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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中得智慧——— 三国最大赢家———

咏而归
□ 李敬泽

老谋子司马懿
□ 秦 涛

7 26
贾诩一贯表情木然，泥

塑木雕一般坐着，从来不主
动献计。这次是破天荒的头
一回，也是史料记载中他在

曹魏谋士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主动献计。
贾诩背书一般木木地说：“明公昔破

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如
果能以刘表荆州旧有的底子进行整顿，
扎实地搞好安抚工作，那么不必兴师动
众，就可以让孙权拱手来降了。”(若乘旧
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
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曹操不以为然。
贾诩见曹操不以为然，也不坚持己

见，默默地坐回了自己的位子，重新变成
了一尊泥塑木雕。

不独曹操不以为然，几百年后的裴
松之给《三国志·贾诩传》作注的时候一
样不以为然，还跳出来大肆批评：“当时
西北有马超、韩遂的后顾之忧，荆州士民
也只服刘备和孙权。这时候不趁大好形
势立马拿下江东，更待何时？后来之所以
赤壁战败，主要是天数。总之贾诩这个献
计是错的！”不可否认，裴松之先生对贾
诩很有成见。他在该传的末尾再次跳出
来指责贾诩不配和荀彧、荀攸合传。其
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裴松之的时代是
讲究门第的时代，而贾诩出身寒族，在他
眼里自然不配跟贵为世族领袖的二荀合
传。

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司马懿却清楚，贾诩这个谋略是赤

壁一战中曹操智囊团提出的含金量最高
的谋略。

第一，曹操一下子吃下荆州这么大
的地盘，必须要花时间慢慢消化。强咽不
行，必须靠“养”。

第二，曹操要和孙权作战，必须靠水
军；曹操自己的水军不行，必须靠原属刘
表的荆襄水师。荆州新破，荆襄水师的战
斗力和忠诚度都无法保证，必须靠“养”。

第三，曹操军队新到南方，水土不服
难免发生疾病甚至可怕的瘟疫。仍然必
须靠“养”。

第四，曹操坐守荆州(或者派将领留
驻亦可)，而不主动出击，就可以逼孙刘
被动出击，“致人而不致于人”，以逸待
劳。

第五，曹操坐镇荆州，刘备就没有立
足之地，也阻断入川的去路；刘备没有实
力，孙权自然孤掌难鸣。至于西北的马
超、韩遂，完全是观望之徒、乌合之众，曹
操不去收拾他们，他们绝对不敢主动跳
出来没事找抽。

这实在是一个王翦灭楚的翻版计
谋。贾诩如此高妙的计谋，能看出其精妙
之处的大约也就司马懿了吧！

另一件事情，使司马懿发现了曹操
的弱点。

益州军阀刘璋见曹操占领了荆州，

连忙派属下张松来向曹操示好。张松此
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而且早就想卖
主求荣，于是借此出使机会企图把益州
卖给曹操。

曹操见了张松，心里很不高兴。益州
难道没人了，派这么一个活宝作为外交
官来见我曹操？

曹操的主簿杨修是个大才子，谁也
没服过，却唯独佩服张松。他在接待张松
的宴席上，曾经拿出曹操写的兵书给张
松看。张松翻了一遍，就能全文背出(松
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杨修对张松这样
过目成诵的本事大吃一惊，力劝曹操辟
用张松为属下。

曹操理都不理。辟用你？我曹操帐下
谋士如云，哪缺你这个三寸钉丑八怪？我
曹操现在眼看要拿下江东了，下一个就
是你主子刘璋。还是叫你主子洗干净脖
子，等着挨宰吧！

张松受了冷遇，一气之下回了益州，
回头又把益州卖给了刘备，这是后话。

一失足成鼎足三分。
司马懿摇了摇头，看来天下不好取

了。司马懿又点了点头，看来曹操的弱点
在于，关键时刻难以克制自己，头脑容易
发昏。浪漫主义的情绪太浓重，会战胜理
性主义。这大概就是一个诗人军事家的
气质吧。

要想成大事，就必须克制自己；像贾
诩一样，克制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
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
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
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

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
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
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
天马行空其实也是螺蛳壳里的道场，正
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
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
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
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
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
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
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
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
讲《诗经》，“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明明
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
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
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
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
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
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
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

