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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之一。他21岁瘫痪，30岁患严重的尿毒
症，从1998年起开始做透析。从成名作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
再到《我与地坛》，史铁生把病榻写作当
做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与救赎。他的影
响和贡献，远超文学之上。而今再读他
生前最后编定的《扶轮问路》，能从中感
受到他永远坚强的灵魂。

这本书是史铁生关于生命的思考。
他在临近花甲时，好像有大限将至的预
感，所以才有对苦难一生的追忆。他在
前言中写“弱冠即扶轮，花甲尤问路”，
又在后记里说“荒歌犹自唱，写作即修
行”。这里包含了他一生的信与问、预言
和妄想。其中有欢乐，有爱，有感恩，有
思问。作品多处出现的是灵与肉的对
话、生与死的拷问。特别是最后的诗歌，
充满思虑的沉重，是对生命的感悟、对
生活的感恩和对身后的遗言。他走了，
但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可以从他的
作品中认识史铁生，也认识自己。

史铁生在上帝那里得到一副糟糕
的坏牌，但他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而
是用心打好它。他的灵魂所到之处，有
的正常人都无法到达。他说：“人生来就
有问题和缺陷，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
美。”在他的思考中，不断交织着乐观和
悲观，交织着矛盾和澄明。在通往彼岸
的过程中，他想看清生、死，他甚至盼望
站在死中去看生：“不知死，安死生？”

命运对史铁生是残酷的。面对这
残酷，史铁生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与
挣扎。他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
作”，以他的毅力和智慧，度过四十年
的轮椅生涯；他以自己的生命参悟世
界，探究别人和自己的存在。他说：“我
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身体无论强弱，快乐都是目标。而健康
的精神，则不仅可以享受快乐，更能够
应对苦难。”正是作品里所渗透出的赤
诚和勇敢，多年以后，还是会击中读他
作品的人的心。他给予读者的，不仅是
精美洁净的文字，更是健康的精神、深
沉的爱和对生命真谛的探寻。

史铁生的生活被限定在小小的轮
椅之上，对充满困境的人生，他有着比
一般人更为深切的思考。因为行动的局
限，静默的空间被放大，无论去向何方
都像进入一片蛮荒之地。他说：“苦乐全
凭自己判断，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
直接关系，正如一个不爱珠宝的女人，
即使置身在极其重视虚荣的环境，也无
伤她的自尊。拥有万卷书的穷书生，并
不想去和百万富翁交换钻石或股票。满
足于田园生活的人也并不艳羡任何学
者的荣誉头衔，或高官厚禄。”在接受命
运的审判之后，史铁生并没有因此沉
沦，而是把每天都有可能向世界告别的
生活过得更加充盈而有意义。

为什么要读史铁生？因为他的人生
和文字代表了一代人对如何自由生活
的执着拷问；他的作品是浇给灼热时代
的一瓢冷水；他的文字不仅仅讲述了一
个故事或者一个道理，更是在文字中浸
透自己对生命的无常、困境、意义与自
由的思考。重读史铁生，会帮助我们对
信仰、对生命的存在意义有更深层次的
理解。在心灵鸡汤如此盛行的时代，我
们更需要一个具有丰富生命经验和深
刻思考能力的人来告诉青年一代，真正
值得为之追求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那
就是：以坚实的信心对抗充满困境的生
活。

古装剧消费历史，却离历史越来越远

□付文

受《甄嬛传》《步步惊心》等几
部成功作品的影响，近几年，国产
古装剧进入一个数量爆炸性增长
的阶段。然而，数量的堆积却不能
掩盖质量上的问题。除了少数几
部外，大部分古装剧都口碑欠佳。
对于古装剧来说，如何处理历史
与虚构的关系是作品的关键，但
在当下的一些创作中，“消费历
史”却成为普遍的倾向。

很多古装剧把历史当作可以
随意组接的材料，根据剧情的需
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被随意安
排，是否符合史料记载已经不再
重要。如果说历史正剧是先有历
史再有剧，那古装剧就是没有历史
只有剧。虽然古装剧离历史越来越
远，但剧中的皇宫大殿、服饰造型、
动作礼仪之类排场却都不小，并不
为还原历史，只为打造视觉奇观，
史料素材成了空洞的视觉符号。

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历史剧，
不如说是言情剧。在历史外衣的
包裹下，是言情故事的内核。历史
上的帝王将相纷纷成了女主角的

