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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10月21日上午9点，天朗气清。我来到郓
城县水浒好汉城“打卡”，没想到老樊会在城
门口等着我。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郓城，是来到老樊
创办的宋江武校电视剧《水浒少年》拍摄地探
班。老樊时年42岁，印象最深的是肢体语言特
别丰富。而今，耳顺之年的老樊，依然健步如
飞，身轻如燕。

老樊立正，郑重行“抱拳礼”，左手四指并
拢伸直成掌，拇指屈拢;右手成拳，右手四指
并拢、弯曲，大拇指弯曲扣于食指根节上，左
掌心掩贴右拳面：“欢迎老朋友，欢迎去武汉
的逆行者。”老樊竟然知道了我去湖北采访。

老樊说，4月12日，好汉城为郓城县人民
医院驰援湖北的医生李爱娜、李宏伟、范永
瑞、杨凤雷颁发水浒好汉城景区终身荣誉会
员证。“那天上午10点，水浒好汉城护城河六
门水炮齐鸣，吊桥慢慢放下，‘城门’大开，景
区特色演员‘及时雨宋江’带领数十个‘水浒
好汉’向抗疫英雄郑重行抱拳礼，为他们献上
了鲜花和美酒。”

好汉城就要欢迎好汉！我了解到，水浒好
汉城2020年对全国医务人员免票，对驰援湖
北的医务人员实行终身免票。

老樊是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体育学会
武术分会副主席、水浒集团董事长、宋江武校
校长……

好汉城，有大宋的氛围，但不是宋城，这
里展示的风景不是北宋，但“约等于”北宋。在
这里，你能看到明清的砖瓦，嗅到历史的气
息。

老樊有滋有味地讲述，将一部《水浒》立
在了郓城土地上。

何以言“约等于”

《水浒传》说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起义为
主要故事背景的事。以宣和元年（1119年）宣
布起义为起点，截至2020年距今901年。宋代
建筑在全国也寥寥无几。怎么办呢？不能复
原，只能靠近那个遥远的年代，寻找那个年代
的味道。

老樊说：“好汉城一开始筹建时，请了北
京的专家帮着设计，设计的款式我相中了，但
总感觉太新，有当代痕迹。这是些符号，没有
魂，有钱就能办，能不能做出古意来，再破旧，
我也要真家伙。”

“如果仔细倾听，陈年的古物会说话。”老
樊拍拍我的肩膀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2000年8月，老樊萌生了将散落在民间的
古建筑集中保护开发的想法。征得有关部门
支持，他深入山西、云南、浙江、江西、安徽等
偏远山村，对一些濒临毁灭的古建筑进行征
集，拍照、编号，整体收购，然后搬迁到郓城，
集中抢救复原。“再不抢救，就都毁了。我们就
是想把好汉城打造成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
老樊说。

十年不辍，功不唐捐。一幢幢凸现明清风
格的古建筑呈现在世人面前，这里既有彰显
江南水乡空灵纯净的江浙建筑，也有粗犷豪
放、雄伟壮观的晋陕风格的北方建筑，还有虽
无官宦商贾之气、但具恪守传家古训，充满数
代同堂其乐融融气息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不是北宋风物，靠近北宋风物，‘约等于’北
宋。是这个意思。”

老樊把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建筑与郓
城当地水浒文化有机融合，与原有的宋江武
校演武馆、狗娃大剧场、水浒英雄雕塑等景观
结合，走出了一条武术与水浒文化、水浒旅游
相结合的路子。

“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我
就是想给好汉们搭个台子，搭个有意味的台
子，让好汉们尽情表演，尽情与当代人对话。
在我心里，好汉们都还活着，他们的英雄气，
在天地间永存。”老樊说。

寅宾馆，恭敬引导的写照

徜徉好汉城，感觉就是在阅读《水浒传》。
《水浒传》第二十一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
义释宋公明”发生地乌龙院；第四十二回“还
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描述
的故事发生地——— 九天玄女庙；还有青面兽
镖局、及时雨茶楼、宋宅、晁家庄等等。

晁家庄的后门城墙上有“慎俭德”三字，
是晁家的家训，晁盖因鲁莽行事在曾头市中
箭身亡，其后人告诫，处事当慎，为人简朴，以
德修身。在晁家庄，暗门有许多，暗道里还有
神秘的暗器，密道通往庄内的各个房间。当年
就算晁家庄被人围得密不透风，晁盖他们仍
然可以从家中平安逃生。

