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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印度史上投资最高、全球票房
最好的《巴霍巴利王2：终结》上映。原本
我是对这部影片不抱任何希望的，因为
即便是以好莱坞的技术水准，拍好历史
片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看完这
部《巴霍巴利王2》后，突然对现在的印度
电影工业有了很大的好感，原来我们一
直都低估了印度电影的工业水准。

《巴霍巴利王2》在中国的票房当然
无法跟《摔跤吧，爸爸》相比，但如果拿同
一天公映的中国史诗大片《战神纪》相
比，就会知道《巴霍巴利王2》是如何优秀
了。要知道，成吉思汗是中国人耳熟能详

的“一代天骄”，主演陈伟霆、林允、胡军
等也是大家熟悉的明星，《战神纪》投资
上亿，也是史诗大片，占尽天时地利的中
国“战神”居然输给了一个压根都没有听
过的印度“战神”，这事就显得不那么简
单了。

关键还在于，《巴霍巴利王2》其实是
一个非常老掉牙的故事：一个女人在自
己的亲生儿子和义子之间情感上的摇摆
不定，一位英雄为了女人放弃王位的爱
美人不爱江山的套路，一位忠实的老仆
人在关键时刻的背叛和几十年后的赎
罪，一个少年英雄在父亲巨大声望前的
复仇故事。这些元素几乎都在以往的影
视剧中被拍摄过很多遍，但在陈词滥调
的情节框架下，《巴霍巴利王2》依然能够
吸引不少观众前往电影院观看。这中间，
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虽然有观众吐槽这部影片的特效水
准还停留在2004年奥利佛·斯通拍摄的

《亚历山大大帝》，但实事求是地说，《巴
霍巴利王2》的特效水准还是很高的。在
我看来，这个特效水准目前还没有哪部
国产的历史大片能够达到。中国的武侠
大片已经足够夸张，但《巴霍巴利王2》中
的动作场面却远远胜之。有观众吐槽片
中的动作场面已经脱离了物理定律，变
得随心所欲，几乎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
程度。某些场景就跟周星驰的《美人鱼》
中的场景一样，可以归结为奇幻片，而不
是历史大片。

虽然有种种的夸张和老套，但观众
表示电影其实并不难看，这也是这部影
片能够取得不错票房的原因。其实仔细
想想，这几年在国内上映的印度电影都
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涉及人伦和家庭
的因素时，印度电影表现出了高超的叙
述技巧和主流立场，能够让观众感同身
受并沉浸其中。《巴霍巴利王2》其实是一
部歌颂英雄的电影，这跟现在的世界潮
流是相反的，但看片过程中观众也不反
感，因为银幕上的巴霍巴利已经接近“完
人”形象，几乎没有任何缺点。这些在莎
士比亚剧作中早就表现过的元素，在印
度的神话史诗中找到了契合点。这是这
部影片并不难看的重要一点。可能一些
观众会拿片中各种“拗造型”的特写镜头
吐槽，但如果你进入到了具体的情境之
中，会发现，这些浮夸的场面和脸部特
写，似乎也能够接受。

看惯了好莱坞大片，偶尔看一次《巴
霍巴利王2》这样的影片，反而有一种意
外的惊喜，因为印度的文化实在是太独
特了。印度电影到现在也都保留了这些
特色，这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中国“战神”输给了印度“战神”，说
明我们的电影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从这几年来看，不但像《摔跤吧，爸爸》等
大量印度电影都在国内取得了很好的票
房，就连《功夫瑜伽》《大闹天竺》这样以
印度为背景的国产电影也都票房颇佳。
相比之下，现在还没有听到有哪一部国
产电影在印度取得了超过10亿元人民币
的票房，这说明，国产影片走出国门的路
依然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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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天涯中国人》：文化夹缝中的困惑

□艾里香

王鼎钧先生是公认的散
文大家，其作品独树一帜，呈
现出大历史的深度、厚度和广
度。王先生如今已进入耄耋之
年，仍笔耕不止，这本《海水天
涯中国人》书写历尽沧桑后的
人生智慧，向读者展示了文化
夹缝中的生存与困惑。

