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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贡贡献献出出微微博博之之力力””，，
““微微博博””二二字字是是错错词词；；
微微小小、、单单薄薄力力量量弱弱，，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微微薄薄””。。**

**““微微薄薄””：：形形容容微微小小单单薄薄、、数数量量
少少、、收收入入低低等等；；而而““微微博博””是是微微
型型博博客客的的简简称称，，是是新新兴兴起起的的互互
联联网网社社交交服服务务的的一一种种。。

(431)
““教教练练调调较较有有经经验验””，，
““较较””字字写写错错理理解解难难；；

调调理理教教导导办办法法多多，，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调调教教””。。

(432)
““研研讨讨会会准准备备就就序序””，，
““就就序序””一一词词欠欠考考虑虑；；
安安排排妥妥当当有有条条理理，，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就就绪绪””**。。
((443333))

““真真让让我我砰砰然然心心动动””，，
““砰砰然然””之之说说太太夸夸大大；；
心心跳跳之之声声很很轻轻微微，，
正正写写是是““怦怦然然心心动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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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会会流流泪泪？？是是的的，，千千真真万万确确。。一一般般老老牛牛离离开开主主
人人家家，，要要老老去去或或是是屠屠宰宰前前，，都都会会泪泪流流满满面面，，好好像像预预
知知生生死死别别离离似似的的，，叫叫声声凄凄惨惨，，让让人人动动容容，，难难离离难难舍舍。。

其其实实，，牛牛自自从从出出生生来来到到这这个个世世界界，，走走入入农农家家那那天天
起起，，就就走走进进了了农农家家四四季季时时光光和和对对幸幸福福生生活活的的向向往往，，
成成为为农农家家、、农农事事、、农农村村不不可可或或缺缺的的重重要要一一部部分分。。

鲁鲁迅迅先先生生说说，，牛牛吃吃的的是是草草，，挤挤出出的的是是奶奶。。牛牛是是
生生活活的的一一种种精精神神，，一一种种态态度度，，吃吃苦苦耐耐劳劳，，老老骥骥伏伏枥枥，，
它它虽虽不不曾曾像像骏骏马马那那样样骄骄傲傲地地昂昂起起头头，，得得意意地地嘶嘶鸣鸣，，
但但却却是是默默默默埋埋头头负负重重前前行行，，无无怨怨无无悔悔，，从从不不炫炫耀耀，，
我我想想这这就就是是人人们们经经常常把把品品质质优优秀秀的的人人比比做做成成牛牛的的
重重要要原原因因之之一一吧吧！！牛牛成成年年累累月月承承担担着着耕耕、、耘耘、、拉拉、、碾碾
等等所所有有繁繁重重的的农农活活，，几几千千年年来来它它和和人人类类相相依依如如友友，，
试试想想假假如如这这个个世世界界没没有有牛牛的的到到来来，，社社会会发发展展又又会会
是是什什么么样样子子呢呢？？虽虽然然我我们们无无法法想想象象，，但但决决不不至至于于没没
有有牛牛肉肉吃吃、、没没有有牛牛奶奶喝喝那那么么简简单单，，可可能能会会有有很很多多意意
想想不不到到的的事事情情发发生生。。

我我们们家家第第一一头头牛牛是是我我上上初初中中时时买买的的吧吧，，说说是是
买买的的，，其其实实是是赊赊的的，，赊赊的的亲亲戚戚朋朋友友的的。。在在农农村村，，生生了了
小小牛牛一一般般都都会会卖卖给给周周边边熟熟悉悉的的人人，，寻寻思思着着为为它它找找
个个好好人人家家，，实实在在找找不不到到时时才才会会上上集集。。县县城城集集上上牛牛市市
里里有有专专门门帮帮助助拉拉买买卖卖的的人人，，行行里里俗俗称称““牛牛经经纪纪””。。别别
小小瞧瞧““牛牛经经纪纪””这这不不起起眼眼的的职职业业，，可可是是大大有有学学问问。。好好
的的““牛牛经经纪纪””既既要要能能说说会会道道，，还还要要看看牛牛““内内行行””，，一一搭搭
眼眼就就能能说说上上个个子子丑丑寅寅卯卯来来。。““牛牛经经纪纪””是是““袖袖里里吞吞金金””

