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没有想到一件事做了7年多
了，还没有完结。7年前，他是个纯
粹的商人，而现在他皈依佛祖，成
了居士，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

命运有时候真的不可捉摸，而
且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学的
是文学，毕业后本来在出版社工
作，但鬼使神差却让他转向经商。
要说经商也没什么，他算小有成
就，大概8年前感觉生意不太好做，
他将杭州的别墅一概卖掉，将自己
的产业转到北京，全家人也一起北
上。但是没有过太久，绍兴的一件
事又把他拉回了南方。

当时绍兴县有意将会稽山旁
的一处国家4A级景区激活，并继
续开发周边风景，想找能人来经营
策划。我这位朋友出了一个方案，
提出投资2亿元，在会稽山顶建一
座弥勒天宫。这个方案得到了当地
的认可，但因为涉及佛教文化，很
多人并不懂，就决定找我朋友去主
管此事。

他一开始当然是把这件事当
做一件大生意去做，原来估算大概
两年就能把天宫建好。此前，他从
来没有涉足过工程建筑领域，但这
一上手，他才发现没有想的那么简
单。单是修建上山的盘山公路，就
花了3000万元。接下来还要将山顶
削平，然后用钢筋混凝土打在岩石
上，建起一座高达80多米的佛教建
筑。此外，相关的地方还要建设一
个寺庙群落、一片临水景观。

施工的难度不用说，工期也遥
遥无期，预算更是远远超出原来的
想象。更难的是资金链一度中断，
工程难以为继，而且当地领导都换
了三四轮，谁都觉得这是个大工
程，但谁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多少关
系。

其实，要不要把这项超乎寻常
的工程建下去，要不要继续往这个
看似无底的洞里投钱，谁都不好
说。关键是，投了这么多钱，将来如
何收回本钱，这也是个问题。不用
说，各种困难都在折磨着我这位朋
友，这期间他经历了多少周折、费
了多少口舌、与有关部门打了多少
交道、给领导做过多少汇报，简直
都难以计算。

不说别的，这7年多他每个月
只能回一次北京，与妻子、孩子团
聚几天，光飞机来来回回就坐了近
200次，加上为工程外出考察、谈判
等等，飞行次数超过200次，飞行距
离超过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飞
行七八圈。

另外，他在山上每天爬上爬
下，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光走
山路每天都要走二三十公里。7年
多下来，至少走了四五万公里，比
两万五千里长征还多出一倍。这样
每天步行的好处就是，7年前他稍
稍有些发福的身体，现在变得结
实、精瘦，将近60岁的人走起山路
来依然健步如飞、轻松自若。

几年前，他还喝酒、吃肉，但现
在他已经不再喝酒，基本吃素；几
年前，他还陪客户进出酒吧、歌厅、
洗脚屋，现在他每天打坐、读经、冥
想；几年前，他同时做了好几块生
意，现在他把很多事情推掉，专心
打造自己的梦想天堂；几年前，他
的孩子刚上小学，现在都快上高中
了。

他跟我说，等天宫建好以后，
他要写一本书，一是讲讲整个天宫
的建设过程，二是写写他自己的心
路历程。他已经想好了，再等两年，
他的孩子去上大学了，他就把妻子
接到山里来，在那里一起享受泉上
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如今，那片庞大的佛教寺院已
经建好，天宫正在整体装修，至少
还要一年，这项工程才会完成。八
年，他笑道：整整打了一个抗日战
争。八年，将他从商人改变为居士。

他姓潘。我说，你的名字会与
天宫一起流传下去。

(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
导演，作家)

【以文为戈】

从商人到居士
□刘武

从看见到发现【东游西逛】

□蔡天新

2010年秋天，我应邀赴乌克
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讲学，趁
机游历了克里米亚和黑海之滨
的历史名城敖德萨，那是我向
往已久的地方。作为前苏联著
名的艺术之都，敖德萨有着浓
厚的人文底蕴。它与音乐的关
系，就像法国的波尔多与葡萄
酒的关系一样。敖德萨还是“俄
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
和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巴比尔
的出生地，也是抽象主义绘画
创始人康定斯基长大的地方，
后者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学教授
任上开始画家生涯的。

