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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国鹏

文艺领域治理给某些不良现象明确
画出红线。既然有红线，就要保持足够的
敬畏之心，不要心存侥幸，越线必然要承
担后果。沧海桑田，万家灯火，其实，红线
这边天地无限宽广。何必明知是红线，非
要踩上一脚试试呢？

面对红线，有没有想到转过身来，看
看这边呢？显然，有些不想转，有些不愿
转。不想转不愿转，或是因为驾轻就熟情
有不甘，或者因为利益丰厚心有不舍，于
是花样百出。有的表演起苦情戏，好似

“小媳妇”受了许多委屈，希望能对自己
网开一面；有的摆起迷魂阵，声称自己是
明规则守规矩的，一种本是“优等生”却
受了许多冤枉的姿态，企图成为漏网之
鱼。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曾引用了一段
惠子的话，“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
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探讨的话题与
此类似。同样都是往东走，你能弄明白他
们各自深层的真实心思吗？这些招数使
出来，有一定迷惑性，但稍微花点力气，
分辨起来并不难。有没有受委屈，把具体
案例摆出来，那些被掩饰的地方不言自

明。有没有被冤枉，把实际数据亮出来，
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只
要对照着规矩和规则，条分缕析一遍，哪
里还有魔幻空间上演“真假美猴王”？

还有的直接想甩锅。拿不出好作品
来，把责任直接归结为管得太严、规则
太多。就这个话题，早在2018年，国家
广电总局新闻司时任司长高长力有过一
段非常精彩的阐述。当时，高长力应邀
到中国传媒大学，以“做新时代记录
者、讴歌者、建设者”为题做讲座。他
说，很多“艺术家”有一个错误的观
念：题材决定论。有的认为，有些题材
就不行，总是埋怨题材不好、政府审查
太严，有些题材不让涉及。后来我问
他，哪个题材不让你反映？我说了一句
刻薄的话，但也是实话，不要因为没有
艺术才华，就怪题材不好。摔跤是个冷
门题材，是奥运会的冷门项目，电视转
播收视率低，但是印度拍出来就有高票
房。我说，你是不想拍《摔跤吧！爸
爸》，只想拍“过来吧，小姨子”“别
这样，姐夫”。

高长力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摔
跤吧！爸爸》选择了这么个冷门题材，赢

得上佳口碑，收获了不俗的票房，仅我国
内地票房就接近13亿元。对比这部电影，
学者王雁林的评论毫不留情，认为这部
电影“摔散了中国电影的五官”，“我们根
本不可能拍出《摔跤吧 !爸爸》这样的电
影，因为资本是不容许一个不是IP的，制
作周期漫长的，没有酷炫特效的，没有小
鲜肉参与的，没有强大资本刷榜的，故事
核是摔跤这样的冷门项目而不是足球篮
球的作品产生的。”所以，高长力感慨，我
们反思一下，中国电影人怎么就没想过
拍一个摔跤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乏生动的故
事，关键是如何去发掘这些故事，如何通
过高超的艺术手段讲好这些故事。在这
些方面，文艺界前辈提供了数不清的经
验。前不久，人民日报在“品味红色经典”
专栏中，刊文回顾柳青创作《创业史》的
故事。从中可以了解到，为了创作新作
品，柳青离开北京去陕西深入基层，扎根
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书中，“梁
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
广为人知。文章说，“为了塑造好梁生宝，
柳青一直与其原型王家斌保持着密切联
系，亲自参与王家斌互助组的工作。全组

十来户人，谁每天干什么活，哪家发生了
什么事，他都知道。”在另一篇文章中，柳
青的女儿刘可风回忆，和父亲一起聊文
学创作，谈到人物形象塑造时，父亲的观
点是，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
悉。要和人物有同样的心理，使用性格化
的语言”。刘可风说，父亲“研究自己每一
部作品的不足之处，虚心接受别人的批
评指正”，而正是父亲的批评，“让我懂得
世界之博大，生活之丰富，懂得一支笔的
重量。”

懂得一支笔的重量，这话沉甸甸的。
对照这句话，那些与文艺乱象有关联的，
无论是始作俑者，还是推波助澜者，或是
意图混水摸鱼者，都应该深刻反思。当
然，不能只反思，不改进，甚至根本就没
有真正反思过。