的的行行业业，，不不是是一一般般人人可可学学可可做做的的，，从从学学徒徒、、练练手手、、操操
盘盘、、起起家家、、成成名名需需要要长长期期的的历历练练。。关关干干““牛牛经经纪纪””这这是是
行行业业我我想想多多说说两两句句，，在在农农业业机机械械化化越越来来越越发发达达的的
今今天天，，也也许许这这也也是是濒濒临临消消失失的的古古老老职职业业之之一一。。据据资资
料料记记载载““牛牛经经纪纪””是是从从古古代代农农耕耕社社会会中中土土生生土土长长的的，，
是是中中国国最最早早的的““经经纪纪人人””，，有有着着““传传内内不不传传外外，，传传男男不不
传传女女””的的规规矩矩。。这这个个行行业业最最早早出出现现于于秦秦汉汉时时期期，，当当时时
称称叫叫““驵驵侩侩””。。到到了了唐唐代代，，经经纪纪人人又又通通称称叫叫““牙牙””。。明明代代陶陶宗宗仪仪在在《《辍辍耕耕录录》》中中说说：：
““今今人人谓谓驵驵侩侩者者为为牙牙郎郎””。。““驵驵侩侩””、、““牙牙郎郎””就就是是指指专专门门在在牲牲口口交交易易市市场场上上，，为为
买买卖卖双双方方拉拉线线牵牵头头说说合合买买卖卖成成交交的的人人。。交交易易时时““牛牛经经济济””从从来来不不直直接接谈谈价价，，
而而是是在在众众目目睽睽睽睽之之下下双双方方伸伸出出右右手手，，袖袖口口相相接接，，手手指指对对话话““袖袖口口交交易易””。。经经过过
与与买买方方讨讨价价还还价价、、切切磋磋，，最最后后双双手手并并拢拢相相握握，，初初步步确确定定价价格格。。再再按按照照这这个个价价
格格由由他他与与卖卖主主以以同同样样的的方方式式商商议议能能够够接接受受的的价价格格，，之之后后再再向向买买主主回回复复卖卖
主主的的接接受受价价格格，，经经过过三三番番五五次次商商讨讨，，最最终终达达成成交交易易。。整整个个交交易易过过程程买买卖卖双双
方方不不直直接接捏捏价价，，都都是是由由““牛牛经经济济””从从中中斡斡旋旋。。买买卖卖做做成成了了，，找找个个背背人人的的方方位位，，
买买方方把把钱钱交交给给““牛牛经经纪纪””，，““牛牛经经纪纪””再再把把钱钱数数给给卖卖方方。。到到底底买买方方和和卖卖方方出出多多
少少，，得得多多少少，，中中间间的的差差额额他他得得了了多多少少，，这这些些都都永永远远是是个个谜谜。。

