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品是电影业过冬的解药
花开时节知美好

□ 姜天骄
2019 年，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注定是不
平凡的一年。据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显
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我国电影市场
总票房为 311.7 亿元，同比减少 2.7%；总观
影人次为 8.08 亿，同比减少 10.3%；国产影
片票房为 157.54 亿元，同比减少 16.94%。
各方面数据都在让行业感受到一股扑面而
来的寒流。
融资难是今年电影行业遇到的主要困
难之一。造成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过多年爆发式增长，影视市场逐
渐回归理性，观众的审美品位有所提升，
不再买账流量明星、大 IP 的套路。在这种
情况下，操盘一个影视项目的风险也随之
加大。其次，受整个经济大环境下行压力
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倾向更趋保守，不再
愿意将资金注入风险大、收益不稳定的影
视项目上。再次，去年影视行业经历的税
务风波余波未散，导致外行资本不敢盲目
进入影视项目，担心承受意外风险。多重
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大量影片找不到资
金去拍摄。从 2018 年下半年，开机的项目

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质内容的追求还在不断提升，这些都
将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持续的动力。

就在减少，今年，无论是申报电影备案还
是电影开机数量仍在严重下滑。
困难摆在面前，电影行业前进的每一
步都变得愈发谨慎，谨慎筛选、谨慎开
发、谨慎制作、谨慎投资。实际上，这种
谨慎小心的发展基调一方面会让行业经历
发展暂时放缓的阵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行业驱逐劣币，净化市场。
可以看到，今年上映的国产片更多的
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博取观众的青睐。以近
期上映的 《银河补习班》 为代表，虽然缺
少了娱乐性，但是能够带给观众更多思考
和回味。剧情片崭露头角释放出一个积极
信号，行业已经逐渐意识到，讲好故事才
是电影发展的唯一出路。

出版社玩文创，

当前中国电影正处于在从数量时代向
质量时代调整的阶段，
行业称之为稳定发展
期。面对阶段性调整的现实，
电影产业的参
与者应该积极应对挑战，
同时充分意识到中
国电影市场后续发展的动能和潜力。电影
作为最广泛触达用户的文化载体，一方面，
能够给社会和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文化价
值，
另一方面，
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优
质内容的追求还在不断提升，
这些都将是中
国电影未来发展持续的动力。
稳定发展的阶段，
也是思考中国电影自
身发展正确路径、
树立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
时机，要将视野放到更大的追求上，追求精
品、
追求中国特色的风格。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今年下半年也是我国电影产业

做一个有主见的读书人

这个可以有

□

□ 周慧虹
读书人

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之
路已经将触角伸到每个细分
行业。
近年来，文创市场不断升温，博物馆、旅游
景区之外，出版社也开始借助独有的图书资源，
推出各具特色的文创商品。
比如，人文社“人文之宝”的伍尔夫咖啡杯
一经面世即受欢迎，它将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
吉尼亚·伍尔夫的形象印于杯身，并附上她给丈
夫遗书中的一句话：
“ 记住我们共同走过的岁
月，记住爱，记住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
《凡悲鲁》中提取了部分画作制作成便签本、杯
子、帆布包。中国地图出版集团中图北斗公司推
出的文创产品《列国图志——世界日历 2018》，
每一页既有专业精细的地图、国家影像、各国简
介，
也有权威学者筛选的名人箴言……
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融合，从单一出版向立
体的文化服务企业发展，这反映出我国出版业
在推进自身业务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又迈出了
新的一步。
当前，我国出版行业中，出版社数量众多，
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无论从营业收入还是经
营利润来看，皆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不过，
也要看到的是，作为出版社主业的图书出版，近
年来亦暴露出一定问题，此前曾有部门公布了
图书市场的新书销售情况，居然有不少出版社
的单本新书总体销量不足 10 本，许多新书从印
刷厂出来，在书店兜一圈后，就又进了造纸厂回
炉化为纸浆。由此，既体现了好书难求，书业市
场竞争激烈，同时，也折射出出版行业在固守本
业的同时，
亟须另觅他途，
走多元化发展之路。
而像一些出版社瞄准文创做文章，确有其
可行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出
版社以往出版的各种图书中，本身就蕴含了丰
富的文化智慧成果，将其中一些成果发掘出来，
以文创形式呈现给市场，无论从创意根基还是
社会认知来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
面，这些文创产品由图书衍生，与图书具有极强
的关联性，对于相关出版社而言，实际运作中也
就顺理成章，不致因面临太大挑战而承受过高
的跨界经营风险。
由当前一些出版社玩文创，不免想到管理
学中的光环效应。所谓“光环效应”，是人们常有
的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评价倾向。就像有个成
语“爱屋及乌”，只要人们认为某个人、某件事物
不错，就赋予其一切美好的期许，就连与之相关
的因素亦跟着沾光。诚所谓“君子善假于物也”，
恰到好处地利用“光环效应”，会使市场经营者
进一步提升自身知名度，更增加其产品对消费
者的吸引力。
对于出版社来说，一些出版社本身即具有
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还有些出版社即便自身知
名度不高，可其出版的相关图书或是图书所涉
内容为读者熟知与欢迎。这些有利资源不啻为
出版社套上了“光环”，其经营管理者即可借助
于“光环效应”，围绕图书及其内容精心策划设
计，推出相应的文创产品，进而吸引消费者的关
注与热捧。
目前来看，出版社涉足文创领域还只是开
始，有广阔空间值得探究。在此，有必要指出的
是，出版社发展文创产业切忌盲目跟风，市场青
睐的终究是那些惠眼独具者，只有善于结合实
际，将出版社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消费者的内在
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把准方向，使出版社的文创
之路走得通畅。

