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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烂封面
坏了一部好书

最近有一幅图书封面在网络上
广为流传，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贴出
著作《张鸣重说晚清民国》的书影，
表示出版商的封面设计令人无奈：
将作者照片拼接于历史人物身边，
穿大红衣服的教授与黑白的慈禧太
后“排排坐”，简单粗暴的图片处理
使得封面画风诡异，与较严肃的书
籍内容颇不协调。张鸣说，他不同意
使用这个封面，但出版社已将书籍
出版……这引发了网友对书籍封面
设计的疯狂吐槽，还有人找出同系
列书籍的另一封面，封面设计如出
一辙，甚至更加违和：作者与袁世凯

“勾肩搭背”，仿佛穿越了一般。
时下的图书市场上，图书封面

设计其实不乏类似的问题。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县委书记

们的主政谋略》一书，内容是关于县
委书记们在中国基层工作的调查实
录，但是，该书在封面设计中却以占
三分之一的特大字体仅仅突出“谋
略”二字，以谋略、厚黑之类的图书
设计风格吸引眼球。

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人间失格》
直接把腰封印在人物的脸上，不仅
无法看清人物，而且，腰封的设计异
常武断，简单粗暴，没有章法。

韩语版《三体》的封面，大概是
随便找了一幅中国年画提取图像，
那个作揖拜年的娃娃难道就是设计
者心目中的科学家 (《三体》主人
公 )？这种封面设计让读者不知所
云、如坠雾中。

有两本描写北洋军阀大佬孙传
芳的图书，封面却都“找错了人”：一
本把皖系段祺瑞的图片当成了“孙
传芳”，另一本则把奉系张宗昌的图
片当成了“孙传芳”。而一本名叫《蒋
介石的五虎上将》的图书，其中“福
将”刘峙却错用了孙传芳的头像。

类似张冠李戴的笑话还有很
多，比如一本名为《康有为文集》的
封面上赫然印着梁启超；一本《康德
论人性与道德》封面使用的却是贝
多芬的头像……

这当中有历史常识性的问题，
有思想内容混乱方面的问题，有装
帧审美艺术格调的问题，有专业素
质缺失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当今文化界的浮躁之风，文化因
与商业搅作一团而愈发显得不伦不
类，这对于众多爱好读书的人来说，
不啻为一种阅读灾难。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知乎网上
曾有关于图书封面设计问题的调
查，读者纷纷吐槽“哪些烂封面坏了
一部好书”，这无疑是对书籍封面设
计的一种警示。

作为图书的附属品，封面是图
书装帧艺术设计的一部分，再加以
对书籍内容简洁灵动的介绍，不仅
可以方便读者选购图书，还成为书
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错误
的、糟糕的封面设计却严重影响了
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这些年来我们
阅读的一些图书，恰恰是在封面设
计这个关键点上出了不少问题，有
的不惜拉低底线进行“粗鄙化”、“垃
圾化”的设计，有的装帧豪华而分明
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从书籍装帧艺术的角度说，书
衣如人衣，让一本书穿上得体的时
装，它们就从一叠印刷品变成了一
件艺术品。理想的装帧艺术设计可
以使书籍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结
合，装帧设计首先要贴心：一是要贴
作者的心，书籍设计风格跟这本书
的作者要风格搭配、气质一致；二是
要跟读者贴心，不能让人觉得望而
生畏或反感。而对封面设计最低标
准的要求，至少是要杜绝以上所说
的种种“烂封面”，不要让文化垃圾
污染了读者的眼睛。

【文化论坛】

□许民彤

刘震云的女儿执导《一
句顶一万句》，余华的儿子将
父亲的长篇搬上银幕，朱时
茂的儿子成为第一个在院线
公映影片的90后导演，张艺
谋女儿张末的导演处女作也
开始上映。一时间，“艺二代”
集体进入了导演界。

毫无疑问，“艺二代”是
个光环，意味着更高的起点、
更多的资源。但与此同时，父
辈的影子兜头笼罩，也未必
不是一种创作上的掣肘。如
何真正用电影来说自己眼中
的故事，也许是摆在这些“艺
二代”面前的急迫课题。

刘雨霖执导、根据其父
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
句顶一万句》，上映之后引起
了两极化评论和较低的评
分，我觉得原因出在其基本
态度。对刘雨霖来说，这是一
部她拍的电影，却没有表达
出她自己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
从电影和小说的比较开始。
根据杰出小说改编的电影，
早就有个几乎禁咒的公理，
即便导演再怎样费心尽力，
读过原著的人就是不容易买
账。除了对原著初恋式的热
情，还有阅读时对人物和情
境的想象，电影一旦把这些
落实，再怎么出色，也无法与
此前的内心印象竞胜。