在在农农村村驯驯牛牛是是个个技技术术活活，，一一般般都都会会请请村村里里的的老老把把式式们们。。我我家家的的牛牛赊赊来来
时时还还未未成成年年，，处处在在长长个个子子的的阶阶段段，，当当时时家家里里确确实实需需要要有有头头牛牛拉拉拉拉拽拽拽拽。。年年
一一过过，，开开了了春春，，母母亲亲说说可可以以找找人人把把牛牛驯驯起起来来，，先先干干点点轻轻俏俏活活，，既既能能让让小小牛牛早早
点点适适应应，，又又能能减减轻轻家家里里负负担担。。春春忙忙时时节节，，村村里里家家家家忙忙得得屁屁股股坐坐不不住住，，串串了了几几
门门子子，，根根本本找找不不到到空空闲闲的的人人。。看看着着母母亲亲愁愁眉眉苦苦脸脸的的样样子子，，我我对对母母亲亲说说：：““不不
行行咱咱自自己己驯驯。。””““胡胡闹闹，，自自古古驯驯牛牛都都是是把把式式活活，，你你一一个个小小孩孩子子家家瞎瞎咧咧咧咧。。””其其
实实母母亲亲不不善善农农活活，，家家里里没没有有劳劳力力，，我我 1155 岁岁就就学学会会了了扶扶犁犁耕耕地地，，耘耘地地耙耙地地，，
除除草草打打药药，，农农活活不不能能说说样样样样精精通通，，至至少少都都上上过过手手，，这这驯驯牛牛的的事事还还真真想想试试试试。。
““庄庄稼稼活活不不用用学学，，别别人人干干么么咱咱干干么么，，不不试试哪哪里里知知道道！！””我我回回应应着着母母亲亲的的质质疑疑。。

母母亲亲也也实实在在没没有有别别的的办办法法可可想想，，只只有有默默认认下下来来。。我我向向村村里里老老把把式式们们求求教教了了
大大致致情情况况后后就就忙忙活活起起来来。。俗俗话话说说““打打马马摸摸啦啦牛牛。。””驯驯牛牛不不能能向向驯驯马马样样，，不不听听
话话就就照照着着鞭鞭子子上上，，对对牛牛得得温温柔柔些些，，多多摸摸啦啦顺顺着着点点。。母母亲亲身身体体瘦瘦弱弱，，我我不不敢敢让让
她她牵牵着着，，因因为为小小牛牛胆胆子子小小，，怕怕惊惊了了牛牛碰碰撞撞到到她她。。先先把把牛牛缰缰绳绳拴拴在在树树上上，，用用把把
青青草草或或树树叶叶引引着着它它，，使使牛牛安安静静下下来来，，瞅瞅准准时时机机把把牛牛梭梭子子套套上上，，可可是是梭梭子子一一
沾沾牛牛身身子子，，小小牛牛受受到到惊惊吓吓，，一一蹦蹦三三尺尺高高。。好好在在小小牛牛早早已已扎扎了了鼻鼻圈圈，，缰缰绳绳又又拴拴
在在树树上上，，否否则则根根本本拉拉不不住住。。一一次次不不行行两两次次，，待待它它安安静静下下来来接接着着套套，，这这样样反反复复
几几次次之之后后终终于于套套上上了了地地排排车车，，可可是是一一解解开开牛牛缰缰绳绳小小牛牛就就像像脱脱缰缰野野马马似似的的，，
四四蹄蹄蹬蹬开开，，一一路路狂狂奔奔，，尽尽管管地地排排车车上上装装着着半半车车土土，，拉拉起起来来还还有有些些分分量量，，但但还还
是是压压不不住住那那股股牛牛劲劲。。小小牛牛顺顺着着村村道道一一溜溜烟烟向向场场院院跑跑去去，，一一路路颠颠簸簸，，车车脚脚跑跑
脱脱了了，，就就拉拉着着车车排排继继续续跑跑，，跑跑到到呼呼呼呼只只喘喘气气，，实实在在跑跑不不动动了了才才慢慢慢慢停停下下来来，，
跟跟随随一一路路狂狂奔奔的的我我拿拿把把青青草草慢慢慢慢凑凑上上去去，，使使它它安安静静下下来来。。就就是是这这样样一一遍遍遍遍
的的练练习习，，最最后后小小牛牛终终于于可可以以套套上上地地排排车车在在我我牵牵引引下下上上路路了了。。最最初初尽尽管管胆胆子子
很很小小，，在在路路上上遇遇上上对对向向来来人人和和车车，，会会路路时时拼拼命命向向边边贴贴，，但但天天长长日日久久后后被被我我
驯驯得得服服服服帖帖帖帖。。母母亲亲向向街街坊坊四四邻邻说说起起我我驯驯牛牛的的经经历历，，起起初初大大家家都都不不信信，，因因
为为这这毕毕竟竟是是老老把把式式们们干干的的技技术术活活，，但但当当看看到到我我每每天天牵牵着着牛牛练练习习的的样样子子，，最最
后后也也只只得得信信服服了了。。