“迷弟”，历史中的腥风血雨也变
成了阻挡男女主角谈恋爱的障
碍。剧中人物不过是一群穿着古
装的现代人，无论是爱情观还是
言行举止都和都市人大同小异。
当整部剧的人物都信奉“爱情至
上”时，历史感也就丧失了。

其实古装言情的套路也不是
这些作品的首创，20年前的《戏说
乾隆》早已玩得炉火纯青。只不过

之后的“戏说剧”——— 例如《宰相
刘罗锅》——— 多了些关怀，少了些
娱乐化。20年后，古装言情剧又回
到了《戏说乾隆》的老路上，只不
过由男性视角转向了女性视角，
用网络时代的话说，一个是“玛丽
苏”，一个是“杰克苏”。

古装剧可以说是“玛丽苏”的
重灾区。近几年的古装剧往往和

“女性”“励志”联系在一起，女主
角人美、心善、能力强，这些优点
帮助她成功地俘获了多个男性。
在男性角色的助力下，她走上权
力、事业的巅峰。显然，这些女性
形象隐秘地折射出当代女性的心
理想象，是当代女性职场生活与
情感生活的完美答案，对观众来
说是一种心理抚慰。

当下古装剧的情节故事之
中，大多充斥着波谲云诡的权谋
争斗。权谋文化是社会达尔文主
义在当代的曲折呈现，优秀的作
品往往能对权谋有相对辩证的认
识，比如《甄嬛传》结局让权力顶
峰的甄嬛孤独终老，《琅琊榜》中
对权谋的使用建立在家国大义的
目标之上。但是，绝大多数作品对
权谋文化的展现是不加反思的，
对文化价值观有着负面的影响。

很多古装剧本质上是对历史
的消费。武则天、雍正、三国鼎立、
大唐盛世、秦汉气象，这些中华民
族的历史文化符号，成了搭建虚
构故事的材料，成了人们借以生
产快感的消费品。许多创作者声
称他们写的“不是历史教材”，因
此不必太多考据，但是，他们显然

忽略了在历史教材与胡编乱造之
间理应有一个尺度。既然决定了
要消费历史，那起码要有对历史
基本的尊重。

虽然有观点认为，所有历史
都是一种书写——— 例如前段时间
播出的网剧《三国机密之潜龙在
渊》，就是从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汉
献帝的视角重写三国故事。但是，
问题的关键不只是古装剧与史书
的记载不同，而是某些剧枉顾历
史的基本逻辑，换句话说，丧失了
历史感。电视剧中的故事未必是
见于史册的信史，但必须是符合
历史规律的、符合主流史观的。

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古
装戏大热的背后，是历史的消
隐。”这一类古装剧的盛行背后是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真实历史
被驱逐出场，历史被空心化。许多
创作者对于观众的审美趣味有着
极大的误解。对于肆意篡改历史、
为了情节冲突而胡编乱造的行
为，观众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在我
们的文化中有着悠久的读史传
统，对历史的尊重深刻地烙印在
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即使故
事是架空历史，人们还是会不自
觉地比附到真实历史中，而对于
打着历史旗号的古装剧，观众的
标准更高。因此，观众的审美不应
成为这些作品消费历史的借口。
古装剧在表现传统文化、重铸传
统美学、传承民族历史方面有着
天然的优势，理应肩负起这一任
务，而不应该深陷于资本消费的
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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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被操控的快乐”

□韩浩月

《西虹市首富》的观影效
果比预想中要好，影院里观众
齐声欢笑的情形不禁令人想
到一个观点，“如果一部电影
让你从头笑到尾，是不忍心说
它是烂片的”。在当下国产喜
剧的创作与欣赏环境下，只
能说《西虹市首富》在用心与
迎合方面做到了极致。

《西虹市首富》延续此前
开心麻花电影在戏剧冲突设
计上的别出心裁，在限定条
件下“一个月花光十亿”，解
放了许多人对“一夜暴富”后
的生活浮想联翩的想象。把

“白日梦”刻画得非常逼真是
开心麻花最为擅长的事，尤
其是在掌握了受众心理、拥有了
娴熟的表现手段之后，那种游刃
有余感，使得《西虹市首富》真的
拥有了西红柿般的口感：甜中带
酸，顺滑细腻，入口即化。