中国人怎样在海外生存？
1979年，王鼎钧先生只身前往
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担任
中英教材编辑，亲身体验和观
察到纽约这个大都会的复杂
多元面相。王鼎钧少时历经抗
战期间的颠沛流离，后来留
美，抹不去对祖国、对家乡的
情愫，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塑造
了他悲天悯人的细腻情感。一
个带着深厚传统文化观念的
新移民，如何对待两种截然不
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王鼎
钧在书中展现了中国人从初
入纽约到久居的一系列生存
状态。

中西文化差异造成了很
多尴尬。《怨》中叙述一个初来
纽约的人因为找不到房子，暂
时借住在朋友家，朋友要求其
电话费自付。后来迁出时，他
算出电话费，然后买了一条金
项链送给朋友的太太，觉得当
面给钞票不成体统。谁知月初
朋友照样寄来电话费账单，并
爽直地说：“那是你给我太太
的礼物，不是付给我的电话

费。她不会卖了项链把钱交给
我。”《门前雪》中讲人人自扫
门前雪，从不去帮助别人铲
雪，也不希望别人帮忙，界限
分明。久而久之，华人为了入
乡随俗，只好抛弃自己的中国
传统。

生活的艰辛，导致部分华
人人格的畸变。《他们开店》写
几个中国人在纽约开店，随时
都得防备遭受抢劫；《狼嗥声
中》用“狼嗥”比喻纽约的险恶
环境；《那年冬天》里因生活窘
迫跳楼自杀的女子……这一切
让我们看到了华丽外表下竞争
的残酷。因为收集新移民资料
的原因，王鼎钧想访问一个家
庭，可对方却说：“老乡啊，咱那
天下了飞机，跪在地上发了个
誓，以前的事一笔勾销，再也不
提。以后在美国，但求儿女长大
成人，啥苦都得吃。你别访问
啦，没啥好说的啊。”这种为了
生存的委曲求全，让人辛酸。

那么，中国人怎样适应美
国的社会呢？有一种流行的说
法：中美文化有异，中国人得
丢掉自己的文化包袱。从孩子
们非要买“保证褪色缩水”的
裤子，从他们不喝稀饭喝可口
可乐，不吃红烧肉吃汉堡包的
时候(《怨》)，以及他们对中国
的传统节日不屑一顾(《关于
月饼》)，从表至里，下一代已
经完全从中国的壳中蜕变出
来，而对于将自己的根深深植
于中国传统的这一代华人来

说，无疑是一种不得不去适应
的痛苦。既然决定久居美国，
就得从各方面适应美国，这是
生活所必需的，但是从内心深
处却割舍不下中国情。这种矛
盾冲突在内心碰撞，形成关于
文化、生存、价值观等的困惑
与迷惘。

王鼎钧认为，中国文化的
渊源来自中庸儒学，这决定了
中国人非常注重面子，注重尊
严；美国人则认为死要面子意
味着一事无成，他们肯定的是
实际价值。中国传统历来主张
长幼有序，晚辈见到长辈要主
动打招呼以示尊敬；美国追求
人人平等，子女对父母都可以
直呼其名。人情在中国人的心
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与人
之间主张团结合作，在衡量个
人行为时，也多以道德为标
准；美国强调个人潜力的发
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
利益的追求，人与人之间也多
为互利关系，表现出人情较为
淡漠，却十分重视个人利益和
自由。二者之间对比，文化的
冲突不言而喻。

读罢全书，不禁想到古人
说的“知人而论世，读诗以观
心”。读王鼎钧的文字，不仅看
到了人物内心的真实情感，也
认识了一位对历史、对时代具
有敏锐感知的作家的灵魂。在
浮躁气氛漫延的今天，王鼎钧
先生的文字无疑给我们带来
了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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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金饭碗，为何却没饭吃

□星文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
日。提及博物馆，不少人会先
入为主想到“大型”“气派”“豪
华”等惯有印象。事实上，还有
一种博物馆，没有人山人海的
参观者，也没有警卫森严的安
保，可能只是一座宅院或者一
间屋子，但其中藏品或许价值
连城。拥有者不是某个公立机
构，而是某个人——— 这种属于
一个人的藏宝库，被称为“非
国有博物馆”，也就是俗称的
民营博物馆。