之之后后，，这这头头牛牛的的确确给给家家里里出出了了大大力力气气。。家家里里分分的的第第一一块块宅宅基基地地就就在在村村
南南头头原原生生产产队队的的菜菜园园北北边边，，是是一一片片水水坑坑洼洼地地，，要要垫垫平平得得要要多多花花好好多多土土，，有有
劳劳力力的的可可以以自自己己垫垫，，没没有有劳劳力力只只能能花花钱钱雇雇人人。。为为此此，，好好多多人人家家犹犹豫豫，，舍舍不不得得
要要。。母母亲亲有有远远见见，，想想法法和和别别人人不不一一样样。。母母亲亲说说：：““这这是是今今后后村村里里的的好好宅宅基基，，用用
土土不不行行咱咱自自己己拉拉，，农农村村过过日日子子不不能能惜惜力力气气””。。正正如如母母亲亲所所言言，，若若干干年年后后，，这这
块块宅宅基基地地成成了了村村里里不不可可多多得得的的好好位位置置，，大大街街的的十十字字路路口口。。在在垫垫这这块块宅宅基基地地
时时那那头头牛牛功功不不可可没没，，每每到到星星期期天天或或寒寒暑暑假假，，我我和和母母亲亲就就赶赶着着牛牛车车拉拉土土垫垫宅宅
基基地地。。寒寒假假里里垫垫地地基基不不是是一一件件好好活活，，地地冻冻得得一一尺尺多多厚厚，，到到处处硬硬邦邦邦邦的的，，穿穿布布
鞋鞋走走在在上上面面就就能能感感觉觉到到硌硌脚脚，，铁铁锹锹根根本本铲铲不不动动，，只只有有靠靠铁铁镐镐一一点点一一点点撬撬，，
不不过过装装车车倒倒是是方方便便了了很很多多，，戴戴上上棉棉手手套套，，将将铁铁镐镐撬撬下下来来的的冻冻土土块块一一块块块块搬搬
到到车车上上。。就就这这样样，，一一冬冬一一夏夏，，靠靠着着牛牛车车就就把把宅宅基基地地基基本本垫垫平平了了，，小小牛牛也也越越用用
越越顺顺溜溜，，后后期期甚甚至至不不用用牵牵着着，，到到站站自自己己主主动动停停。。耕耕地地、、耘耘地地、、夏夏种种秋秋收收，，拉拉车车
碾碾场场，，这这头头牛牛可可是是出出了了大大气气力力。。