用现实逻辑去打量剧本，会
发现它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

“一个月花光十亿”的考验，天下
哪有这样的好事？比如沈腾聘请
的两个“笨蛋”，无论投资什么项
目都能歪打正着赚到大钱；比如
保险公司推出“脂肪险”，减掉一
克体重赔偿1000元……但在电影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时，观众还
是心甘情愿进入圈套。编剧、导演
的这种“以荒诞回击荒诞”的创作
思路，在经过《驴得水》《夏洛特烦
恼》《羞羞的铁拳》等片的磨合之
后，观众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建立
了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密码”，
这个时候，只需要创作者稍加暗
示，观众便像对上暗号般发出会
心的笑声。

演员们优秀的群体表现，会
渗透到剧本的每个细节与间隙，
弥补着那些若隐若现的缺陷。在
挑选演员(包括配角)方面，《西虹

市首富》无比接近周星驰的能力
与水准。在大多数时间里，观众被
离奇的情节、夸张的表演、精心设
计的台词牵着鼻子走。让观众感
受到“被操控的快乐”，是喜剧能
力的最大体现，在这方面，《西虹
市首富》的确做得不俗。

和以往开心麻花的电影不一
样，这次《西虹市首富》的戏剧核
心不是原创，而是来自于美国小
说《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据统
计，这本出版于1902年的小说在
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改编过13次，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年来虽然世事
沧桑，但人性大抵却是没变的，对
于天降横财的期盼，对于好逸恶
劳的向往，从来都是涌动于人类
内心的欲望。如果讨论《西虹市首
富》的不足，那就是它对金钱与人
性之间关系的刻画还太过肤浅，
乃至于只达到了普通韩剧的水
平。喜剧与深刻性并不矛盾，有了
深刻性打底，喜剧才会有长期的
魅力。但显然，《西虹市首富》是那
种只负责让观众在影厅笑两个小
时的作品，并没打算有更大作
为——— 虽然达到这个效果已经非

常不容易。
在《西虹市首富》中，细

心的观众会发现，其中至少
有两处出现了话剧舞台的表
现手法，一处是沈腾在豪宅
里对每个人许诺要投资他
们，帮他们实现梦想，这个时
候有一个集体的舞蹈；另一
处是真的王力宏莅临豪宅，
为宋芸桦的“梦想”进行专场
演出，这个场景宛若话剧舞
台重现银幕……开心麻花团
队对于话剧情结的依赖与使
用，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密码。
这个密码具有一定的独特
性，是别的喜剧创作者偷学
不去的，而且它还可以保障
开心麻花的作品在未来三五
年时间里会在喜剧市场拥有

强大竞争力。
徐峥的“囧”系列电影之所以

没法继续下去，是因为“囧”系列
的喜剧效果主要依托异域情境、
主角困境、场景烘托等手段来实
现，缺乏人文底蕴为之添加韵味，
而开心麻花的喜剧之所以显现出
更顽强的生命力，则是那种被隐
藏的但却无处不在的文艺气息，
在不断刺激其作品产生新的生
机。只是，开心麻花的电影进展到
了《西虹市首富》这一步的时候，
虽然没有疲态，但已经可以一眼
望到它的未来。三五年之后，如何
应对观众的审美疲劳，将是开心
麻花要焦虑的事情。

有不喜欢《西虹市首富》的观
众，指出故事有物化女性、歧视女
性的嫌疑。如果拿一些台词来对
应的话，《西虹市首富》的确难逃
指责，但这个瑕疵，更多可以视为
创作群体或者社会心理的一种惯
性体现。也就是说，创作者自以为
是地认为，这种桥段还能博得观
众笑声，殊不知，两性文化已经在
悄无声息间有了巨大的转变，有
些玩笑，真的不能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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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聆听幸福的钟声，哭泣可
悲的结局；我喜欢风沙翩翩起舞的相
遇，无视平淡无奇的相恋；我喜欢艳阳
天的光芒，烦忧细雨绵绵的悲凉。

时间是电影，诉说每个人的故事，
我穿梭在这繁杂惹人深思的影院，感
受不同的世界，儿时的初衷也在改变，
或许用一句话：“逝去的只是你的容
颜，而遗留的却是成长。”

幸福的结局总与现实针锋相对，
硝烟后残留遍体鳞伤，凄凉悲空的泪
水。

年少轻狂，挥霍的最好时光，虚度
年华，那一天，我们卸下年少背囊，拾
起曾经嗤之以鼻的稳重，寻觅平淡无
奇的温馨。

炎热的气息，灼伤幸福恋情，反而
羡慕烟雨蒙蒙的悲凉。不同的阶段，不
同的感触，我想唯有继续向前，才是最
好的归宿。(历城二中 刘其霖)

时
光
匆
匆
催
人
前
行

S11


	E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