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
一盖尔范德也出生在敖德萨郊
外，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未毕业
便辍学了。有一次他得了阑尾
炎，要求父母答应买一本《微积
分教程》才同意开刀，这成为他
人生的转机。盖尔范德在泛函
分析领域独树一帜，建立起了
赋范环论，即巴拿赫代数。他曾
三次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
作一小时报告，荣获首届沃尔
夫奖，与印度的拉曼纽扬、中国
的华罗庚并称为三个自学成才
的数学天才。

那次我住在敖德萨老城区
的一家小旅店，当我漫步在以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命
名的大街，走过一座院落门口
时，忽然在通道幽暗斑驳的墙
壁上找到了灵感，拍摄了有生
以来的第一幅抽象作品。在海
水一样湛蓝的墙壁上，有两条
游弋的鱼，底下那条横着游，尾
鳍像是划水的手臂；上面那条
像蝌蚪，正奋力上升。没想到我
的德文翻译看后很喜欢，后来

这幅作品还被用进我在法兰克
福书展讲座和朗诵的海报。

我在敖德萨的最后一天，
是在大街小巷漫游中度过的，
寻找拍摄的灵感或冲动。翌年
春节过后，我获得一次机会重
访纽约，在曼哈顿的居民区徜
徉时，发现那里的街道可谓抽
象摄影的天堂。除了墙壁，还有
一些灯柱、信筒、电线杆、配电箱
和垃圾桶值得留意。我终于明
白，一座城市的文明或文化最
终体现在居民区的街道和墙壁
上。当然，那种被政府统一处理
过的除外。一发不可收，我一路
拍摄至中美洲诸国。

2012年，我在荷兰乌特勒支
大学访问期间，走遍了从寓所
到办公室每一条可以通行的路
线。等到秋天来临，我飞往东非
五国和民主刚果（埃博拉病毒
的发源地和命名地）。在印度洋
海滨的达累斯萨拉姆，我找到
了抽象摄影的又一个天堂。那
些生锈的铁门上，残留着被撕
去的纸张痕迹；在没有涂鸦的
墙壁上，表层墙体的脱落会显
露人类或动物不同寻常的情
感。之后我又以缪斯之名，造访
了墨西哥（阿兹台克和玛雅）、秘
鲁（印加）和伊拉克（苏美尔、巴
比伦和阿巴斯）三个文明古国。

通常人们会认为，抽象是
数学和哲学的特质，现代数学
的分支里甚至有“四大抽象之
花”。但实际上，抽象也是现代艺
术的共性，这一点，20世纪以来
的绘画和雕塑可以证实。古希
腊的全才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
是艺术的起源。在现代艺术诞
生之前，一切创造实践都离不

开模仿。换句话说，是对人的普
遍经验的模仿，不同的是，仿制
的技法和对象不断更新。而美
的感觉要求有层出不穷的新的
形式，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通
过对经验的描绘直接与大众对
话，已经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
情了。

回顾我本人的创作实践，即
便那些具象作品（尤其是风景），
也可以从中窥见某些抽象的特
质。比如2002年的《正午的月
台》、《乡村公路》，2004年的《提
尔的鸟笼》、《地中海》，《泰晤士
河》（2008）和《门德尔松的花园》

（2010）中的那两把椅子，还有
《黑海》（2010）、《冰湖》（2011）和
《街景》（2012），等等。我完全能
理解，为何“现代绘画之父”塞尚
的灵感最初来源于故乡普鲁旺
斯的山区景物。

我曾在《诗的艺术》中提及，
现代艺术的主要特点是从模仿
上升到它的高级形式——— 机智。
1943年，毕加索把自行车的三角
挡拆除，让坐垫和把手连在一
起，形成一只《公牛头》。夏加尔
的《提琴和少女》（1955）让提琴倒
置在地上，使得琴箱和少女的臀
部融为一体。而在《京都的黄昏》