在在我我当当兵兵离离家家之之前前，，就就在在那那块块宅宅基基地地上上盖盖起起了了新新房房。。之之后后，，家家里里的的条条
件件也也是是逐逐年年改改善善，，相相继继添添置置了了拖拖拉拉机机、、电电机机等等一一些些现现代代化化的的机机械械设设备备，，夏夏
种种秋秋收收逐逐渐渐实实行行机机械械化化，，牛牛的的用用武武之之地地越越来来越越少少，，再再说说它它的的年年龄龄也也起起来来越越
大大了了，，家家里里人人不不忍忍它它老老在在家家里里，，最最后后只只得得忍忍痛痛割割爱爱，，牵牵到到牛牛市市上上找找了了新新主主
户户。。回回家家探探亲亲时时不不见见牛牛的的影影子子，，母母亲亲告告诉诉我我说说牛牛卖卖了了，，顿顿时时我我心心里里空空落落落落
的的，，这这头头牛牛毕毕竟竟是是自自己己驯驯出出来来的的，，内内心心真真舍舍不不得得。。母母亲亲说说上上集集的的路路上上，，老老牛牛
落落了了一一路路的的眼眼泪泪，，走走走走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走走走走，，就就是是不不肯肯去去。。尽尽管管老老牛牛听听不不懂懂，，母母
亲亲还还是是给给它它说说了了一一路路的的话话，，跟跟着着落落了了一一路路的的泪泪。。总总不不能能留留在在家家里里给给老老牛牛
““养养老老送送终终””吧吧！！实实在在没没有有办办法法，，只只能能咬咬咬咬牙牙狠狠狠狠心心把把它它卖卖了了。。说说这这话话时时母母
亲亲擦擦着着眼眼泪泪，，有有些些哽哽咽咽。。鲁鲁西西北北农农村村的的风风俗俗是是卖卖牛牛不不卖卖缰缰绳绳，，那那头头老老牛牛用用
过过的的缰缰绳绳至至今今挂挂在在东东房房的的墙墙上上，，家家里里人人舍舍不不得得丢丢弃弃，，或或许许也也算算是是对对那那头头曾曾
经经和和家家人人一一起起走走过过艰艰难难时时光光岁岁月月老老牛牛的的怀怀念念吧吧！！

林晓蔚

在西非和中东工作，“next time”和
“five minutes”是两个在日常工作和生活
中经常遇到的词。前者的意思是“下一次”，
后者的意思是“5 分钟”。

“next time”经常用于表达一种虚无
缥缈的承诺，先一口答应下来，至于什么时
候办、怎么办，我们都留到下次说。在西非
时，我到政府部门办事，有些官员“心直口
快”地希望我给他带点礼物。当面不好拒
绝，这时候就可以祭出“next time”这个大
杀器。嘻嘻哈哈，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办事
方式和稀泥，这种尴尬时刻也就算过去了。

如果对方不太高兴或不甚满意，那么
“next time”的另外一种可怕的形式就要
降临到我身上了：请对方办的事什么时候
能办？得到的回答就是“next time”。

小时候我读作家严文井的《下次开船
港》，唐小西做作业总是“下一次”，结果被
骗到了下次开船港。在那里，时间永远静
止，他想要救出他新结交的布娃娃朋友，船
却非要等到下一次才开。在西非时，我常常
想起这本书。

“five minutes”那就更有名了。
“你什么时候能到？”“5 分钟！”这可能

是在非洲和中东生活时遇到的最有名的
“虚数”。5 分钟可能是 15 分钟、半小时，也
可能是 1 小时甚至 2 小时。总之，它永远不
会是 300 秒。以我的生活经验，大概在半小
时至一小时左右，全世界的“5 分钟”大致
略有不同。

所以，在西非，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事、
约当地媒体朋友，还是召集雇员开会或是
出门采访，95% 以上没有准点的时候。严

重晚点更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参加
当地一家中企某水利工程的竣工仪式，
说好了该国总统将在上午 11 点出席并
讲话，但当天我们足足在烈日下多等了
两个半小时，饿得在场所有人前胸贴后
背，总统到下午 1 点半才来。

我来中东的时间不长，但以上时间
概念，并没有太明显的不同。正因如此，
一个为我们兼职干活的老雇员才引起了
我十分的注意，因为他作为一个在为人
处事和生活习惯上都非常“阿拉伯”的约
旦人，实在是太准时了！

我约他 9：30 来家里，他 9：20 就
到；我和他说好 10：30 一块从我家出发
去办事，他 10：25 给我打电话说在门口
了……有一回，我和他说某活动 6 点在
某酒店举行，他竟然 5 点钟就提前到场
了。他的时间观念，在我周围的阿拉伯人
中“鹤立鸡群”，令我十分好奇：是什么让
这个各方面都非常传统的阿拉伯人在这
一点上“取得突破”？