虽然《一句顶一万句》由
刘震云亲自操刀改编，但兴
许是因为容量的问题，电影
仍 然 不 得 不 大 幅 删 减 内

容——— 人物由原著的上百人
缩减到电影里的七八个人，
时间和空间由十几年的千里
奔波收紧到一个家庭的分分
合合。更重要的是，复合在原
著小说里有雄浑的历史景观
和复杂的文化思考，不得不
在电影里落实到家庭伦理问
题上。

可以肯定的是，删繁就

简的电影版《一句顶一万句》
好好地守住了自己的局限，
把问题控制在一部电影的范
围之内，没有绊绊磕磕或虚
情假意地去假装完全覆盖小
说的内涵，而是老老实实在
电影设定的范围里精雕细
琢。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很不
错的作品。刘雨霖并没有借
重小说广为人知的絮絮叨叨
的明显特征，也没有求助于
电影技艺更为熟稔的朋友，
而是用自己习得的电影技
艺，不计工拙地为电影烙上
了自己的印记——— —— 她的技
艺，她的取舍，她的生涩和稚
拙。尽管偶尔某个转折、某些
镜头略显生涩，有些对白过
于文艺，但对卑微人物的寒
酸和他们似乎总是不经意的
善意的捕捉，仍然让电影保
持着相当不错的水准。这部
电影让很多人不满的，恐怕
是对主题的表达过于直接和
用力，因而让小说中蜿蜿蜒
蜒、千言万语说不尽的委屈
变成了具体的委屈。委屈一
旦具体，也就不再是委屈，而
只是某个需要明确的原因。

“说得着”或“说不着”的原因
一经说明，电影内在的叙事
张力立刻消散，剩下的只是
观众等待人造悬念消解的惯
性运行而已。

然而，这部属于刘雨霖
的“我拍的电影”，除了百慧
把父亲毁掉再买的玩具汽车
丢进锅里煮，并在父亲拒绝

母亲见她之后独自坐在小椅
子上发呆，很难看出导演对
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或者她
努力传达的内心世界图景是
什么。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电影里刘雨霖观看世界的方
式，主要是从刘震云即父辈
那里学来的。在一部“我拍的
电影”里，讲述的竟然是父辈
的故事，并且是以父辈的视
角来看的他们的故事，多少
有些奇怪，不是吗？不是从自
心生出的故事，即便加进再
多自我因素，再怎样善于体
察故事中人的心思，这故事
也仍然是属于他者的，导演
不过是某种形式上的代言
人，不会是“我的电影”。

毫无疑问，刘雨霖足够
聪明，聪明到模拟父辈的世
界和视角，仍然拍出了一部
堪称出色的“我拍的电影”。
可只要还不是从她自己心里
流出来的故事，不是认认真
真地拍“我的电影”，再多的
聪明也只能让人觉得心里奇
痒无比的地方始终不会被搔
到——— 这或许才是电影未能
得到更多认可的真正原因。
深夜独坐的小百慧，其实已
经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孤独，
不同于她的父亲牛爱国，也
不同于她的母亲庞丽娜。她
的孤独会长成一棵属于自己
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故事，只
有她自己才讲得出来，才讲
得好。而父辈的故事，他们自
己会讲。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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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安《比利·林恩
的中场战事》因为对美国英
雄主义有所冒犯而导致评价
不高，那么《血战钢锯岭》则
以一次纯粹的、热血的、如假
包换的美式爱国主义让美国
观众精神为之一爽。但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血战钢锯
岭》绝对不是简单粗暴的战
争电影，拍一部《敢死队》式
的电影，也不是梅尔·吉布森
的本意。对信仰的坚持与表
达，才是《血战钢锯岭》的核
心。

看过《耶稣受难记》的观
众，也许还会记得梅尔·吉布
森在那部电影中给观众带来
的战栗，当年那部充满神性
的作品，对人们心灵的冲击
是巨大的。梅尔·吉布森把拍

《耶稣受难记》时的理念带进
了《血战钢锯岭》，只是在表
达信仰主题时，梅尔·吉布森
不再那么激烈，他用一个柔
和 的 、近 乎 阿 甘 式 的 形
象——— 小镇青年戴斯蒙德·
道斯，肩负起传递上帝力量
的责任，并成功地让观众相
信了他所叙述故事的真实性
与可信性。

