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评家张定浩在书中谈
道，“我有时会觉得，要准确感
受一位其他语种的诗人，单靠
原作和现有的翻译是徒劳的，
更有帮助的，是他本人谈论诗
歌的散文著述，以及借助另一
位和他同语种诗人的眼睛和耳
朵。”读完诗人余秀华的首部散
文集《无端欢喜》，我也有相似
的感受。不得不说，要想走进诗
人的内心，读她的散文作品是
一条捷径。细碎、具体、温煦又
尖锐的体验，散文集中还原了
一个更真实、更积极的余秀华，
或者说，她本来就是挣扎向上、
抗拒平庸、追求自由的风中野
草。

成名后的烦恼，奶奶的故
事，母亲患肺癌去世，小院里的
生活，消逝的横店村，爱慕的心
上人，这些被余秀华写进了散
文中，平凡中给人以细微的感
动和思考。如果用一个词语概
括就是“柔弱”。柔弱不是怯弱，
而是内柔外刚，“柔弱胜刚强”，
就像作家史铁生曾写到的，“柔
弱是爱者的独信”。在我看来，
这是诗人看透了生命本质后的
豁然和了悟。从“是什么支撑着
余秀华的名字在世界里游荡了
40年”发问，她在深邃思考和独
立行走中找到答案：我只是耐
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唯
一的好处是不虚伪。不虚伪就
是真诚。

“生命如同上帝给一个人
买了一部手机，你爱惜着用，可
以用很多年，摔碎了就没有了，
上帝也不富裕，没钱给你买第
二部。”书中，这样充满禅机的
句子俯拾即是。同样作为折翼
天使，我顿悟到，余秀华的散
文，指向的是灵魂深处的开掘，
她没有回避外在声音，她是用
诚实的活法和主动的姿态参透
人生这本大书。在《也说死亡》
一文中，她说，“一棵野草，除了
不要命地生长，除了在巨大的
创伤后还能欢喜如常地拱出地
面，没有比这更高的生命礼
赞。”写到多肉植物“幽女”从四
片叶子长到十四片叶子时，她
说，“这是生命在积累，在喜悦，
在爱。”

人们读余秀华的诗歌，用
嘴巴或心灵。几乎同时，余秀华
也在读自己，“诗歌通向灵魂，
灵魂只能被自己了解，诗歌不
写自己能写谁？”她写陪伴奶奶
的狗，写母亲去世后的生活，写
新房子里我和父亲的孤独，写
春天初至的村庄，写自己的乡
愁、被时代裹挟向前的身不由
己和担忧，她不轻易承认失败，

“我的乡愁是血淋淋的愁，它不
是什么东西从你的手里拿去了
还可以还给你，而是一块骨头
从你身上剔出去了再无法长回
你的身上。”说到底，她写的是
内在空旷而荒芜的孤独感，是

“捂着被子不敢哭出来的痛
楚”，我从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
克制和心灵的隐忍，看到现代
人共同的生命困境。就像书中
她对心上人的真挚表白，“有时
候我想，我所有的努力，命运所
有的安排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
在我的位置上如此欢喜地看见
你。可是，我是贪心的，我想要
生命为我打开得更广阔更深
邃……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
几乎表演般地用力。”

余秀华用诗歌做盾牌，与
荒诞不经的世界擦身而过。身
体的残疾使她跌跌撞撞，而诗
歌又赋予她精神的某种平衡，
她在风中捕捉美好、分享喜悦，
用微弱的光照亮他者的心灵。
就像她所说，“生命如禅，它给
我们的启示也许没有那么直
接，但是它一定给予出来了，因
为这也是跟随生命一起到来的
自然之道……大道无形，我们
看不见的正赋予了生命的广
阔。”