一味对着红线较劲，力气无疑用偏
了。所谓红线，对那些有正气、有才华的
人来说，其实就是一条虚线；而对那些总
是希望投机，甚至不惜继续通过不当手
段获利的人来说，却是一条“严禁通行”
的实线。撞到线上，踩过了线，必会受到
相应的惩罚，这纯粹是自作自受，千万别
再喊冤叫屈了。

明知是红线，非要踩一脚？

□ 周学泽

10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云南昆明
的迟女士看完电影《长津湖》后，找来土
豆煮熟冻在冰箱里，最后发现根本咬不
动。迟女士说：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一
个冻土豆还相互谦让，体验之后心酸得
想哭。

看完电影想体验战士们啃冻土豆的
艰苦，说明《长津湖》这道“精神大餐”拍
得成功。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也证明了
这一点：截至10月6日21时19分，电影《长
津湖》上映7天总票房突破30亿元，成为
中国内地影史第13部票房破30亿元的电
影。

《长津湖》电影的成功，第一当然是
因为深深扎根历史真实。2020年10月21日
晚，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烟台老兵古文
正登上央视回忆：炊事班送来的土豆，在
冬天像石头一样硬得咬不动，饥饿难耐，
用牙把它捋成冰碴碴，好长时间才把两
个土豆吃到肚里。电影中“沂蒙山小调”

“临沂人雷公”等山东元素都有深厚的现
实基础，志愿军第9兵团参战长津湖战役
的3个军：第20军、26军和27军，有大量的

山东兵源，第26军和27军是从山东根据
地走出的部队，第20军在解放战争中长
期在山东作战。

导演陈凯歌擅长塑造人物，对战争
片人物的展现到位：“一部战争电影，说
到底是关于人。一部好的战争电影，一定
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电
影《长津湖》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较成
功，从伍千里伍万里兄弟到雷公、余从
戎、梅生，看完电影之后，观众印象深刻。
吴京搭档00后演员易烊千玺，饰演了一
对先后加入志愿军的兄弟：哥哥七连连
长伍千里，弟弟伍万里。吴京成熟细腻，
一副老大哥的样子，剧中伍千里带着哥
哥伍百里的骨灰回家，被通知立刻归队
时，弟弟伍万里想要和他一起上战场，伍
千里说：“大哥说，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
了，不让你打。”说出这句话时，伍千里摸
了摸伍万里的头，言语动作和感情流露
很自然。易烊千玺虽然年轻，但成功塑造
出了一个满腔热情、倔强执拗的少年英
雄：他崇拜哥哥伍千里，想证明自己的价
值，他拦下首长的车，在部队集结赴朝前
成为一名新兵，枪都不会开就被拉到了
战场。

和以往一些战争片不同的是，电影
《长津湖》不但展示了志愿军指战员的英
勇，而且表现出克敌制胜的智慧。为吸引
眼球，一般战争片往往表现战争的惨烈
有余，而智慧刻画不足。《孙子兵法》开篇
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战争是人类智慧最顶级的对决。战
胜美国这样武装到牙齿的强敌，中国靠
的是“大勇”前面有“大智”。在长津湖战
役中，我军对美军实行“V”字形包抄，将
美军截成四段，形成了四个包围圈，既体
现了我军灵活高超的指挥水平，也是我
国古代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电影

《长津湖》把作战之道讲得很清楚，比如
“死人多不光荣，牺牲是有目的的”；“打
仗不靠拼命，靠动脑子”。

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电影《长
津湖》是一道“精神大餐”，这道“精神大
餐”做得精致，但还可以做得“更好”。过
去看过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
他擅长营造战争场面，但给人用力过猛
的感觉，比如，少剑波开着坦克进攻威虎
山那个桥段。《长津湖》将近三个小时，几
场战斗戏占据了大量的篇幅，特别是影
片的后半段，战斗戏过密过频；还有，像

伍万里这个新兵在枪林弹雨中来回穿梭
却毫发无损，有些不可思议。电影艺术当
然和真实战争场景不同，真正的战争要
惨烈得多，电影艺术考虑到观赏性，多选
取激烈的战争场景也可以理解，但要注
意适当的分寸感。