有一次我蹭他的车，他一边开车一
边和我聊起了他的经历。他生在巴勒斯
坦，上世纪 70 年代，西德政府一度和巴
勒斯坦关系不错，他被公派到西德待了

一年，学习船舶驾驶。但很快双方交恶，
他回到了中东，在黎巴嫩开始干记者行
当，这一干就是快 40 年。

“林，以前你问过我，为什么我总是
提前到，那是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去了
西德。在西德，德国人教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准时。”他终于解答了我的疑问，
而对于这个答案，我恍然大悟，但也一点
也不觉得意外。

“那时，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就
是我在西德坐火车，时刻表上显示我的
换乘时间只有 3 分钟。我当时非常非常
担心赶不上下一趟。结果，我的上一趟火
车抵达时间和时刻表上一分钟都不差，
我下了车就赶到邻近的站台，正好下一
班车也分秒不差地开了，我什么都没错
过。”他说。

“是的，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因为
我第一次去德国时，也很惊讶于这么精
确的列车时刻表。”我接着他的话说。数
年前，我在德国巴伐利亚山区旅行时，就
连拜仁州内的各种短途线路(RE/RB/
IRE/S-Bahn)也和时刻表上显示的分秒
不差，令我大为震撼。回国后，我还写了
个帖子“德铁订票保姆级指南”，特别期待

更多的人去“领教”德意志民族的精确。
后来，我从慕尼黑坐著名的 ICE 高速

列车去柏林，坐下来后发现座位上有一份
时刻表，注明了这 3 天因为调度上的原
因，抵达时间将比平时晚 11 分钟——— 6
小时风驰电掣，列车开进柏林中央火车
站，停下来的时刻不出意外地和那份时刻
表上一分不差，晚了 11 分钟。当时，我内
心深处的那种震撼，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去欧洲次数多了，发现 DB(德
铁)的“神话”也渐渐“破灭”。几次在英国乘
火车旅行，也是相当精确；荷兰的朋友说，
德铁这几年晚点也是常事了，荷铁倒还保
持着一贯的靠谱；还有朋友说，如果想体
验更靠谱的铁路网，我可以去瑞士看
看……

至于另一个传说中也严谨得可怕的
国家——— 日本，我的朋友圈则出现了不一
的说法：有人说现在的日本和过去一样精
密得像齿轮，有人则抱怨除了新干线以
外，一般线路晚点个三五分钟也已司空见
惯。

其实，上网搜“德铁+准点”，吐槽络绎
不绝。尤其近些年，住在德国的很多同胞
都遭遇过德铁的大规模误点。据媒体报
道，2013 年德铁误点时间总和是 3787237
分钟，差不多相当于 88 个月。我想，由于
这些年中国高铁网络的快速、便捷、舒适
以及也相当不错的准点率，再去德国想必
是另外一种感受。

然而，像我和我的这位老雇员，基于
我们白驹过隙般的浅层次体验，仍然在内
心深处对德铁有着一种不太理性的偏执
好感：至少，在我们有限的经历里，德铁把
我们都变成了更准时、更精确的人。

“

域域外外来来鸿鸿 5 分钟等于 300 秒吗？

像我和我的这位老雇员，基于我们白驹过隙般的浅
层次体验，仍然在内心深处对德铁有着一种不太理性的
偏执好感：至少，在我们有限的经历里，德铁把我们都变
成了更准时、更精确的人

王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数众多的优秀国
产战争片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铸就了中
华民族不同时期的英雄谱系。但在全球文
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能够冲出亚洲甚
至走向世界的中国战争片仍然屈指可数。
国产战争片如何强化“国际范”，为传播
中国声音、彰显国家形象贡献力量，就要
更加尊重国际传播规律，拓展精神格局，
不断从跨文化传播中寻求与世界观众在价
值观、审美观等多方面的最大公约数。

就拿二战题材的战争片创作来说，《辛
德勒的名单》《索菲的抉择》《美丽人生》等
传世作品，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德国法西斯
的罪恶，让双手沾血的战争贩子在人类共
同的价值追求和正义谴责面前，不得不低
头认罪，彰显了艺术的巨大心灵穿透力。可
同样作为二战中深受日本法西斯之害的国
家，中国产生了多少类似这些震撼人心的
战争片，能让那些逃避战争罪责的日本人
也受到良心拷问呢？

