
能的详解，还有全书压轴的第七回中，结合作者自己的作品，对
运用新的表演手段和镜头视角去努力提升刻画情绪的细腻度和
感染力的试验，所做的总结，也都详切实在，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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