《长津湖》是一部壮美大剧，展现了
我人民志愿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有
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感召力不完全来自
影片本身，而很大一部分是选题成功。长
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拐点，
这场战役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取得
胜利与今天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
关。笔者出生在革命老区沂蒙山，对这场
战争有更深刻的理解。钢铁战士朱彦夫
是我的同乡，2014年春节，我曾拜访朱彦
夫，他说，他就是第26军的老战士，并且
是在长津湖战役中负伤的。如今，朱彦夫
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被全国人民周知。
在我的周边，有很多朋友都能说出一些
父辈和亲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和
经历，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中国人民，渴望了解这场战争，汲取继续
前进的力量。《长津湖》这样的“精神大
餐”，我们永远需要。

《长津湖》：“精神大餐”食不厌精

□ 朱子钰

“国士无双”写成“国土无双”；
将“旗舰店”读成“旗xiàn店”；把
“湖南”称作“城市”……一段时间，
娱乐圈中某些偶像的行为，引发公众一
片哗然。“九漏鱼”一词横空出世，意
为“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漏网之鱼”，
网友用其讽刺部分艺人的文化程度太
低。

网上流传的一张“爱豆学历表”显
示，小学学历、初中辍学、肄业的当红
明星不在少数。

据《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显
示，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

以上，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普及。也就是
说，这些年轻的爱豆，属于剩下5%的部
分。一场关乎明星需不需要学历的讨论
随之成为热点。

那么，娱乐圈的“九漏鱼”应该被
筛掉吗？

学历肯定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众
所周知“英雄不问出处”，特别是文艺
创作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更需要多样化
的人才加入。娱乐圈中不乏一些学历不
高的演员或者歌手，被市场与观众认
可。但前提是，他们凭借自身努力和天
赋获得了真才实学。例如，有人因家境
贫寒而早早辍学，靠着多年专业训练实
现自我提升，不负众望成为知名相声演

员。但遗憾的是，“九漏鱼”却不在该
范围内：养成系偶像来势汹汹，彻底改
写了中国的造星逻辑，先签约经纪公司
后出道逐渐演变为业内共识。这些经纪
公司招募练习生时，往往硬性规定年龄
在13岁-18岁之间。一旦成为练习生，
艺人就逐渐失去了对人生的控制权。几
个月的“偶像速成班”一结束，只要符
合资本和市场的要求，大批练习生被迅
速送往选秀节目，进入名利场收割粉丝
赞美和流量收益。

这种培养模式盛行，演艺人员的门
槛也随之降低。以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的心态进行艺术创作，将有颜值、有话
题、有曝光度作为偶像评判标准，导致

娱乐圈不少艺人缺乏政治、历史、文化
知识乃至社会生活常识，其无知行径更
是让人无言以对。

越来越多的“九漏鱼”出现并被追
捧，粉丝却拿无知当个性，拿愚昧当天
真，拿胡说当圭臬。这不仅带偏了青少
年的价值观，也让“劣币驱逐良币”的
恶性逻辑渗透整个演艺行业。近日，教
育部对深化艺术体育考试招生改革作出
安排部署，将逐步提高两类考生的高考
文化课成绩要求。这也释放出了一个强
烈的信号，文化素质将会越来越被演艺
行业所重视，曾大行其道的“九漏鱼”
将被筛掉，娱乐圈将不再是“九漏鱼”
横行的“怪圈”。

“九漏鱼”就该被筛掉

□ 章乐

日前，《一剪芳华》在网络平台播
出。该剧由张峰执导，张昊唯、盖玥
希、洪尧等主演，以清末民初变革为背
景，讲述了小裁缝逐步成长为一代华服
大师的励志故事。这剧号称有《大宅
门》气象，令多数人期待满满。然而播
了20多天下来，热度一直不高，豆瓣甚
至没有评分。

与《大宅门》类似，该剧着重讲述
的是一个顽劣少年的成长与蜕变。而从
内容上看，《大宅门》讲的是药行往
事，《一剪芳华》谈旗袍传奇。《大宅
门》群星荟萃，连张艺谋、陈凯歌、姜
文都来助阵；《一剪芳华》的阵容也堪