艺术作品的思想格局有多大，往往决
定其作品能够走得多远。清代诗人沈德潜

在其《说诗晬语》一文中以“襟抱”解释何为
“胸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
第一等真诗。”中国战争片之所以缺少走向
世界的底蕴和后劲，很大程度在于作品视
野局促狭隘，艺术家缺少用能够激起人类
情感共鸣的文明尺度和精神标高来规约创
作的文化自觉。

当前，国内有些战争片的创作者，要么
过于煽情，要么走向极端，都有碍于作品思
想意义的深层表达。而许多沦为笑柄的“抗
日神剧”，更谈不上历史敬畏观和思想价
值，只充斥着感官刺激。一场灾难深重的反
法西斯战争，在荧屏上变异为意淫式的狂
欢。这样的创作模式，遑论震撼日本人，就

连自己人也吐槽不断，嘘声一片。这样的
战争影视作品，何谈走向世界？

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更
需要通过文艺的力量塑造提升国家形
象。我们理应具备创作出经典战争作品
的文化自信。如果把优秀的中国战争片
比作一个长方体的话，这种体积的计算
公式应该是：

中中国国战战争争片片==长长((历历史史传传统统))××宽宽((国国
际际视视野野))××高高((思思想想高高度度))

在历史纵坐标上，中国战争片上应
勇于承前启后，突破前人，使作品不单

是学习英雄的教科书，还有对历史、战
争和人性的深刻追问，在多元文化时代
以宏阔胸怀和深沉省思向战争矿藏的深
层掘进，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尊重与肯
定。

在国际横坐标上，中国战争片的思想
文化视野应该更宽广。我们不能只满足于
战争片的内部宣教功能，而应着眼全球视
野下的文化书写，对中华民族承受的战争
痛苦进行重新解读。其中尚待深挖的领域
还有很多，比如可否思考把抗日战争放到
更宏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去拍摄
“中国二战片”而不是传统的“中国抗战
片”？

此外，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文
化体制要提供更宽松的创作空间外，更
需要努力发掘我们倡导的主流价值与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之间的思想交集，不断
提升战争文学的内在张力和外在传播
力。如果我们有心借鉴好莱坞“闲花落地
听无声”的创作思维，寻找挖掘东西方审
美观念的最大交集，那么推出几部风靡
全球的作品有何难哉？“心诚求之，虽不
中亦不远矣！”

“ 当前，国内有些战争片的创作者，要么过于煽情，要
么走向极端，都有碍于作品思想意义的深层表达。而许多
沦为笑柄的“抗日神剧”，更谈不上历史敬畏观和思想价
值，只充斥着感官刺激

战争片的精神格局

韩浩月

爱之于中国人一直不是件轻松的事
情，羞于表达爱使得人们的情感难以得到
有效的沟通。一些时候，恨反倒比爱更能交
代清楚亲情或爱情关系。在社交媒体上，
“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泛滥的符号，但在
现实生活里，爱依然处在一个缺失或者空
洞的状态。这让人颇觉得无奈。

想到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季羡林遗物
案上周再次开庭了。自 2009 年季羡林辞世
后，与其遗产有关的纠纷一直没有停歇。
2016 年 5 月，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存放了季
羡林物品的北大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
一审判决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从
辞世到今天整整八年，一次次被推到舆论
风口的季羡林，还在承受着世人复杂的眼
光打量。

公众心目中有两个季羡林。一个是那
位《怀念母亲》《夹竹桃》《永久的悔》等诸多
文章被收进教科书、一生翻译与创作出版
了诸多皇皇巨著的大师季羡林；一个是那
位随着遗产争夺案一起不断被曝光家庭生
活的平凡老人季羡林。隐私一次次见诸媒
体，不会磨损季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辉煌，
但却一度让这位真正走上大师殿堂的文化
巨擘，暴露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脆弱一面，这
恐怕是所有尊重他、爱他之人，所不愿意看
到的。