（2008）里，我也让被俯瞰的古都
和桌子上方的灯笼合二为一。

如同西班牙哲学家桑塔耶
拿所言，机智的特征在于深入
到事物的隐秘深处，在那里练
出显著的情况或关系来。依我
看来，这就相当于：从看见到发
现。抽象摄影更接近于“新绘画”
或“新艺术”，但它依然是真实
的，我不喜欢电脑合成，也不愿
意学习这一技术。可以说，我的

相机“不会撒谎”，依然是世界的
窗口或镜子。

1958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汉
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
了负载理论（theory-loaded），他
认为人们的视觉经验取决于文
化等因素。由于原有的经验、知
识和理论背景不同，人们对于
同一图形可以产生不同的直
觉，在同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不
同的东西和意义。不仅如此，科
学发现也是这样，汉森认为它
是一个逆推的过程，这就把摄
影与科学发现相联系。他的同
行、物理学家兼史学家库恩进
一步指出，持不同范式的科学
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从一
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变是
科学革命。这里的范式是科恩
哲学的核心，表示某种派生的
思想和概念的发端。

最后，我想说说汉森的传
奇人生。他原是一名小号手，曾
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后
因战争中断音乐生涯。他加入
了海军，成为出色的战斗机飞
行员，在飞行两千多小时后退
役，而后努力成为一位学者。先
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继而来到英国，入读牛津
和剑桥大学，获双博士学位。随
后任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创建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和科
学哲学系并任主任，执教耶鲁，
并重新飞上蓝天。1967年，他驾
驶爱机在雾中前往伊萨卡，途
中坠落身亡，年仅42岁，留下多
部未完成的著作。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数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
随笔和游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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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谁知道
【女性电影笔记】

□火锅

看完《一步之遥》，我被所谓
的“野心”给伤着了。导演的野心
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永留史册，
用不好就会变成悲剧——— 这部
戏人人看得热血沸腾，只不过
有人是气愤，有人是兴奋，所以
网上吵成一锅粥。

不管怎么样，这不是我的
粥。除了那超出能力的野心之
外，导演夫妇缺乏真正的自嘲精
神，争先恐后地自恋，饰演的角
色一个是汤姆苏，一个是玛丽
苏，这个最让人难以忍受。所有
的女人都毫无原因地狂扑马走
日（难道她们知道马走日就是姜
文这个秘密？）。而且，马走日表
面上是个混蛋，其实是个道义上
的大英雄，为了一个女人的体面
而英勇就义，又绅士又高贵，就
义之前还哈姆雷特、浮士德、唐·
吉诃德附体（一个大神附体哪里
够……）。至于武六，我很怀疑那
个角色是九个编剧在老板娘凌
厉的眼神中战战兢兢地拼凑起
来的，英姿飒爽，帅气逼人，花木
兰再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
是呆板无趣之至。张爱玲写《倾
城之恋》，整个香港倾覆了，成全

了一对平凡的男女。《一步之遥》
可以改名为《倾电影之恋》，整个
电影票房失落了，不过由此可以
供导演夫妇再“在一起和谐地活
个十年八年”。

中国需要有野心的电影，
《一步之遥》也不是烂片，但是现
在，我需要看点没有野心、诚诚
恳恳讲故事的电影来洗洗眼睛。

先看《消失的爱人》。故事讲
一个好女人，因为婚姻的无趣
和丈夫的背叛，变成了一个可
怕的坏女人。后来她经过一系
列事情之后，决定回到婚姻中
做一个“好”女人。

人类的婚姻是个很有趣的
事。据说唯一可以和浩瀚复杂
的外宇宙相抗衡的，是人的内
心。现在似乎可以再加上一条：
人类的婚姻。在人类流传的婚
姻故事中，比其他所有类型的
故事都让人脑洞大开，甜蜜、安
稳、无趣、仇恨、相爱相杀……人
类一切对立的、水火不容的情
感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土壤。

