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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理还乱——— 小王子三部曲———

明朝的皇帝
□ 高 阳

风沙星辰
□ （法）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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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 “ 汲 道 已 为 敌
据”，是指土木堡“南十五
里有河，已为也先所据”，
此河当是桑干河。十四日夜

里，也先从土木西面麻峪口大量增兵，
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不能抵挡，于是
御营被围。《明史纪事本末》说：“杨
洪总兵在宣府，或劝洪急以兵冲敌围，
驾可突出。竟闭城不出。”此一责备不但
过苛，且亦不合事实：宣化离怀来一百五
十里，驰救不及；且当时在土木的大军数
十万不能突围，则杨洪远从宣化来攻，自
亦无济于事。而轻出的结果，可能宣化城
陷，大事更不可为了。

不过也先一下子也“吃不掉”这样一
个大兵团，逼得太急，则做困兽之斗，胜
败在未定之天；因此也先要设法使明军
自乱阵脚。《明史纪事本末》载：

十五日壬戌，敌遣使持书来以和为
言，遂召曹鼐草敕与和，遣二通事与北使
偕去。振急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回旋之
间，行伍已乱。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
面攻围，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
骑蹂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
体如猬。

于此可知，当时如果汲道不断，则持
道而守，俟机出击，不难退敌。所谓“逾堑
而行”，即是脱出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
正中了也先的诱敌之计。同时后世史家
也看不出这个大兵团有何中心指挥系

统，除了王振的失心疯的行为以外，还有
什么人参赞戎机。

《明史·瓦剌传》：
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

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军而入，六军大
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
井源，尚书邝野、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
五十余人死之。

按：这一役被难的官员，除自有传者
以外，《明史·英宗前纪》及列传第五十五

《王佐传》，列有名单及简历，邝野的事迹
已见前述，其余如：

曹鼐——— 状元，以杨荣、杨士奇荐，
入阁参机务。“少伉爽有大志，事继母以
孝闻。”为人“内刚外和，通达政体”。

张益——— 以侍读学士入阁，“博学强
记，诗文操笔立就。‘三杨’雅重之”。

王佐——— “器宇凝重，奏对详
雅。”“不为赫赫名而宽厚有度。政务
纠纷，未尝废学，人称其君子。”

丁铉——— “平居恂恂若无能，临事
悉治办。”

王永和——— “少至孝，父病伏枕十
八年，侍汤药无少懈。”“以劲直
闻。”

邓棨——— “奉敕巡按苏、松诸府，
期满，父老赴阙乞留。”土木之变，
“同行者语曰：‘吾辈可自脱去。’棨
曰：‘銮舆失所，我尚何归？主辱臣阵
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

者不杀，众裸袒相蹈死，分也。’遂
死”。

俞鉴——— 兵部职方司主事。“北
征，郎中胡宁当从，以病求代，鉴慷慨
许诺，或曰：‘家远子幼，奈何为国，
臣子敢计身家？’邝野知其贤，数与计
事，鉴曰：‘唯力劝班师耳。’时不能
用。”

罗如墉——— 以“行人”扈从，“濒
行，诀妻子，誓以死报国，属翰林刘俨
铭墓，俨惊拒之。墉笑曰：‘行当验
耳。’。”后数日果死，凡此都是国家
的人才，自洪武以来，八十年间休养生
息培育而成，都以王振之妄，一举而玉
石俱焚。小人祸国，有时会造成非人力
所能挽回的劫运；消弭之道，唯在早除
隐忧，真恨樊忠一锤，失之太晚。

王振之死，《本传》说他死于乱
军，而《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为护卫将
军樊忠一锤捶死。

至于英宗的遭遇，颇多可歌可泣的
故事。要谈历史上命运奇特的皇帝，英
宗是其中之一。

英宗在乱军中，侍从四散，仅得一
个名叫喜宁的太监相随，而这个太监，
从事后种种迹象来看，他的随侍不去，
不是忠心护君，而是不怀好意，有以皇
帝为奇货的打算。英宗是不会骑马的，
跑又跑不动，就只好向南盘膝而坐，听
其自然。

危险的邀约
飞了三个小时。一个感

觉颇明显的明亮区块在右舷
出现，我仔细瞧了一下，发现

右机翼末端闪着一条长长的亮光。在此
之前我一直没看到有这东西。亮光断断
续续，时而强烈时而淡去——— 原来我飞
进了云区，是云朵在反射飞机的光线。在
逐渐接近地面的参考坐标之际，我还是
比较希望天空能清朗些。机翼在光晕中
发亮。明亮区块越来越固定，漫射出略呈
粉红的光芒，仿佛天空中的一个花束。不
稳定气流在四周翻搅，使飞机不断晃动。
我飞在积云中，无法知道云层的厚度。我
把飞机拉高到两千五百米，但还是没有
飞出云层。我又降到一千米，但那花束般
的亮光依然随伺在侧。好吧，算我倒霉。
云深不知处，我设法想些别的事，等飞机
自己穿出去了再说。可是我真不喜欢那
亮光，它让人觉得不太吉利。