近日，网友在微博上发布
的一条视频被“刷屏”。视频中
显示的是重庆一处类似防空
洞的场所，里面古代匾额林
立，每一块匾额背后都有耐人
寻味的故事。然而这里门可罗
雀，没有游人。网友吐槽：在到
处人满为患的景点，难得还有
这样有底蕴但清静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瀚匾园”，其
实是重庆一座民营博物馆。如
今，在中国各个城市，民营博
物馆已成为一道风景。一些城
市甚至把这些带着浓郁私人
化标签的地方列为旅游热门
地。比如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
博物馆，就是一座有名的民营
博物馆，每天都有游客来此参
观。再比如，有着“中国民间博
物馆之乡”美誉的昆山锦溪古
镇，曾被沈从文喻为“睡梦中
的少女”，最多时曾聚集十多
座各式各样民营博物馆。截至
2016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
博物馆已达4873家，其中非国
有博物馆1297家，占到全国博
物馆总数的26 . 6%。

琉璃艺术博物馆、玻璃博
物馆、汽车博物馆、昆虫博物
馆、紫檀博物馆……民营博物
馆所收藏的民俗文物、民间工

艺品、动物标本、家具、老相机
等国有博物馆长期忽视或无
力集中收藏的“老物件”，既丰
富了博物馆藏品的概念，也填
补了博物馆类型上的空白。对
于散落在民间的文博品的搜
集、整理、保护和研究，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民营博
物馆多源于个人兴趣，因此藏
品主题性更强，收藏的领域

“窄而深”。此外，它的参观群
体更广泛，与生活的联系更密
切，在社会教育作用的发挥上
更活泼，因此显得更接地气。

民营博物馆的蓬勃发展，
首先得益于2015年施行的《博
物馆条例》赋予的“国民”待
遇。另一方面，这也是民间收
藏热情、地方复兴文化合力产
生的结果。自古以来，我国就
有“盛世收藏”之说。当民众的
热情与地方推动地域、产业、
行业文化的规划契合，必然会
出现井喷式发展。

此前，民营博物馆一度成
为热点，源于一篇名为《少年
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的
文章。作者将在河北翼宝斋博
物馆的游览见闻在博文里娓
娓道来。这座博物馆里的众多
赝品令作者“大开眼界”，也

“惊叹不已”。最终，这篇引发
网友关注与争议的文章让翼
宝斋得到的是“撤销注册证，
闭馆整顿”的下场。由此也暴
露出很多民营博物馆的通病，
包括赝品较多、展览量少质
低、管理不规范、专业人才匮
乏、重建馆轻运营等。很多民
营博物馆尚未建立藏品登记、
管理制度，专业化程度不高。

同时，由于资金、藏品、人
员管理等资源限制，很多民营
博物馆面临生存尴尬。大部分
民营博物馆因为运营成本压
力过大，徘徊在关门的边缘，

“以馆养馆”的经营方式对于
大部分民营博物馆来说可望
而不可及。藏有金饭碗，却饿
得没饭吃，这似乎是当下众多
民营博物馆的真实生存写照。

不管民营博物馆选择怎
样的方式生长，人气最为关
键，有了客流量才可能让博物
馆真正“活”起来。成都大邑县
建川博物馆或许会给人带来
一点启示。这座投资数亿元的
民间博物馆建有抗战、民俗、
艺术品和地震四大系列30余
个分馆。如此庞大的投入，怎
样谋生？馆长樊建川给出的

“法宝”是：做长产业链。将博
物馆和旅游业相结合，建了茶
铺、文物商店、旅游纪念品商
店、餐饮酒店等配套设施，使
博物馆有了“造血”功能。如此
运转模式带来的收益很快就
得到体现，建川博物馆一年的
运营成本约2000万元，而产业
链带来的收益可以达到数倍。

事实上，国外一些著名博
物馆都是私人博物馆。就像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说，博
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民营博
物馆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中甚至产生了如美国纽约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等举世闻名的
重要博物馆。不同门类的藏品
不仅体现着某种价值乃至价
格，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社会生
活的标本与切片。因此，任何收
藏的真正价值体现，均在于向
公众开放，这既是一种化私为
公的精神境界，也是一个社会
的文明水准。民营博物馆群落
的发展，既要有政府的支持、
社会的关注，还要有社会整体
审美的提高作为基础，更要摸
索出适合自己的经营之道，这
样才有可能让藏品走向大众，
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完整的历
史脉络与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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