但《消失的爱人》不仅是一
个婚姻故事，它带着隐隐的恶
意，讽刺整个世界。因为女主那
邪恶的高智商，人类社会的人和
游戏规则都变得那么愚蠢，被她
玩弄于股掌之上，愚蠢的媒体、
愚蠢的粉丝……而他们自以为
自己是正义、是仁爱。她是坏，而
其他人是蠢，谁也不比谁更好。

我看电影有一个怪癖，越
抓人的故事，越不愿意一口气
看完，因为深知好看的故事太
少，看一个少一个。就像我的一
位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好朋友，
每买到一件心爱的东西，都要
再去买一个同样的深藏在柜
中。人人都是病人。

我拿一个老片子——— 比
利·怀尔德的经典喜剧《热情似

火》配《消失的爱人》来看。每当
情节走到一个节骨眼，就去《热
情似火》那里延宕十分钟。一个
热情似火，一个冰凉如噩梦，在
两部片子中穿梭，就历经了所
有的人生。玛丽莲·梦露敬业地
扮演一个有胸无脑的花瓶，而
且生怕观众不知道，她一个劲
儿地指着自己那美丽的脑袋
说：你知道，我就是笨。她一心一
意想要嫁一个大款，而发现对
方不过是个身无分文的萨克斯
手的时候，她照旧还是热情似
火地爱下去。和《消失的爱人》比
较来看，她真是一个男人的天
使——— 但是你要知道，梦露是
一个反复出入精神病院的病
人，她的死亡现在还是无法解
封的秘密，据说她有一本和肯
尼迪兄弟有关的枕边话日记。

她才是那个真正的“消失
的爱人”。“热情似火”更是“冰凉
如噩梦”。

但是，法海你还是要相信
爱。去看看《魔力月光》吧。

伍迪·艾伦仍旧在几十年
如一日地纠结于理性与感性。
理性是科学和逻辑，感性是上
帝、信仰、一切神秘和用眼睛看
不见的东西。男主角照旧伍迪·
艾伦附体，是一个过分理性的
悲观主义者，他一眼就看见了
人生的尽头，并因此绝望而愤
怒。而女主竟然是一个成功的
小萝莉灵媒！于是，男主就把他
的绝望和愤怒都化为揭发女主
的骗局的力量。当然，伍迪·艾伦
的男主又都是纠结和悲哀的，
他一方面无情地讽刺着她，一
方面又希望她不是骗子——— 毕
竟她长得这么美，笑容和眼睛
这么甜蜜，如果真的像她说的
那样，这个世界感性而神秘，有
着看不见的漂浮的灵魂，他也

许就可以从他多年生活的那个
枯燥而无趣的世界里走出来，
享受一下温柔的风、温暖的太
阳、酒的香气和孩子般不用负
责任的轻松与无赖。他对她又
爱又恨，咬牙切齿，手足无措。

当然，伍迪·艾伦从来都不
会陷于感性的温柔之乡，女主
的“灵媒”骗局果然被揭破了。但
是，男主发现因此而受不了的
是他自己。他要得到她，得到她
的“愚蠢”的“智商低下”的感性，
从而真实地度过余生。他饶舌
而又情难自已地去求婚了，然
后又气急败坏地被拒绝了。

接下来，当然是伍迪·艾伦
每次都会给观众的“Happy end-
ing”。我按了暂停。我知道女主
会忽然走出来，放弃自己那无
趣的富翁未婚夫，和男主拥抱
在一起。伍迪·艾伦的小萝莉永
远是用来拯救悲观厌世的大叔
和老爷爷的。

Happy ending最悲哀。
他相信吗？他当然不相信。

但是他必须假装相信，否则就
活不下去。有一句诗是这么说
的：“欲望从来没有满足过，从来
没有得到过。”

但是伍迪·艾伦决定要像
从来不知道这一点一样愉快地
活下去。

吃完《魔力月光》这块甜蜜
而纠结的小蛋糕，我决定几天
不看电影，好好回味一下。因为，
毕竟伍迪·艾伦一年只拍一部
电影，而且，他年岁日高，按照一
般的规律，他离开地球、回到伍
迪·艾伦星球的时间越来越近
了。至于这离开到底是用理性
的方式还是感性的方式，那谁
知道？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
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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