我心里思忖着：“飞机在空中舞动，
这倒还算正常，毕竟一路上一直都有气
流不稳定的情形，就算天空清朗而且飞
得更高，也差不多会是这个样子。风势没
有和缓下来，飞行速度想必超过每小时
三百公里。”想到这里我也迷糊了，现在
我完全没法精准掌握状况，只好等飞出
云层以后再设法寻找方位吧。

然后果然出了云层，那折腾人的光
束忽然就不见了。可是它这一消失，倒让

我看清我将遭遇的处境。我往前看去，发
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天空中的狭长云
谷，而下一片积云已经像一座高墙般矗
立在前方。那光束又开始亮起来了。

除了偶尔短短几秒钟，我一直出不
了这片黏胶般的混沌。起飞三个半小时
之后，这情景开始令我担心，因为如果我
的方向和速度维持原来的预想，这时飞
机应该已经接近尼罗河。假如我有点运
气，或许可以透过云缝看到尼罗河，但云
缝实在太少了。我还不敢降低高度，因为
万一之前的飞行速度不如我的估计，现
在飞机有可能还飞在地势比较高的地
区。

我并没有感到焦虑，只是怕会浪费一
些时间。可是我还是设定了一个“安心期
限”：飞航四小时十五分钟。就算接下来这
一路上完全没有风——— 况且完全没有风
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状况，超过这个期限
以后，我就铁定超过尼罗河谷地了。

接近云层边缘时，光束闪烁得越来
越快，然后骤然消失。我不喜欢黑夜的魔
鬼这样不断传来诡异的信号。

一颗绿色的星星在前方显现，像灯
塔般散发光芒。那是星星还是灯塔？我也
不喜欢这种超自然的亮光，仿佛东方三
王头顶的星星，仿佛某种危险的邀约。

普雷沃醒了过来，拿灯把引擎仪表
照亮。我把他和他的灯推开，我才难得又
经过两块云区之间的空隙，必须趁这个

机会仔细观察底下的情形。普雷沃睡了
回去。

可是底下没什么值得看的东西。
现在已经飞了四小时又五分钟。普

雷沃过来坐在我旁边。
他说：“应该差不多到开罗了……”

“我也这么想……”
“那是星星吗？还是灯塔？”
我把引擎转速稍微放慢了，普雷沃

大概是因为这样而又醒了过来。他对飞
行声音的所有变化都非常敏锐。我开始
慢慢降低飞行高度，设法滑行到云层下
方。

我刚研究了一下地图。无论如何，下
方的大地应该已经位在海平面左右，不
会再有危险了。我继续往下降，并转向正
北方前进。这样我稍后就可以从窗户看
到城市灯火。想必我方才已经越过了城
市地带，所以改成往北飞的话，接下来它
们应该会在我的左方出现。现在我飞在
积云下方，但左边有另外一片云层比我
的飞行高度更低。我稍微转了些方向，改
往北东飞，免得又陷进云层里。

毫无疑问，左边的云层非常低，把整
个地平线全部遮掉。我不敢飞得更低，高
度表现在显示的是四百，但我不知道这
里的气压。普雷沃探身过来。我对他大声
说道：“我要一直飞到海面上，万一发生
坠机，我宁可摔进海里，也不要在这里摔
下去……”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9月14日，公路片《未择之路》《说走就走
之不说再见》同日上映。9月12日、13日，两部
影片分别在济南进行点映，影片主创与观众见
面，分享拍摄故事。两部影片虽风格截然不
同，却都描绘着旅途中爱与被爱的主题。

《未择之路》满是滑稽的哀伤

《未择之路》是一部公路犯罪电影，讲述
了茫茫戈壁滩上，负债累累的二勇带着来历不
明的孩子踏上了“追妻之路”，在三天两夜的旅
途中，与性格迥异的人们在西部公路上相遇，
发生一系列出人意料事件的故事。一路上，他
们遭遇的人、事、物，改变着他们的命运，也
感动着观众的心。

9月12日，《未择之路》导演唐高鹏与影片
编剧、主演之一的岳小军现身济南。

《未择之路》被评论界拿来同今年上半年的
华语片口碑作品《暴烈无声》作比较，对此，
导演唐高鹏说，《未择之路》没有《暴烈无声》
那么狠那么酷，也没有那么多的隐喻，“影片的
故事相对简单，就是三个生活中失败的人，三
个孤独的有缺失的人，在旅途中强大起来。”