我逛了地下迷宫，要不是导游就迷路了。
让我感兴趣的郓城县衙边上的寅宾馆。

寅宾，典出《书·尧典》，乃恭敬引导之意。
寅宾馆为清朝中期建筑。上下二层楼，整

幢建筑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建筑讲究精细
繁复，房子内饰木雕非常完美。前堂雕有“孝
感动天”“赵子龙救阿斗”“舜帝禅位”“天仙
配”“游龙戏凤”，后堂额枋雕刻“郭子仪拜寿”

“百忍图”“文王访贤”“杨家练兵”“关公千里
送嫂忠义千秋”等等经典故事，天井处雕刻的
八仙，寓意着一帆风顺。

镂雕、圆雕、浮雕、阳刻等应有尽有，让人
目不暇接。顺着讲解员的导引，我看到了立体
的赵子龙救阿斗的故事。赵子龙将军怀抱阿
斗，身上的鱼鳞铠甲，鱼鳞一片一片雕刻清
晰，利用衣服褶皱的雕刻来表现下面衣摆的
布料柔软。将军的胡须和战马身上鬃毛的雕
刻也是根根分明，线条纤细却没有断的地方。
虽然人物马匹等内容多，却没有任何凌乱之
感，反而让人感觉整个画面干净整齐有序。

老樊说：“八仙是采用黄杨木雕刻而成，
黄杨木质地坚硬，纹理细致特别适合雕刻，但
是因为生长缓慢比较名贵，郓城老话说，一寸
黄杨一寸金，鸟中之王是凤凰，树中之王是黄

杨。”
在这里，足可以感受到中国雕刻艺术的

博大精深。和前厅相比较，后厅雕刻的故事
中，雕刻的建筑比较多，使得后厅的雕刻立体
感更为强烈。楼台亭阁上砖瓦之间的衔接非
常清晰，门窗台阶凹凸有致。

怀着恭敬之心，文物得以保留。老樊说，
这些木雕都是清中期的物件，当年去民间收
集这些东西，当地人说，战乱年间，聪明的管
家用黄泥、石灰调和，用大红纸糊在木雕上，
使大部分木雕躲过那场劫难。

看罢寅宾馆，我觉得这是好汉城在向传
统文化致敬。

“人者，仁也！”
孙二娘站在客栈里，突然来了个“抱拳

礼”：“客官是来住店，还是吃饭？”
这个扮演的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长得

过于漂亮。孙二娘在《水浒传》中排名103位，
她的店里卖的是人肉包子，据说孙二娘给客
人下蒙汗药，然后作案。听着都害怕，别说住
了。但导游说：“我们这里还常常客满，满足了
年轻人的好奇心。还有外国游客呢。”

这座客栈是一幢三层小楼。客栈的客房，
每个房间都铺设了实木地板，精装修，古床古
家具，还配有现代化的卫生间。一楼是豪华
间，二楼是普通两人间和三人间。

三楼是一个小阁子楼，又叫解元阁。传说
清代康熙丙午年，郓城有一个少年叫魏希徵
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前一天偷偷跑进明伦堂，
也就是现在说的贡院，迈过了龙门槛。这时
候，突然大雨倾盆，虽然家离县城不远，但又
怕雨天误了考试，不敢回家。可是客栈里住满
了考试的秀才，晚上只好躲在这间客栈的大
门下避雨。店主看他可怜，又怕他淋病了耽误
考试，动了恻隐之心，便让他住在三楼的阁楼
里。半夜雷鸣电闪，一条金色鲤鱼从天而降，
直落到阁楼里。发榜时，魏希徵竟然考中解
元，也就是举人考试的第一名，后来店主人就
把这间阁楼叫“解元阁”，每年赶考的秀才为
图吉利，都想出高价要住在解元阁，

老樊说：“孙二娘当年卖人肉包子，那是
个误会。其实是‘仁肉’包子，是杏仁、核桃仁、
瓜子仁加肉馅包的包子。人者，仁也！”

果然，阳光下，我看到“仁肉”包子的旗幡
还在风中飘着呢。

且把白酒当“宋酒”

一部《水浒传》有600多个喝酒的场面。比
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

斗杀西门庆也是在酒楼上，还有武松借酒力
打死危害百姓的猛虎等等。

眼前一座青砖灰瓦的建筑是朱贵酒店。
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江湖上称做旱
地忽律（一种解释是旱地里的鳄鱼，形容人
生性凶横狡诈，但此处并非贬义），是梁山
第九十二条好汉，第一次出场是在《水浒
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
上梁山”。