真正发力的时间，
将会有多部主旋律影片集
中上映，
为祖国生日献礼。其中包括由吴京
主演的反映中国队员登顶珠峰故事的《攀登
者》；改编自“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真实事件
的《中国机长》；有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
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我和我的祖
国》；还有以二战时期中国空军及美国志愿
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为时代背景改
编的真实事件的《鹰猎长空》等一批聚焦伟
大时代，记录伟大实践，关注人民奋斗故事
的优秀主旋律作品。从过去几部爆款电影
如《战狼 2》
《我不是药神》
《流浪地球》等的
成功经验来看，
今年的国庆献礼影片很多都
具有成为爆款的基因，
讲好这些中国故事不
仅是中国电影人的重要责任，
同时也是中国
电影走向全球市场，
真正融入世界的根本。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从来就
不缺好的故事。眼下电影行业正在经历寒
冬，那么电影人不妨借此机会沉下心来，充
分挖掘那些凝聚中国智慧、
彰显中国文化精
神的好故事，
相信好的作品一定会帮助行业
度过寒冬，
迎来更长远的发展。

不要做书籍
的 奴 隶 ，而
做自己的主
人 ，不 被 碎
片化和信息
化 ，而 拥 有
独立的思想
世界。

李觏是什么人，估计许多人不
知道，但说起李泰伯，听说过的人
就多了。有个著名的故事“李泰伯
指瑕”，说李泰伯曾经帮助范仲淹
把《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先生之
德”改为“先生之风”，一字之变，显
示出他崇高的文学和思想修养。
这个李泰伯就是李觏，泰伯是他
的字。
就这么一个被后世宗为哲学
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一
时儒宗”，却极不喜欢一本儒家经
典——《孟子》，随之也不喜欢孟轲
这个人。不喜欢到什么程度了
呢？据说他去考秀才的时候，碰到
的题目是“经正则庶民兴”，想了半
天，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就说：
“没有书不是我所读过的，可这一
句 我 却 不 知 道 ，那 一 定 出 自《孟
子》。”连题也不答，把笔一掷就跑
出来了。
李觏虽然不喜欢孟子，却并不
妨碍他成为一个影响当代、思想传
世的著名学者。他的不喜欢，倒不
一定是他不曾接触过《孟子》，大概
还是简单地了解之后对孟子的思
想不感兴趣，而且觉得与自己的思
想不符，有点排斥。自己有自己的
思想重心和中心，由此出发而摒弃

李尚飞

其他学说，既不绝对，也不主观，这
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是阅读精
神的体现。幸运的是李觏生活在
北宋学术氛围相对比较宽容的时
代，所以，哪怕他表现得如何不喜
欢，诸多尊孟的人不但没有把他怎
么样，
还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
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同样
不喜欢孟子的晁说之遇到了宋高
宗，当时宰相想给晁说之一个官
位，高宗知道后说：
“ 孟子发挥王
道，晁说之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
非议孟子。”下令让晁说之直接退
休回家了。到了宋亡后的七百多
年，读书人不背诵钻研《孟子》，不
信奉尊崇孟子的学说，根本就是不
可能的事情，更莫说敢提出不同意
见了。
我们读书，在不了解其内容
和观点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地加
以否定；在自己不具备高屋建瓴
的思想态势的情况下，也不能先
入为主地抱一种指摘、挑剔、批
判的眼光去看待某本著作和某个
作者。如果这样做，于作品和作
者倒是无损，却首先把自己限制
了，这样的阅读，无益而有害。
而阅读分明是自由的，选择的权
利归于自己，依据的，应该是自