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
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
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
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
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
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
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
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
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
重用……

独不可以舍我乎
古时，越人活动于今之浙江，卧薪尝

胆，施美人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深、比
较忍、比较狠。但越人当初也曾生猛，断
发文身，不高兴就杀人。比如有一段时
间，越人热衷于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杀
他们的国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连着杀了
三个。杀国王这件事不算有趣，有趣的
是，杀完了一个，兄弟们消了气，又开始
着急，没有国王怎么行？于是连忙张罗着
再找一个。

显然，越人的国王基本上是养来杀
的，近似于家禽家畜。于是，有任职资格
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有一天大家
伙儿呼啸而来，宣布他是王。就这样，第
三个倒霉蛋又被杀死了，消息传来，一个
名叫“搜”的王子掐指一算，这回怎么着
也该轮到我了。谁都不想当家畜，搜也不
想，于是开了后门，一溜烟儿上了山，藏

进了山洞。
但是，该王子的名字就没起好，他偏

偏叫“搜”，他要叫“溜”事情或许就不至
于像后来那样。越人杀完了一个国王，第
二天一觉醒来，心里空空荡荡，果然就成
群结伙地跑来拥戴王子搜，进门一看，新
王跑了，这还得了，搜！

于是就搜。当然很快就搜到了，一群
“粉丝”呼啦啦跪在山洞口，苦苦哀求：

出来吧出来吧，我们的王我们的哥
哥我们的偶像！

但王子搜躲在山洞里，千呼万唤不
露头。渐渐地，越人的脾气又上来了：不
出来？好，架上柴火，熏他！

这些可爱的越人也不想想他们的新
王很可能会变成熏肉，他们只是想要一
个国王，这卑微而真诚的心愿怎能得不
到满足？

当然，王子搜出来了，换了我我也得
出来，人群向他欢呼，他被架上国王华丽
的马车，没人征求他的意见，问问他想不
想当国王。他已经是王。

可怜的“搜”，他孤立无援地站在车
上，“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
乎？’”那意思是：老天爷呀，你咋就偏偏
不肯放过我呢？

——— 这个故事载于《吕氏春秋》，我
们的相国吕不韦大人由此得出教训曰：
人不可以国伤其生，就是说要是需要搭
上一条小命，那么给你个国王也别干。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张铭铭

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国产原创动画
电影《豆福传》正在热映。如《豆福传》一样，近年
来，不少根据神话、历史、民间故事等神话题材
改编的国产动画电影被搬上大银幕。拥有上下
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给国产动画电影打下
了良好基础，在文化的滋养下，寓教于乐的国产
动画电影应运而生。

用电影的形式把文化传承下去

《豆福传》的故事源自“刘安做豆腐，因错而
成”的典故，讲述了一个关于修仙得道的传奇故
事，用写意之风绘就了漫漫的修仙路。该片以

“勇敢追逐梦想，坚持自我”为主题，巧妙地将神
仙精灵的古代设定和机器科幻的未来设想相结
合，第一次尝试了将神仙与外星人放置在同一
画框，为观众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导演邹燚曾表示，在影片中加入现代元素，
是想以一种创新的手法来讲述影片故事，同时
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 面对外来文化
入侵，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
坚定不移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豆福传》除了取材于中国的传统故事，在
场景、服化道以及动作设计上都下足了功夫，使
其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东方元素。为使人物形
象更加饱满，影片中主角的服饰是主创团队通
过对中国古老的土织布研究创作而来，豆子们
的生活是以水墨画的形式来展现的。此外，《豆
福传》把道教思想、修仙的文化融入在影片中，
巧妙地用徽派建筑风格原汁原味地构建豆界仙
境，以此还原了中国风景的山河大川；变幻莫测
的魔法仙术，也让观众慨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

国产动画电影打破萎靡僵局

除了《豆福传》之外，《大圣归来》《大鱼海
棠》等神话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也早已引发业
内关注。2015年上映的《大圣归来》将与《西游
记》相关的神话传说素材进行了拓展和演绎，讲
述了已于五行山下寂寞沉潜五百年的孙悟空被
儿时的唐僧——— 俗名江流儿的小和尚误打误撞