《血战钢锯岭》根据真实
故事改编，之所以具备改编
价值，是因为人物原型拥有
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他
想冲上战场为国效力，却因
为信仰上帝不愿意拿起枪作
战。当镜头转向血腥的钢锯
岭的现场，当刚建立起感情
的战友纷纷倒于血泊中，当
每个人在日军压迫式的扫射
下疯狂地寻找武器时，戴斯
蒙德依然不肯拿起武器复
仇，他的军医身份，要求他把
救人当做第一使命。杀人与
救人，构成了这个故事的矛
盾与冲突，也带来了一个关
于战争的永恒疑问：杀人是
拯救世界的最后办法吗？人
类无法解释这亘古以来的困
惑，于是，除了要在现实层面

找到合理、有力的借口外，还
要从信仰那里找到支持。

戴斯蒙德在这个故事里
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当他在
战场上营救出75名战友后，
人们宛若看到奇迹发生、基

督降临，一个普通的士兵身
上有了神性的光辉。这极大
地激励了战友的第二次冲
锋，美国士兵们列队等待戴
斯蒙德的到来，因为他们觉
得，有戴斯蒙德在，就等于上
帝站在了他们这一边，胜利
的几率、存活下来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正义性，
都变得清晰可见。

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
原子弹之前的太平洋战场
上，美军与日军的交手并没
有形成碾压之势，相反，日军
残忍且凶猛的作战方式，让
即便拥有炮火优势的美军
也感到头疼。美国军人需要
解决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
括为谁而战、战争的意义、
杀戮与和平的关系等等，

《血战钢锯岭》为多年前的
那场战争提供了答案———
战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
家人与家园，也在于重新发
现人性、实现人性救赎，而
这部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戴斯蒙德，一个貌似逃避
战争的人，很好地化解了战
争造成的心理困境，他告诉
观众，解决战争的终极办法
不是恨，而是爱——— 所以当
观众为他神经病似的在救战
友的同时也救了几个日本兵
而哄笑的时候，那恰是他最
可爱的地方。

在当下，《血战钢锯岭》
也颇具一些改善美国形象的
公关作用。在不少人看来，美
国人好战，动辄使用武力，但
这部电影对外传递了这样一
个信息：美国军人拿起枪，那
是被逼迫的结果，其实更多
美国民众是像戴斯蒙德那
样，期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
取得胜利的。不拿枪取得的
胜利才是真胜利，至于拿枪，
只不过是获取胜利的必要辅
助手段，正如一个难解的哲
学命题那样：战争是为了带
来和平，和平的代价是付出

必要的杀戮。
《血战钢锯岭》是相对少

见的两段式结构，前半段重
点渲染戴斯蒙德的小镇生活
与爱情以及他独特的信仰与
周边人群产生的冲突，后半
段则大刀阔斧地表现战争
的血腥，梅尔·吉布森拒绝
特效，炸掉一个农场实地再
现了钢锯岭的地貌，真实拍
摄强化了影片的真实感与
冲击力。但影片的血腥镜头
确实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
是为了服务主题，战争越残
酷，戴斯蒙德经受的信仰考
验就越残酷，这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

电影的后半段故事，难
免让人联想到中国影视剧常
出现的“手撕鬼子”的情节，
中国观众已经对类似的情节
比较敏感，每当发现夸张的
情节或镜头，总不禁质疑创
作者的目的与动机。就电影
改编来看，戴斯蒙德这个人
物是真实存在的，在战场上
始终没有拿起枪、没有杀过
一个敌人也是真实的，救起
众多战友也是事实，影片不
会对故事的主要看点动手
脚，但在情境渲染方面，肯定
会有夸大，当然，用通常的说
法叫“艺术加工”。

略微让人觉得欠缺的
是，梅尔·吉布森在处理前半
段故事时耐心、细腻，到后半
段时有些着急，过于强调戴
斯蒙德的“求求上帝，让我再
救一个”，在表现救人情节时
单一化了。同时，戴斯蒙德与
日军在钢锯岭上的周旋，也
缺乏一点逻辑，显得日军有
点愚蠢。如果能把这些遗憾
处理好的话，《血战钢锯岭》
会在美国评论家选择奖以及
奥斯卡上有更大一点的夺奖
可能，毕竟，美国人喜欢这一
口，在故事与价值观能征服
他们的前提下，也许他们会
对影片的瑕疵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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