再好的文化“清汤”，喝多了也会腻

□于里

7月23日，《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二季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在
此之前，该系列第一季在年轻人
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2017年
至今，文化类节目集中涌现并接
连走红。有评论人士感慨：文化类
节目“火”了，文化类节目的春天
到来了。不过，是不是所有的文化
类节目都叫好又叫座？越来越多
的电视台或网络平台扎堆制作文
化类节目，甚至出现不少模仿、克
隆之作，这样的文化清流会不会
有一天也让人感到有点腻？

回溯2018年第一个引起广泛
讨论的文化类节目，当数央视《国
家宝藏》。在公众的直观印象中，
文物小众、沉寂、高冷，许多人对
文物的态度是隔膜的。事实上，没
有沉闷的文化，只不过是没有与
之匹配的表达，而《国家宝藏》找
到了文物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
就是“去高冷”，内容依旧是严肃
的，但节目形态娱乐化、年轻化，
比如尝试“混搭风”“文化+明星”

“文化+小剧场”。明星守护人的设
定，让严肃的节目有了娱乐的外
壳；明星小剧场的演出，则通过生
动、有趣的表演，有效传递出了文
物的历史背景。

同样，《如果国宝会说话》依
旧是“年轻化+娱乐化”的策略，节
目一改旁白曲折而高冷的学术性
叙事，而是在每集5分钟的时间里，
让文物开口说话，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
奇。节目还选择在以年轻人为主

体用户的视频网站投放，还一本
正经地制作了表情包，成功地在
年轻人群体中圈粉无数。

打破文化高冷的刻板印象，
让文化走下神坛，获得一种活泼
生动的生命力，并实现与现代生
活、现代观众的顺畅对话，无疑是
必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
文化包裹上娱乐化的外衣，让文
化“去高冷”、接地气，这种娱乐化
的边界是什么？这个度该如何把
握？笔者注意到，在这两个节目走
红之后，一些地方台以及视频网
站也推出了类似的文博科普探索
类节目，却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行
选秀娱乐之实，有的甚至弄虚作
假，欺骗观众。如此，非但弘扬不
了传统文化，还会拉低文化类节
目的品位和格调。因此，如何“去
高冷”，让文化“化”更多人，又要
避免媚俗和娱乐至死，仍是文化
类节目亟需探索的议题。

观众对于文化类节目的热
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这几年
来扎堆的明星真人秀的审美疲
劳，这就像是吃惯了油腻的大鱼
大肉或者重油重盐的快餐，终于
端上了一碗平淡味甘的清汤。应
该说，文化类节目的崛起本身是
一件好事。但是，在央视推出几档
颇受好评的文化类节目之后，一
些地方台是在准备不足、思考不
充分的情况下，按照别人的模式
匆忙制作同类型节目，导致这一
类节目目前有跟风与同质化的倾
向——— 看一下从去年至今各地出
现的文化类节目，“中华”“诗词”

“汉字”“国学”在名称上频繁撞

车，相似程度颇高。
另一方面，自从央视在《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
等节目中采用了晋级赛+专家讲
解的模式，不少地方台纷纷效仿；

《朗读者》的朗读+故事模式，也被
复制到了一些同类节目中。这些
做法，都造成了节目在形式上创
意单一、看点单一，虽然细节各有
差异和侧重，但总体上大同小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
深，既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
也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上古神
话、经典古籍、文学作品。如果说
制作节目像做菜，那么文化类节
目有着得天独厚、丰富多彩的珍
贵食材，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做法。
如果每一样食材都是同样的炒
法、同样的配菜、同量的盐分、同
量的味精，那么，再珍贵的菜肴也
会有让人腻的一天。

文化类节目的价值和意义不
言而喻，它能推动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传播，不断
丰富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内
涵，为观众提供新的精神指引，也
能够丰富观众的业余生活。当下
文化类节目已经走过了“有没有”
的1 . 0阶段，现在就得好好琢磨如
何向“好不好”的2 . 0阶段迈进。

“好”不仅仅是有更优质、更具独
创性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于拥有
更广泛的受众和更强大的传播
力。这是文化类节目亟需应对的
挑战：如何在保证文化品位的前
提下，不断创新节目形式，制造新
的看点，让更多人喜欢并接受，让
文化“化”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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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情人，是北京