朱贵以开酒店为名，专门探听往来客商
消息，凡有上梁山之人，朱贵便向湖对面的港
湾里射一支响箭，对面便摇出一艘快船过来。
有很多水浒好汉就是通过朱贵酒店到梁山起
义的。

好汉城里还有郓城酒楼，在《水浒传》中，
这个酒楼出现仅一次，在第十九回：“梁山泊
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晁盖劫了
生辰纲被宋江快马送信躲开官府追捕，去梁
山为王之后，派赤发鬼刘唐带晁盖亲笔书信
一封，并黄金100两答谢宋江及两位都头。宋
江恐官府公人看见，便带刘唐到酒店，到楼上
一个僻静的阁子里说话。当年宋江和刘唐喝
酒的酒店，便是郓城酒楼二楼的“文魁阁”，这
里面向街道，远眺县衙和孔庙贡院，虽然居于
闹市，但酒店中人很少到此，闹中取静，适合
谈话。

朱贵酒店和郓城酒楼内展示的是郓城的
水浒酒和黄泥岗酒。

不过，我采访过宋文化研究者郭瑞祥先
生，他说，北宋时期还没有蒸馏酒，那时候酒
的度数很低。《水浒传》里有一个情节，武松来
到景阳冈下，在店家喝酒，店家招牌上写着

“三碗不过冈”，听起来很唬人，其实想一想，
假如是53度的高度白酒，喝三碗不是过不过
冈的问题，是附近哪里有医院。这个碗就算是
现在精致的小碗吧，一碗三四两总是有的吧，
三碗就是一斤多了。金庸的《天龙八部》写的
也是北宋的事儿，里面乔峰、段誉斗酒，一碗
一碗地喝，本身就夸张，如果是高度白酒，别
说武林高手，神仙也架不住。这只能说明一个
问题，当时酒的度数很低，其实就是黄酒和米
酒。”

当代的白酒和北宋的黄酒、米酒，摆在一
起，也算是“约等于”吧。水浒唤起英雄气，且
把白酒当“宋酒”！

郓城县衙按照宋朝县衙的格局复原。整
个县衙建筑布局对称合理、紧凑、主次分明，
高低错落，井然有序，浑然一体，具有我国北
方古建筑的艺术风格。县衙内的楹联很多，我
记下了大堂门边的一副：“丹毫一点，乃吾民
利害攸关，须念悖出必将悖入；白日三竿，即
尔室公私毕照，莫谓知显不在知微”。

如果您来得巧，还能赶上看情景剧《李逵
坐衙》呢。

来好汉城，不能不到好汉书场听书。郓城
是著名的戏曲之乡，民间曲艺形式繁多，如山
东琴书、山东快书、山东大鼓、渔鼓、花鼓、落
子等，举不胜举，唱山东坠子书的王和义与唱
山东落子的贾如生两位老艺人，分别是省、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正欲离去，忽听得《水浒英雄》坠子书：
“淮西省反了公子叫王庆，梁山寨宋江拉起聚
义旗，咱们一言说不尽，天下的大事唱一段，
唱一段英雄好汉出在了哪里……”艺人苍劲
的唱腔在一砖一瓦，一街一巷、一池一墙间回
荡。

枕着黄河涛声，好汉老樊在武术里加了
“文”的元素。正如他的名字庆斌的“斌”。在好
汉城中，有一株干枯的古皂角树，在树旁竟然
生出两棵小皂角树，老樊说，闲下来的时候，
他爱到这三棵树下站站。

“抱拳礼”施罢分别。老樊汇入参观的人
流，他留给我一个勤勉的背影。

《水浒传》说的是北宋末年的事，宋代建筑在全国也寥寥无几。怎么办呢？不能复原，

只能寻找那个年代的味道———

好汉城，“约等于”宋景

□ 王文珏

《金刚川》正在热映。银幕上殷红如血三个
中文字，旁边注释着影片英文片名The Sacri-
fice——— 牺牲。烽烟滚滚，1953年夏天，金城战役

的这场前哨战内容其实简单：中国人要在金刚
川修桥过河，美国人要炸桥阻挡，七炸七修。

影片分“士兵、对手、高炮、桥”四个段落，以
步兵、炮兵、工兵的不同角度分头呈现战役里的
同一天。始终聚焦普通士兵的讲述方式，以战争
的局部、时代的细节，始终凝视关于“牺牲”的诸
多问题：七十年前，英勇的战士们何以无惧牺牲
慷慨赴死？七十年后回首，又该如何去致敬那样
的牺牲，我们能否真正地、从心底理解时代的钢
铁意志，英雄的热血与眼泪？