己的兴趣、心性、爱好、方向等
主观的因素，但这中间，绝对不
能排除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判断力
——建立在自己对宇宙、社会 、
生命、人生认识基础上的判断
力。李觏是一个修养深厚的儒
者，他赞同儒家的学说，但认为
孟子歪曲了正统，所以不喜欢，
这就是他判断力赖以产生的源泉。
所以，高明的读书，一定有着
一个必然的过程在里面：首先是应
该阅读什么，最终却要发展到不应
该阅读什么。阅读什么，为的是自
己的趣味、坚守、追索，舍弃什么，
同样也是为了这个。但取与舍中
间，却有着一个提升素养、深化思
想后的自己在里面。阅读什么，体
现的是自己的小——视界需要开
拓，思维需要升华，想法需要沉淀，
精神需要凝聚；不阅读什么，体现
的是自己的大——岁月不居，人生
短暂，总有些什么需要自己来呵
护、守卫、完善。这样的人，不做书
籍的奴隶，而做自己的主人，不被
碎片化和信息化，而拥有独立的思
想世界。
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读
书态度，我们仍然需要在浩瀚的书
籍面前树立自己的尊严。

别让灵感稍纵即逝
□

灵感一
如滑过暗夜
星空的流
星 ，如 果 不
及时记载下
来 ，一 旦 错
过 ，你 就 可
能会抱憾终
身。

2018 年夏末，著名作家李春雷
来襄阳市采风期间，我发现他有一
个好习惯，无论何时何地，手里都
拿着两样东西：一本大号的黑色笔
记本、两支圆珠笔。他在行走坐卧
甚或吃饭时，只要听到有意思的
事，
都会拿笔记录下来。
为什么要带两支笔？李春雷
解释说，
“万一笔芯没有墨水了，到
时候再找，
来不及记录了”。
从李春雷随身携带两支笔的
习惯可以看出，其成功的背后是努
力与付出、细心与认真，正是因为
付出比常人更多，其成为闻名全国
的报告文学作家、两获鲁迅文学
奖，
也就不奇怪了。
一次，我和襄阳市作协副主席
王大春偶然谈起此事时，他说襄阳
市小小说作家尹全生也和李春雷
有着类似的做法，他总是随身背着
一个黄色的帆布挎包，里面永远都
会装着本子和笔，只要听到有趣的
故事，就会立即记下来。凭借坚持
不懈地积累素材，尹全生成为国内
名噪一时的小小说作家。
对文学创作而言，积累素材的
过程，就像化蛹成蝶的过程，或者
像火山积聚力量的过程，只有力量
积蓄到极限，方能喷涌而出。这个
积累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记录，不
断地搜集，方能积少成多，聚沙成
塔，而这个过程需要有绳锯木断、

涂玉国

水滴石穿的恒心，
方可功成。
唐代诗人李贺，
“恒从小奚奴，
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
即书投囊中。”正因为他日常观察
细心和每有灵感便记录下来，并持
之以恒，才成就了“诗鬼”的美名。
无独有偶。宋代诗人梅尧臣，随身
带着一个号称“诗袋”的布袋，游玩
或者行走途中，一旦有所得，便记
下来投入袋中，之后再慢慢斟酌修
改，
写出了不少名篇佳作。
随听随记、随得随记、随感随
写，既可以不断积累素材，更可以
捕捉一闪而过的灵感，避免错失
机缘。
南宋诗人陆游，每有奇思妙
想时便及时记下来置于诗囊中，
他在 《初寒》 一诗中写道：“作诗
老恨无奇思，时取囊中断稿看。”
等到创作枯竭，或钻进死胡同，
或缺少创意时，把原来记下来的
一些不完整的诗稿拿出来看看，
便会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感觉，重新迸发创作的激情。因
为对创作中这种偶然闪现的灵感
有着深刻体悟，他在另一首诗中
写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
之。”灵感一如滑过暗夜星空的流
星，如果不及时记载下来，一旦
错过，你就可能会抱憾终身。
小的时候，父亲常说，好记性
抵不过烂笔头，就是希望我们养成

随时记录的好习惯，避免遗漏重要
的事情。这种方法，在文学创作
中，
尤为实用。
在文学创作中，经常会出现
灵感一刹那间闪现的时候，当那
些好的构思、好的想法、好的诗
句突然出现时，应当尽快记录下
来，然后，再慢慢打磨，就有可
能成就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
歌。如果不及时记下来，等到以
后再写时，就会少了灵性，失去
了“诗眼”，后悔莫及。但不少
作家对此却不以为然，总认为自
己有着聪慧的大脑、过人的想
象、强悍的记忆力，对一些福至
心灵、突然而至的灵感不是想着
及时记下来，而是轻漫漠视，总
想着以后写作时肯定会记起来。
殊不知，灵感往往是一瞬间的
事，往往是突然而来、倏然而
去，并不能被人随心所欲地控
制，如果不及时记下来，就会很
快逃遁，并有可能永远不会再
来，从而错失奇思妙想，一篇奇
文妙诗可能因此失之交臂了。
文章自古辛苦事。一名作家
要成名成家，写出不朽的名篇巨
著，还须平时下得苦功夫，既像李
春雷那样随身备两支笔，更要像李
贺那样随身带上一个“诗囊”，随听
随记随想，长此以往，方能成为一
名有所作为的作家。