称强大，陈佩斯、张晨光、刘佩琦、刘
敏特约主演。

可随着播出，越来越多的观众却反
映该剧和《大宅门》差得远。《一剪芳
华》很大胆，起用青年演员，虽然张昊
唯、盖玥希颜值够高，但资历尚浅。在
剧中，两位年轻人演得很努力，但技艺
显得十分生涩。和老戏骨搭起戏来，就
有了“王者配角搭配青铜主角”的感
觉，演技分分钟就被“吊打”。

先说盖玥希饰演的康宁郡主，一出
场有段与阿玛纳和泰（陈佩斯饰演）的
对话，几个来回，两人演技高下立判。
纳和泰是驸马爷，整日里无所事事。实
力派的陈佩斯怎么表现？他让小眼睛
“失了焦”，说话舌头都有点儿不利

索，醉眼惺忪的模样透着几分可爱；他
走 路 晃 晃 悠 悠 ，甚 至 还 给 鹦 鹉 行 大
礼……几个动作、眼神、表情，自如、流
畅、真实，把人物的狡黠、孩子气诠释得
相当到位。反观康宁郡主，受过西洋教
育，在盖玥希的演绎下，举手投足不见半
分应有的古典与高雅，与阿玛对话时，表
情、语言、动作现代化，更像个当下的少
女，频频让观众跳戏。

而大男主路远之，其实对标的是《大
宅门》中的白景琦。不过相比陈宝国对白
景琦狂放不羁、情义兼备的精湛诠释，张
昊唯的表演实在有些夸张，不论是和女
主的斗嘴还是顽劣的一面，都着实有些
刻意，表演痕迹明显，遇到该流露情感的
戏，只能通过皱眉、撇嘴等来表现内心波

动，情绪很难让观众捕捉到。在张晨光、
刘佩琦等老戏骨演技炸裂的对照下，张
昊唯演技的稚嫩更显露无遗。难怪网友
大呼该剧“浪费了一众老戏骨”，是“老戏
骨抬轿子，小鲜肉砸场子”……

有人评价，不强拿《一剪芳华》和《大
宅门》进行比较，或许《一剪芳华》尚可一
看。如此说来，《一剪芳华》的失败，与“对
标”不成功有很大关系。

这些年，称“向《大宅门》看齐”的戏
还有很多，前有《那年花开月正圆》，后有

《一剪芳华》等。但能如《大宅门》一样拍
出家族史诗宏大感的，少之又少。蹭剧要
谨慎，风险着实大，一不小心就是“画虎
不成反类犬”，还会被观众嫌弃：“就
这？！”

蹭剧要谨慎

据豆瓣一周热门图书榜实时数据统计，《索拉里
斯星》夺得排行榜冠军。该书是波兰科幻大师莱姆的
代表作，被誉为“太空想象的天花板”。书中，索拉里
斯星沉静而深邃，它表面的海洋仿佛是一面镜子，将
人类探索星球时的贪婪与脆弱淋漓尽致地映射出
来。莱姆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了深远的哲思，使得该
书超越了科幻的范畴，成为一部集科幻、文学、哲学
于一体的杰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恰逢莱姆诞辰一
百周年。

我国著名脱口秀演员李诞所著的《李诞脱口秀
工作手册》居榜单第二位。看过《吐槽大会》和《奇葩
说》的朋友，想必对李诞不会陌生，其幽默风趣又不
失睿智的言谈使他颇受观众喜爱。书中，李诞分享了
他从业以来的心得体会，从创作方法到创作态度，李
诞都予以详细的解答，干货颇多。

位于榜单第三位的是台湾新生代小说家黄丽群
的代表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该书曾获多项文
学大奖。该书通过十二个人、十二个故事写出了一个
城市畸爱者的幽冷世界，着眼于平凡生活，体现了作
者“无常往往最平常”的创作理念。

《索拉里斯星》

位居一周热门图书榜榜首

据QQ音乐数据实时统计，由王菲演唱的《湾》强
劲飙升至巅峰热榜榜首。《湾》由知名音乐人王平久
作词、常石磊作曲。该曲借鉴了广东当地民谣，融合
中国古典诗词意境，是传统和现代兼具的音乐典范。
王菲《湾》首次开唱于近日播出的《2021大湾区中秋
电影音乐晚会》，一经演唱即好评不断。“王菲的声音
太仙了”“仿佛从天而降萦绕窗边不知去向的晚风”，
网友如是说。