极致情势下，国家的宏大概念具形具
意——— 它就是眼前的桥。“拱卫式”讲述里，金刚
川上的桥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地，更是每
位志愿军战士心中的故乡和亲人、拼死捍卫的
新中国。桥，也成为所有战士的生命，此起彼伏，
如同反复死去又接替活着，你为了我，我成为所
有的你。于是永远有人在牺牲，永远有人被牺牲
赋予更大的勇气与责任，无惧一切而前进，把一
个人的生命活成无数人。

没有一个人的牺牲不让人动容。最高泪点
在张译、吴京担纲的高炮连。张飞与关班长的相
处是充满情感的，龇牙斗嘴亦师亦友，而当意识
到一门炮已暴露后，混不吝的关班长连恐吓带
糊弄撵走张飞，淡定守在明处。他们争的是炮位
吗？不，他们争的是牺牲。关班长被炸成血雨，桥

迎来短暂的修复时间，张飞对步兵连长闷声扔
了句“你安生过桥”，掉头离去。大部队不断伤
亡、战友牺牲的惨烈狠狠捶着心，他越走越快，
疯了般大喝“点火”——— 他选择暴露炮位，以火
光和弹轨吸引敌机，掩护大部队过桥。

燃回春浩浩，照破夜沉沉。张译的演绎近乎
演员极致。抛却生死只求一战的静与暴烈，把自
己活成最后一枚燃烧的炮弹，呼啸怒吼，通体红
亮。群像令人难忘：十七八的小战士，似乎懂又
似乎懵懂那声“点火”的意义，猛地提起油桶；负
伤的炮兵们慢慢站起，立成一圈，仿佛参加为自
己而设的浇奠。每个人颔首甚至微笑，他们拍拍
小战士的肩，以最平静的无畏，做着战友间最珍
重的道别。之前，他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士兵，
此刻，瞬间暴跃而起的精神强度，足以令人在泪
水中触摸“牺牲”的当时影像与真正含义。

冲击感极强的个体叙事，代替了磅礴的集
体叙述。我们从普通人的心门认领这些情感，随
着血泪体会战争的残酷艰难，以及由此迸发的
对国、对民、对战友至坚至淳的情感。渺小的人
与庞大的战争之间，充满细腻的连接，微小的通
道。战争的局部，细胞般完整传递出极限的意
志、情感。

《金刚川》有很大程度的艺术化加工，历史
上此战没有如此激烈。但影片的选择并非一比

一再现历史，而是进行历史的浓缩。没有牺牲何
来胜利？三年中曾有许许多多敌我力量悬殊的
情境，影片把金刚川的艰难进行了符号化。“难”
与“牺牲”是一体两面，如果艰难不够详实，牺牲
的纯粹与滚烫也将被过于轻浮地理解。而故事
中几乎所有牺牲者都能找到战斗英雄的真实影
子。炮兵排长张飞，一臂一腿被炸后仍能完成炮
击动作，这个形象是有原型的——— 1951年第五
次战役，原高炮63师独立31营3连被美军汽油弹
攻击，高炮班唯一活着的刘四身负重伤，却咬牙
单人击落一架F-84。可以说，在极端残酷面前，
战役与战役之间没有隔阂，牺牲与牺牲之间，实
无分别。激烈的情感推动绝不是无根之水，它们
在个体之间不断叠加，渐渐共振为惊涛骇浪，悲
壮澎湃，以一种最大化的释放，作为历史静静的
回答。

最近的《面对面》节目，董倩采访杨根思连
长的战友、全连幸存的杨茂盛。“我替你活着，我
儿子就是你儿子，取的名叫杨根宝……”老人今
年终于去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拜了连长，
他流着泪说，“从沈阳回来身体垮得很快，之前
老有这个念想，想他，想见他一面。心愿实现了，
觉得自己也撑不住了”。闻者动容。197653位牺
牲的志愿军战士，每一份牺牲，每一份怀念与致
敬，都能在《金刚川》中找到相似的光华。

据新华社，2 0 2 0中国科幻大会日前发布的
《2020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科幻电
影在中国市场的累计票房为195 . 11亿元，其中，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票
房总计达71 . 405亿元，是2018年国产科幻票房的
2 . 12倍。