□ 仲呈祥
一次普通的采棉之行居
然牵扯出那么多事件，每个事
件不大，但都丝丝入扣，生动
展示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大量
生活细节。
看罢《花开季节》，我内心不能平静。
习总书记说：
中国不乏好的故事，
关键在于
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
事件，关键在于要有写好史诗的雄心。这
部电视剧把从兰考到新疆采棉的平凡故事
演绎得鲜活、
真实、
深刻、
感人，
真正是一部
当代中国人民在劳动迁徙中创造的史诗。
我们现在常常谈论何为美好生活，我
认为既包括物质生活，
也包括精神生活，
更
包含了人民在精神上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当
中对民主、对法治、对生态的全面要求，而
《花开时节》正是一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电视剧。所以，千万不要
把《花开时节》简单当作一部一般描写从兰
考到新疆去摘棉花的农村故事，因为这部
电视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视角。这部
戏是借助劳动题材深刻揭示了今天的新时
代。它表面上讲的是棉花，实际上是讲中
华民族、
中国农民在精神上从站起来、
富起
来之后到走向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进程中，
不仅收获物质之花，
更要盛开精神之花，
是
走进人民群众当中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怎么来、
又是什么样的作品，
它的视角是
宏大的。
能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层层递进很
难，但《花开时节》显然做到了。一次普通
的采棉之行居然牵扯出那么多事件，每个
事件不大，
但都丝丝入扣，
生动展示了当下
正在发生的大量生活细节。比如李大菊交
代大妮如何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要怎么
跪着、
网红直播的各种炒作、
新疆的辣椒和
大枣怎样堆成山等。还有那些很精彩质朴
的台词从最平凡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直击
时弊，多么有力量！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深
入生活的观察和体验，
都很难做到。
创作的方法有千条、百条，最可靠、最
有效的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花开时
节》以人民为中心，
导演、
编剧、
制片人亲自
到棉田里采访，
亲自在劳动中体验，
电视剧
中的很多故事和情节多数取材自现实生活
中的真人真事，片子当中的绝大多数演员
都是非职业演员，甚至男女主角都是普通
群众，
这是他们第一次演电视剧，
所以整部
片子充满鲜活生命力。
在片尾，
我们可以看
到，剧组为了拍好人物，在新疆采访了 130
多个真实的摘棉工。
为什么这样做？
剧中的
人物不就是从这里边浓缩出来的吗？
这部电视剧最好的是什么？是培养造
就了一批像大妮这样懂得诚实劳动的美、
懂得对诗意的追求、懂得超功利的真正意
义上的当代人，而不像我们某些影视作品
里造就了一群又一群、一波又一波的功利
的人、
庸俗的人、
低级趣味的人。北京大学
95 岁高龄的教授张世英先生是在世的年
龄最大的哲学家，他 70 岁以后的近二十几
年开始研究中华美学，他发现艺术就是应
该造就有诗意的人，对于目前文艺世俗化
现象，他则猛烈抨击。所以剧中大妮儿和
二妮儿的差距是时代造就的，这两个人物
的对比很有意味，是必需的。剧中那个文
化影视公司的混账艺术总监赵家奇是个投
机造假的“奇才”，这个人物的变化就是社
会中一些人真实的样子，
看着很解气。
《花开时节》看似没有打民族团结的
牌，但却非常成功地发掘了这个主题。剧
中最后，6 岁的加索尔亲切地喊大妮妈妈，
一群女花工掏心掏肺的视频不仅帮助吐尔
迪一家重新复合，而且里面中原女人浓得
化不开的亲情让人泪奔。
所以，
《花开时节》讲好了中国故事，
弘
扬了中国精神，
真正做到了思想精深、
艺术
精湛、
制作精良相统一，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花开时节》的创作道路是导演陈胜利
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纪实美学风格
追求的延伸和深化。通过这部电视剧，我
们可以看到《黑槐树》
《九一八大案纪实》
《女子特警队》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昭示了
一位有个性、
有追求、
有定力的艺术家应当
坚持的创作道路。
胜利导演在剧中注入了它的诗情画
意，他把镜头对准兰考黄河边，对准新疆
天山脚下，对准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棉花地
里那些姹紫嫣红的女人，这些意象给观众
以人与自然融合相处的一望无垠的壮美。
可以说是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理念极
致，意境深远，非常符合我们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学精神。相较于陈胜利，一些已经
被捧得很高的导演却已经根本没有定力，
也已经没有追求，他们就是为了赚钱。
《花开时节》 能够登上央视荧屏，引起普
通人民群众的强烈精神共鸣，取得不错的
收视，这本身就是对导演初心不变的最大
肯定和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