季承曾出版名为《我和父亲季羡林》的
图书，将父亲形容为“一个人生失败者，一
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书中还

写到诸多类似于这样的细节：“记得父亲在
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了一瓢
水去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从来没有
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父亲的冷漠让一个
儿子的积怨在成年之后爆发，父子两人曾
13 年没有见面，这种人伦悲剧的发生，其
实无外乎一个字，“爱”。

打官司很容易为季承赢得同情，一方
面有“子承父业”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另
一方面公众的“补偿心理”也会倾向于季承
的利益。缺乏“父爱”的季承，表面上看是在
“索要”父亲的财物，但暂且放下法律条框、
人伦情理，单从情感深处去分析，这何尝不
是一个儿子在向父亲“讨要”欠缺的父爱，
在民间，类似的父子恩怨比比皆是。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叫“缺
爱的一代”，60 后、70 后们纷纷自称是“缺
爱的一代”，甚至一直被认为在溺爱中长大
的 80 后、90 后也认为自己“缺爱”……其实
向前追溯，生于 1911 年的 10 后季羡林那

一代，才是真正“缺爱”的源头。他生于乱
世，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给他所留下
的印象是“荒唐离奇”，与母亲早早分开，
青年时代颠沛流离，娶妻时娶了一个不
爱的女子，虽然贵为“大师”，但情感体验
的匮乏，以及现实生活缺乏真实情感的
灌注，才是造就季羡林所谓对“亲情冷漠”
的真正原因。

对亲情冷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
分子的集体烙印。作家老鬼在《母亲杨
沫》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沫，在父亲打
骂时添油加醋，说老鬼的《血色黄昏》是
大毒草，给北大写信检举自己的儿子。类
似的事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
并非个例，许多人忙于处理时代伤痕，无
暇顾及亲人感受，或者寄情于创作，把所
有激情都用于学术钻研，亲情无形中变
得如同炭火，触碰一下也会被灼伤。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女儿、婶
母、妻子去世之后，季羡林都没有去参加

她们的葬礼，但却分别写了散文作为悼
念，也许只有在文章里表达情感才是安
全的，不用那么直接地揭开陈年伤疤，可
以用文字去修饰残破人生的裂痕。

作为局外人，关注季羡林先生家庭的
私人生活，应有悲悯之心，他们个人或者
家庭的命运，在放大或缩小之后，都会投
射到万千家庭那里，只是普通家庭的隐
伤，就算暴露后也会很快自我愈合于无声
当中，而季先生作为极富知名度的公众人
物，不得不承受舆论的点评，却是无法躲
掉的命运。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杜绝
八卦之心，把季先生放在时代命运的大背
景下去打量，或会理解、体谅这位文化老
人的悲伤与无奈。

走出季先生的家庭故事，再跨越 60
后、70 后、80 后这三代人，在 90 后、00
后、10 后这三代年轻人当中，应当是不
缺爱的，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
逐渐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去爱，上面几
代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已经逐渐学会
了如何科学地面对以及解决爱的难题，
况且，当下的青少年群体，掌握了更多的
信息，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开阔的
视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独立得多———
而独立，恰恰是懂得爱的前提。

有句话这样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
三代人时间”，从不懂爱、缺爱到拥有爱、
运用爱，何尝不需要花费三代人的时间？
值得欣慰的是，缺爱的年代一去不回，爱
也剥离掉了附加在它身上的诸多条件，
在这个时代处处绽放。

“

谁才是缺爱的一代月月评评

在 90 后、00 后、10 后这三代年轻人当中，应当是不
缺爱的，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逐渐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
去爱，况且，当下的青少年群体，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了解
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独
立得多——— 而独立，恰恰是懂得爱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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