唐高鹏表示，公路电影的母题一定是寻
找，“往前走的旅程就是探索今生世界的旅程。
爱和被爱是人生路上特别重要的。”影片中，
主人公二勇总是希望回到美好的过去，唐高鹏
把这个角色称作落寞的漫游者，“这个人物看起
来很悲凉，很可笑。这种感觉，符合美学上的
一个方向，叫滑稽的哀伤，这是这个人物的特
点，也是我们这部片的美学追求。”

编剧岳小军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了一个叫大
耳朵的角色，在他之前编剧的《疯狂的石头》

里，他也曾客串演出。影片中的“大耳朵”痴
情而勇猛，岳小军称自己是“本色演出”。导演
唐高鹏则说，这个角色也选了不少演员，“但他
们都缺乏岳小军身上的深情，小军和这个角色
一样都很深情，这是像孩子一样的特质，虽然
有点一根筋，但这种特质非常珍贵。”

“说走就走”聚焦青春兄弟情

不同于《未择之路》的孤独与深情，《说走
就走之不说再见》聚焦青春兄弟情，是一部轻
松的喜剧片。影片中，牛骏峰、白举纲、谢昀
杉和赵健雷四位好兄弟用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向青春致敬。9月13日，影片主演牛骏峰、白举
纲和赵健雷在济南与观众见面，青春洋溢的欢
乐氛围也从影片内延续到了见面会现场。

作为近年来难得的公路喜剧片，而且是同
档期唯一的喜剧作品，《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
融合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冒险、爱情、旅
行等多重元素。牛骏峰表示，整部片子充满了
青春的气息和向上的力量，重在青春与成长。
影片中快乐“小跟班”李硕和演员赵健雷本人
还有共同之处，赵健雷表示二人骨子里都有着
乐观的天性，性格也较为开朗，在电影中也为
这次“疯狂旅程”增加了不少喜剧元素。

白举纲在电影中饰演学霸熊波。白举纲
说，熊波是学霸，而现实中自己却是永远坐在
最后一排的学生，这部影片让自己体验了一下
学霸的感受。熊波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
要做好，哪怕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也会
坚持不放弃，这一点与自己很像。他认为，
“熊波应该是这次旅行的最大受益者，他收获
了兄弟情、爱情。”

白举纲解读影片片名的含义时表示，现代
生活中，很多人压力很大，没有勇气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说走就走”就是希望大家重新找回
为了梦想什么都不怕，勇往直前的状态。

白举纲此次还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说走
就走》，被问及创作灵感，他答道：“一路上的
风景实在太美，太令人震撼，回想一路和兄弟
们一起的经历，内心涌起一阵感动，写成了这
首歌。”

■ 齐鲁文化英才

黄宝书：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公路片《未择之路》《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济南路演———

共同主题：描绘旅途中的爱与被爱

□ 本报记者 王 磊

休战十余日之后，中超联赛本周将重燃
战火。三连败的鲁能泰山队将在9月16日晚主
场迎战广州富力队。这是一场左右泰山队命
运的比赛，如果泰山队取胜，还会保有争冠
的一线希望；如果泰山队不胜，第四名的位
置也会岌岌可危。

京粤两虎相争，泰山队得利？

休赛期之前，泰山队遭遇了本赛季前所
未有的困难。1：3不敌贵州恒丰队、1：4不敌
广州恒大队、3：4不敌大连一方队，三场败
仗让泰山队距离中超争冠集团越来越远，目
前他们已经落后排名榜首的北京国安队7
分，落后少赛一场的第三名广州恒大队4
分。而泰山队身后的江苏苏宁队不断追分，

只落后泰山队4分。
泰山队要想继续紧跟争冠集团，接下来

的比赛尤为重要。本轮，广州恒大队将与北
京国安队正面交锋。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如果广州恒大队获胜，泰山队可以缩小与
“领头羊”的分差；如果北京国安队获胜，
泰山队可以追近与广州恒大队之间的分差，
在亚冠资格的争夺中不掉队；若是两队战
平，对于泰山队最为有利，可以同时缩小与
两队的积分差距。

不管京粤之战结果如何，泰山队首先得
确保自己赢球。相比于泰山队的三连败，广
州富力队近期状态回勇，主场连克长春亚泰
队和天津泰达队，目前他们排在积分榜第六
位。但是落后泰山队10分的积分，让他们基
本丧失争夺亚冠资格的希望。而在足协杯赛
场，广州富力队首回合1：5落败，也是回天
乏术。

面对这样一支无欲无求的球队，泰山队

完全有希望拿下胜利。双方过去13次中超交
手，泰山队8胜2平3负，占据绝对优势。本赛
季首回合交手，泰山队客场4：2击败广州富力
队。再加上广州富力队头号射手扎哈维在以
色列国家队受伤，无缘本场比赛，对于泰山
队来说，这是结束三连败的好机会。