地解除了封印，在相互陪伴的冒险之旅中找回
初心，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影评人罗罔极说：

“《大圣归来》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国产动画电
影长达数年的萎靡僵局。”《西游记》这一故事
题材虽然快被拍烂了，但是前世今生的梗仍让
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画面制作上也颇为精
美。《大圣归来》的票房刷新了中国国产动画
电影的纪录，更刷新中国电影市场动画电影票
房纪录。

时隔一年，《大鱼海棠》接过旗帜，历经12年
的制作也与观众见面。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的
故事雏形来源自导演的先后两个梦，但创意源
自《庄子·逍遥游》，还融合了《山海经》《搜神记》
与上古神话“女娲补天”等传统元素，又将中国
的客家围楼文化和影片相结合，基于这些中国
元素打造出一个奇幻世界。

继《大圣归来》《大鱼海棠》之后，又一部
“大”字辈电影于今年暑假和观众见面。相较于
上两部影片的高票房，《大护法》在毁誉参半的
情况下以“豆瓣评分高达8分，票房却未过亿”的
结局收尾。该片讲述了奕卫国大护法为寻太子
吴闯进花生镇，卷入一场被欲望支配的阴谋中
的故事。《大护法》的立意获得“有思想，有深度”
的好评，但在故事构造、人物设定还有叙事上备
受争议。导演不思凡坦言《大护法》在创作过程
中没有剧本。另外，由于画风暴力，不少家长表
示：“这种暴力美学不适合孩子。”

以故事为核心黏合整体

在进口大片全面碾压国产动画电影的当
下，《疯狂动物城》《神偷奶爸》的高票房令
许多人看到了动画市场的潜力。国产动画电影
近些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制作技术、渲染、
编剧等方面相较于前几年都有了很大提高。但
是，故事性薄弱是中国动画电影的一大软肋。

值得庆幸的是，从《大圣归来》开始，国产动
漫正在努力挣脱文化的不自信，在风格上不再
一味地东施效颦模仿日韩。但是，国产动漫是否
在朝着深耕文化的方向而努力呢？无论是燃爆
的《大圣归来》、美轮美奂的《大鱼海棠》还是奇
特的《大护法》《豆福传》，大都脱胎于中国传统
的历史文化，在场景上偏向于水墨画的形式，又
和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相结合，由此来带动中
国风。有业内人士表示，一部电影的核心是讲好
一个故事，而其他的一切因素包括演员、视效、
音效、剪辑都应该很紧密的和这个核心黏合在
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国产动画电影崛
起，任重而道远。

国产动画电影，深耕传统文化不是梦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张铭铭

由谢东燊执导，顾小白编剧，李易峰、廖凡、
万茜等领衔主演的悬疑动作电影《心理罪》于8
月11日上映。经过短短几日点映，电影好评不
断，部分影评人和观众在点映后给予李易峰评
价：“演技进步很大。”日前，李易峰接受了媒体
采访。

希望是角色打动观众

电影《心理罪》根据《心理罪》系列小说第一
部《心理罪画像》的开篇故事“血之魅”改编，讲
述了由李易峰饰演的犯罪心理学天才方木和廖
凡饰演的资深刑警队长邰伟组成的探案搭档，
通过心理入侵，直面非同寻常的凶手、超越常理

的罪案。
这是李易峰作为主演，首次挑战犯罪悬疑

电影。在采访中，他透露：“拍摄过程非常过瘾。
在拍摄前看过小说《心理罪》，为了演好方木，私
下也做了很多功课。”

影片中李易峰的几场哭戏让人印象十分深
刻，从隐忍的抽泣到最终泪水的喷涌而出，将内
心的痛苦、悔恨、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对此，李
易峰回应：“拍摄时主要思考的还是方木这个人
物内心的情绪走向，毕竟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冲
动失误造成喜欢的女生离开。”

与廖凡异质搭档互补协作

在《心理罪》中，邰伟和方木组成的奇妙异
质搭档让不少看过《心理罪》的观众都被这对

CP圈了粉。谈到和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获得者廖凡合作的感受时，李易峰先是调侃道：