受益于电影《流浪地球》热度带动，大众对科
幻的关注度高涨，2019年科幻周边市场规模相比
2018年呈增长势头，全国科幻周边产品品类总和超
过1000种，市场总体价值约为13 . 5亿元。科幻周边
产品市场头部效应开始凸显，《流浪地球》《三
体》等热点IP的周边产品2019年全年产值总和为5
亿元，成为周边产品市场的爆发式增长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的中国电影产业
受到重创，全国院线有半年时间未曾营业，到十一
国庆档票房刚刚突破100亿元，其中科幻电影票房
约12亿元。报告分析，由于好莱坞的高成本制作纷
纷选择改档，如果年底之前没有强有力的国产科幻
片支撑，今年科幻电影在整体电影票房中的比例将
大幅下滑。

2020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

“十大好书”出炉
据中国新闻网，2020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

大好书”近日在京出炉。《北平学人访问记》《医
学的温度》《涂尔干文集》《古音汇纂》《俄国文
学史》《爵士乐史》《塞缪尔·贝克特——— 盛名之
累》《法兰西的特性》《西南中国行纪》《古代经
济》获评2020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

每年的评选中，全新打造的经典之作与充满名
著潜质的新锐好书“正面交锋”。利今传世、22年
磨一剑的学术巨制《古音汇纂》，当代世界规模最
大的涂尔干著作集《涂尔干文集》，讲述中国人类
学史上最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活动之一的《西南中
国行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迄今为止贝克特唯
一授权传记作品《塞缪尔·贝克特——— 盛名之
累》，二十五年来最畅销的爵士乐史书籍《爵士乐
史》等获评人文社科“十大好书”的同时，还有20
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哲学著作《法学方法论》(全本
第六版 )，中国人最早认识莎士比亚的译介作品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等图书悉数亮相。

据悉，作为年度图书榜单风向标的“商务印书
馆人文社科好书评选”活动自2013年举办至今已有
8年整。“好书评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生
活的一个缩影，反映了阅读对国民素养与社会发展
的深刻影响。

《丝路长城影像展》首展

据中国新闻网，《丝路长城影像展》近日在甘
肃敦煌首展，这是中国长城研究院及团队近十年对
丝绸之路沿线长城资源的研究精华。从几万张数字
航拍照片中精选出百幅作品构成本次展览内容，多
角度展示丝绸之路与万里长城的“千年守望”。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介绍说，长城和丝绸
之路都是世界级文化遗产，一个纵贯千年，一个连
通古今，二者在加强国际交流，促进民族往来方面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丝路长城的反
复修建就是为国际商队护路，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
畅通。

“在我国众多长城资源中，最能体现长城开放
包容，连通东西精神的就是丝路长城。”赵琛表
示，丝路长城是保护人类和平的，是维护丝绸之路
安全的。长城烽燧遍布丝绸之路沿线，控制着过往
商队、使团、军队所需的水源，一方面控制丝路主
权，另一方面为国际商旅提供安全和补给保障。

据了解，在汉唐丝路长城中，以新疆、甘肃段
的特点尤为鲜明，从兰州到新疆且末县丝路南线走
向与长城高度重合，长达2000多公里，足见陆上丝
路对于长城的依赖。

中国艺术品大展举行

据中国新闻网，“永乐首拍——— 中国艺术品大
展”日前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开幕。本次展览共有
150余件艺术品展出，估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展览作品涵盖瓷器、纸本、油画等各个门类。
绘画部分着重展现现当代学贯中西、汲取东西方艺
术精髓而独树一帜的名家精品。其中既包括赵无极
最大单体作品《04 . 01 . 79》、吴冠中的《苏醒》、
张大千的《花卉集锦册》、林风眠的《江山万里》
等画家重要作品，也包括曾梵志长宽皆 4米的
《虎》、刘小东的《战地写生——— 新十八罗汉像》
等当代著名画家代表作。

另有约翰·司徒雷登重要中美历史文献与罗家
伦重要中印历史文献，乾隆“特等第一”奇准神
枪，康、雍、嘉、道御制玉玺及印章等亮相。还有
一块极罕见正阳绿色木那厚装观音牌，通透莹润，
雕工精美。翡翠本身产自缅甸帕敢著名的老场口木
那，主石尺寸达62 . 8×38 . 88×10mm。

此外，专业学术盛宴将佐以陈酿茗茶和稀有珠
宝博览一同举办。展览作品不管是从博物馆、美术
馆，还是研究的角度考量，都是佳作。

展览将持续至11月8日。此展10月曾在北京、
杭州先后展出，此次展览结束后还将前往上海展
出。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金刚川》：70年后，再次理解牺牲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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