位于榜单第二位的是由杨千嬅、王俊凯合作演
唱的《花好月圆夜》，亮相于《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
乐晚会》致敬经典环节。《花好月圆夜》初发布于2004
年杨千嬅专辑，由任贤齐、杨千嬅合作演唱，是电影

《花好月圆》的插曲。
赵紫骅和斑马森林联合打造的《一滴泪的时间》

位于榜单第三位，为《2021中国好声音中秋晚会》的
热门民谣。该节目为《中国好声音》十周年中秋特别
节目，众多新老成员回归“好声音”舞台，携手送上中
秋祝福。赵紫骅、斑马森林均为“好声音”2020年参赛
选手，两对不同代际的音乐人互动为此曲打造出更
为丰富的层次。

《湾》飙升至巅峰热榜榜首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怒火·重案》票房已突
破十三亿元大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港片票房新冠
军。《怒火·重案》是香港知名导演陈木胜的遗作，筹
备之初即备受期待。自7月30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
飘红。该片由甄子丹、谢霆锋和秦岚领衔主演，剧情
依旧是动作片里警匪纠缠的双线设置，难免窠臼。但
精彩的武戏过招、流畅成熟的镜头和震撼的视听效
果让观众大呼过瘾。谢霆锋扮演的悍匪邱刚敖给不
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称“史上最帅反派”。

此前，港片票房冠军为刘德华、刘青云和倪妮主
演的《拆弹专家2》。该片于2020年上映，讲述了拆弹
专家章在山和恐怖通缉犯火爆七年的智勇相斗，最
终正义战胜邪恶，火爆被章在山绳之以法。影片中拆
弹环节的特写镜头至今犹为人称道。

排在港片内地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扫毒2：
天地对决》。该片2019年上映，当年突破了13亿元票
房，成为港片票房划时代的作品。《扫毒2：天地对决》
还曾代表中国香港参评第92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
片。

《怒火·重案》

登中国影史港片票房冠军

“总有这样的歌，只想一个人听”，灰姑娘音乐创
作的怀旧记忆类节目《一个人听歌》以超6 . 4亿的播
放量登喜马拉雅热播优选榜榜首。《一个人听歌》的
每期节目都会提供一定的故事，围绕着主题配合插
入一些音乐，给听众打造极具画面感的收听体验，创
造出如深夜电台一般的体贴温度。栏目内容虽有些
鸡汤气质，买账的听众却不在少数。

排在热播优选榜第二位的是自然白噪类《雨声
催眠》栏目。该栏目收录了各色环境、不同季节的雨
声，这些音频均为栏目创作者、独立音乐人声谷户外
搜集录制。《雨声催眠》主打的关键词为“5分钟入
睡”，淅淅沥沥的雨声瞬间让人体会到大自然的静
默，身心便随之平静下来。

近年来，“入睡困难”“睡眠质量”成为大众热议，
排在热播榜第三位的栏目《快速入睡引导》依旧与睡
眠有关，“难入睡易醒星人”纷纷表示如获至宝。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整理）

《一个人听歌》成热播榜黑马

据豆瓣热门电视榜单实时数据，由韩国黄东赫
导演的悬疑惊悚剧《鱿鱼游戏》高居榜首。该剧不仅
仍邀请到了孔侑加盟，更有韩国国宝级艺人李政宰
倾情出演，堪称“最强阵容”。剧中，456名来自社会底
层、急需用钱的“loser”聚在一处玩起游戏，失败意味
着死亡，人性在残忍的生存赛中展露无遗。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尚在更新中的《启航：当风起
时》。该剧由当红小生吴磊、侯明昊主演，聚焦于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信息产业发展之际，燕京大学计
算机研究所的两位青年萧闯和裴庆华抓住机遇，创
业攻坚的故事。该剧制作精良，在场景的布置上非常
用心，力求还原出一个“逼真”的九十年代，港片、港
风的服装发型使该剧港味儿十足，瞬间刮起怀旧之
风，圈粉无数。

新剧《拉布雷亚》则位居第三。预告片中，突然出
现的巨大天坑将一个家庭一分为二，掉入天坑的人
发现自身正置身于原始世界。此部科幻大剧于9月28
日首播，后续的剧情吊足了网友的胃口。

《鱿鱼游戏》成最热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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