“他(廖凡)演得没我好，但我没他长得好看。”随
后，李易峰又对廖凡赞叹有加：“廖凡是一个对
待工作极其认真的演员，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廖
凡对电影认真的程度和专注度。我们两个人组
成的异质搭档互补协助，在戏中会有激烈的火
花碰撞。”

“我的定义就是李易峰”

作为演员，李易峰年轻帅气，被贴上了
“小鲜肉”的标签。现今，不少观众对“小鲜
肉”的演技持质疑态度。对此，李易峰表示：
“我没有思考是否自己是在逐渐摆脱所谓‘小
鲜肉’的标签。作为演员，自己只想投入全部

精力和搭档一起去把角色特点和人物关系处理
好，努力演好角色本身，并不会过多考虑其
他。我已经30岁了，还是会被人说是小鲜肉，
我根本没办法回答，只能靠作品说话。”当被
问及对自己的定位时，李易峰则喊话：“我的
定义就是李易峰。”

入行十年，在剧本选择和未来发展上，李易
峰表示：“遇到好剧本自己还是会努力尝试各种
题材，挑战更多可能，我不愿意错过好作品。”

有网友认为，电影《心理罪》可以看作是李
易峰向成熟的转型之作。李易峰回应：“《心理
罪》是否能够算是自己的代表作由观众看后说
了算，自己对此次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演技是否
有突破还需要大家的评判，观众的认可才最重
要的。”

悬疑动作片《心理罪》中挑战出演心理犯罪学天才

李易峰：不惧标签，用作品说话

□记者 王磊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游泳

少年组比赛在烟台市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结束了最
后一天的争夺，山东代表团一日之内连拿5金4银8
铜，加上昨日的赛会首枚金牌，山东代表团共夺得
6金4银8铜的优异成绩。

小将王一淳成为山东代表团的最大收获，一人
斩获4金1银。继昨日在女子11-12岁组蝶泳比赛中
夺得赛会首枚金牌后，王一淳在11日获得女子11-
12岁组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和200米泳单项的三
枚金牌。此外，王一淳还获得了女子11-12岁组蛙
泳全能的银牌。

此外，男子选手王新戈同样表现不俗。他在男
子14-15岁组自由泳全能和仰泳全能比赛中后程发
力，一举拿下两枚金牌。

全运会游泳少年组比赛落幕

山东豪取6金4银8铜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天津８月１１日电 第十三届全运会拳击项

目今天进行了第１８比赛单元的较量，王立达在男子
８１公斤级决赛中，遗憾负于江苏选手陈大祥，为山
东获得１枚银牌。

王立达今年２５岁，２０１３年才从散打转项到拳
击，练习拳击的时间并不长，但已多次在全国比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曾在多场比赛中直接ＫＯ对手。
首次参加全运会，王立达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
最终获得一枚银牌，展现了过硬的实力。

全运会拳击第１８比赛单元

王立达为山东摘得１银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天津８月１１日电 第十三届全运会足球女

子１８岁以下组比赛今天在天津体育学院展开第二轮
较量，山东全运青年女足在９０分钟内与辽宁队战成
２：２，在点球大战中４：２战胜对手。

山东全运青年女足被分在了Ｂ组，同组的还有
江苏队、广东队和辽宁队。首轮比赛，山东全运青年
女足０：３不敌江苏队，辽宁队２：５负于广东队。本场比
赛，只有胜者才有机会与江苏队和广东队比赛的负
者争夺小组第二，保持进入前四的希望。

上半场，辽宁队利用角球机会率先打破僵局，１：
０领先。下半场，山东队首先由李英华扳平比分，随后
赵捷主罚任意球打出世界波，将比分改写为２：１。辽
宁队利用任意球机会再入一球，双方在９０分钟战成
２：２。

点球大战，山东队第一罚被对手门将扑出，但主
裁判判罚辽宁队守门员提前移动，山东队重罚命中。
接下来，山东队四罚全部命中，而辽宁队的最后两罚
一次踢飞，一次被山东队门将扑出。最终，山东队４：２
取胜。

全运会女足１８岁以下组

山东队点胜辽宁队

□新华社发
8月10日，导演冯德伦(中)、主演杨佑宁(左)与

刘德华出席电影《侠盗联盟》台北首映会。
电影于8月11日在台北上映。

8月11日，台北，艺人曾之乔出席时尚活动。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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