你让扎哈维，我让王大雷

只是泰山队自己也遭遇了伤停困扰。上
一场比赛，泰山队不仅3：4输给了大连一方
队，队员张弛和刘军帅还分别在比赛中吃到
黄牌，两人均因为累积四张黄牌停赛一场。
刘军帅是泰山队的首发U23球员之一，他缺
阵之后，刘洋和李海龙将迎来机会。主要轮
换球员张弛不能出场，刘彬彬有望“接班”。

让泰山队球迷有些意外的是，主力门将
王大雷也很有可能因伤缺席。此前，王大雷
入选了中国男足的集训名单，但是很快因为

膝盖受伤离队，无缘西征之旅。随后，王大
雷出现在德国慕尼黑进行治疗。据悉，王大
雷不仅会缺席与广州富力队一战，整个9月份
很有可能无法出战。

王大雷的缺席，让很多人对于泰山队
的前景产生了担忧。最近三场比赛，泰山
队丢了 1 1球，已经沦为“豆腐渣”后防
线，如果不是王大雷在门前的神勇发挥，泰
山队还有可能丢更多球。如今王大雷因伤缺
席，替补门将韩镕泽将获得机会，但是韩镕
泽的比赛经验不足，还需要其他后卫球员给
予更多帮助。

相比之下，泰山队的外援都保持健
康，如何选择进攻外援，依旧是李霄鹏需
要权衡的事情。最近两轮比赛，佩莱状态
回勇，但是塔尔德利陷入低谷。而格德斯
已经连续两场比赛没有出场。鉴于接下来
半个月四赛的赛程，泰山队很有可能轮
换，格德斯有望出场。

泰山队周日晚主场迎战广州富力队

决定赛季命运的一战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9月12日，在2018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影片《宝贝儿》举行

了全球首映仪式，演员杨幂出席。

黄宝书近照

□ 王晓峰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这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齐鲁频道总监黄宝书
在荣获“TV地标（2017）中国电视媒体年度广电人
物”时写下的话。

讲党性，做好“架桥者”。
黄宝书，先后任职山东电视台新闻中心、社教部、

山东卫视、齐鲁频道。
为了做好节目，他一边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精神，一

遍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努力做好”架桥者“的角
色。1999年由他主创的大型电视谈话节目《心连心面对
面》一经播出就引发了轰动。这档以全省17地市的城市
广场、街道社区、田间地头为演播室的节目，每期邀请
当地的书记市长与老百姓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就城市未
来的发展规划、老百姓关心的民生热点进行交流，节目
受到多方好评。

2003年，时任齐鲁频道新闻评论部主任的黄宝书担
纲主创了全国第一档电视直播CALL IN的谈话栏
目——— 《齐鲁开讲》。这档节目采用电视直播的形式，
以社会热点为题组织现场辩论，直播同时开通场外观众
投票热线系统，投票数据实时显现在屏幕上，这是全国
第一档电视直播辩论节目，行业人士、电视观众都给与
高度评价，先后荣获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中国电视奖
一等奖，并登上《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的封面。

重落实，钢铁执行力。
2014年底，身为山东卫视常务副总监的黄宝书接手

新闻专题类节目《调查》。节目之前收视不佳，已经被
台里亮了黄牌。接管伊始，面对节目定位模糊、团队战
斗力不强的局面，黄宝书开始着手一系列改造：引入竞
争机制，将原来的栏目组分为三个独立小组相互竞争；
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淘汰、奖励分配制度，激发大家
的劳动积极性。改版后的《调查》节目以其硬朗的品质
在收视和口碑上成为2015年“920时段”最大的黑马、
名列全国卫视新闻年度收视冠军！该节目还获得了由北
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组织评选的2015“年度掌声”。

2016年8月，黄宝书回到齐鲁频道工作，面对传统
媒体普遍下滑的严峻形势，在台领导的支持下，他提出
了自我颠覆、全线开拓，实现齐鲁频道迭代进化的工作
目标。他首先借助融媒体技术改变信息采集传播形态，
利用山东广电中央厨房，提高新闻反应速度和到达力；
强化媒体服务功能，把新闻热线全新升级为观众服务平
台，提供更多的现实服务，让电视更“好用”，增加观
众粘性；他注重创新，推出“三十天回家陪父母吃饭
“融媒体直播互动节目，和电商平台合作打造电视媒体
的“双十一”——— 《齐鲁年货福利会》，探索出“观众
变用户”的商业模式；他聚焦新领域、新产业，主导拓
展电竞、短视频、内容营销、电商等产业项目，实现独
立于电视频道之外的产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探索也让困
境中的电视媒体如何突围看到了曙光。

刚过知天命之年的黄宝书不敢懈怠，正和他的同事
们一起，在电视寒冬的朔风中奋力起飞，力求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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