□韩松落

自从电影诞生，就与城市结
下不解之缘。电影和城市，是情人
的关系。姜文电影里，就藏着一个
永恒的情人，这个情人，就是某个
城市。如果要给这个城市找一个
最接近的模板，那必然是北京。电
影《邪不压正》拍的就是他梦中的
北京，从童年开始，一直身在其
中，但又不断想象的那个北京。这
个北京，并不是现实中的北京，而
是经过他梦幻化的北京。

原著《侠隐》的作者张北海出
生在抗战前的北京，后来定居纽
约。他对北京的印象，建立在他在
北京经历的日常生活以及上代人
的讲述，还有自己的想象的基础
上，因此充满了种种日常细节，北
京的街道、吃食、穿着打扮，乃至
上流社会的夜夜笙歌，都是他着
力描述的对象。姜文对《侠隐》原
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北京
成为他电影真正的主角，但这个
北京，不只有美景和美食，而是一
个更大的北京，承载了更多历史
分析、时代隐喻、国民性格批判。
姜文的北京比张北海的北京有力
气，也更有视觉。张的北京是味
觉，一碗碗北京小吃连缀起来的
北京，关大娘只动口不动手，隐忍
又风流；人人都有一肚子的心事。
那个北京，如果真要拍，是李安来
拍；姜文的北京，是力量和性情构
成的北京。

对北京有特殊感情的，不只
有姜文。在众多北京迷梦中，我们
看到最多的，是民国时代的北京，
那个被特意称作北平的城市。对
老舍来说，北平是真爱，而“这个
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郁达
夫说，为留住北平的秋天，他“愿
把寿命的三分之二去换得一个三
分之一的零头”。梁思成在不知道
自己的发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情

况下，也认真地建议着：“城墙上
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
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
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
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
人纳凉。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
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
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
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
壮阔。”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
小说《城南旧事》里，北京也是那
么沉静，幽深的胡同，浓荫匝地的
院子，质朴的女佣人，憨厚的人力
车夫，悠长的时光，值得安放一个
童年、一段乡愁。

这么多人写过、画过、拍过北
京，但姜文的北京，仍然是最特殊
的一个，因为他的北京是一个想
象中的城市。《邪不压正》中的北
京，看起来非常真实，细节都经过
考证，房屋、物件，都是不惜成本
搭建的。在整个背景上，各路传奇
与市井社会快速切换，最不寻常
和最寻常的意向共同存在。种种
看似矛盾的情景造成的反差，却
无一不令人印象深刻又感到异常
熟悉。但在极度真实的现实细节
的基础上，铺陈了导演姜文极度
不现实的魔幻色彩。

电影里多次出现过宽阔的城

墙，那个城墙，显然不是真实的北
京城墙，而是根据梁思成先生的
构想制造出来的，宽阔到可以跑
飞机，给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一
个远离尘嚣、可以休憩的地方。但
这样的地方，在现实中是不存在
的。姜文心中的北京，是北京又不
是北京，事实上，他电影里的那些
地方，都有具体的形象和名字，却
又不是那个地方。姜文曾这样谈
论他的创作心得：“无中生有出一
个似乎存在的，让你觉得比现实
世界还真实的一个世界，这就是
一个创造过程。”“有时我甚至分
辨不清楚现实生活和电影生活的
界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更
需要电影生活。”

姜文是一个生活在大梦里的
人，他生活在北京，同时也生活在
一个由他构想出的北京。这个北
京，浓荫遍地，鸽哨漫天，又光怪
陆离，处处玄机，是一个不可能真
实存在的乌托邦。

《邪不压正》的片尾，当彭于
晏饰演的李天然爬上房顶，望着
一色灰瓦晴天的城市天际线，大
声呼喊着“巧红”的名字，他心中
真正呼唤的，又何尝不是那个令
人魂牵梦萦而又百感交集的北京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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