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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就有名片，那时
叫“名帖”或“名刺”，是一个人
去谒见另一个人表明身份的说
明。古代官员之间的往来就要
用名刺，一个官员去拜见另一
个官员，先向门房提交名刺，名
刺上写有姓名、官衔、籍贯等，
门房拿了名刺呈上主人，主人
看了，如果官职比自己高，就要
出门迎接；如果官职比他低，他
就让门房引见。民间交往少有
用名片的。

解放以后，工作人员来往
就不用名片了，而是用介绍信，
介绍人员的姓名、办什么事
务。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交
往多起来了，又开始用起名片
来。用名片最多的是日本人。
我在接待日本访问团时，发现
他们一见面，就拿出一叠名片，
给接待者每人一张。为此，我
1980年访问日本，也就做起名
片来。后来到欧美国家，发现
他们也用名片。有名片确实方
便，不仅能记住对方的名字，还
便于以后的交往。

不仅在国际交往中用名
片，国内也流行起来。我发现，
外国朋友的名片比较简单，一
般就印有姓名、工作单位、通讯
地址。而中国人的名片，有的
人写得很复杂，把他所担任的
专职兼职都写上。正面写不
完，背面还写一大串，有的还是
两张叠加。中国人还特别注重
写明本人的官职、级别，一定要
把什么处长、厅长写上。有一
次某省副厅长访问美国，在名
片后面加了一个括弧，里面写
上“正厅”二字。在美国遇到一

位台湾同胞，他以为“正厅”二字
是该人的字号。中国的文人过去
都有名和字，而且习惯称对方的
字以表尊重。所以台湾同胞就称
呼那位老兄为“正厅先生”，闹了
一个大笑话。

近些年来名片用得少了。人
们一见面就拿出手机来问：“能不
能加你微信？”于是就互相在手机
里找出微信二维码，扫一扫，互相
就认识了，可以通讯聊天了。但
是微信有一个麻烦，大多微信不
用真实姓名，用的代号五花八门，
有飞禽走兽、有花木虫鱼、有文学
雅句、有豪言壮语，还有外文字
母，不一而足。有时想找一位朋
友通讯，在几百个微信号里头好
半天才能找到。

名片也好，微信也好，都是为
了便于交往。但多了也找来许多
麻烦。几十年来我收到的名片就
积累了好几千张，有的就见过一
次面，后来也从来没有来往过；有
的工作已有变动，通讯方式也都
变了，旧的名片也就无用了。处
理这些名片却是一件伤脑筋的
事。随便扔掉吧，怕泄露朋友信
息。只好购了一台粉碎机，把旧名
片粉碎掉。微信里几百上千个名
片怎么办？现在的办法是，把经常
往来的亲戚朋友分类组成微信
群。但也有问题，有些事不想让群
里的人都知道，还是要找到通讯人
的微信。有时想与好友讲点私密
语，一不小心发到群里了，等到发
现已无法撤回，弄得很尴尬。总
之，什么事都有两面性，有利有
弊，只好在运用中去找方便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

名片与微信
顾明远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眼睛
有点儿近视，想买一盏台灯。
母亲给我钱，让我到镇上去找
姨夫帮着挑选，免得吃亏。

姨夫在中学当会计，吃国
家粮，对镇上很熟悉，在庄稼人
眼里算是有能耐的人。镇医院
东边有排门面房，第一家就是
百货店，姨夫带我到店里去。

老板娘身材微胖，正在理
一捆电线，把松散的大圈缠为
紧密的一团。看到姨夫进门，
脸上堆满了笑，热情地寒暄，很
快明白了客人的来意。手里的
活似乎不能中途停下，她对姨
夫说：“兄弟，你帮我撑着线，我
快点儿缠完，给你拿台灯。”

姨夫该是店里的老主顾，
嘴里说着“我试试”，就伸出两
条手臂，去撑大线圈。老板娘
叮嘱：“你小心撑住，别掉在地
上，掉下来可就乱套了。”我在
旁边悄悄看着，感觉跟绕毛线
有些像，一圈圈长线得慢慢理，
就怕打结。

哗——啪！线圈冷不防从
姨夫手臂滑下来，掉到地上。
老板娘脸色顿时变了，高着嗓
门说：“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
贱！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
她连说两遍，声音颤抖着，像发
怒，也像哭泣。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心跳
不由得快起来。毕竟起因是我
要买台灯，对糟糕的局面该负
一分责任，就呆呆地站着，一声
也不敢吭。

“想不到还挺沉，滑下来
了。”姨夫讪讪地陪着笑，弯下
腰去整理线圈。不快归不快，
倒也没伤和气，过会儿老板娘
说话又软了下来。姨夫帮我选
中一盏绿色塑料外壳的台灯，
离开了百货店。

线圈弄乱了，接下来要理
顺，想必得花些工夫，假如不幸
打成死结，店里可就卖不出去
了。当然也可能绕好。正是读
初中的懵懂年纪，我很纳闷：老
板娘在镇上开店做买卖，不仅

脱离了农村庄稼活，比那些开三
轮车卖菜的流动商贩也强得多，
当然是富贵人体面人，怎么能说
是“下贱”呢？

台灯很好用，我就着光亮看
书、做题，度过了少年时代。

“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耳边不时响起百
货店老板娘的呐喊，感受到生活的
复杂滋味，得到警醒和宽慰。

那时，老板娘看似作为生意
人抬举姨夫的体制内身份，更多
可能是展现店家面对顾客、女性
面对男性时的弱势地位吧，用愤
激之辞传递不满，用自我轻贱表
达抗争。很难说这是她做买卖的
策略，却多少包含着生存的智慧。

参加工作后，我常怕自己的
倨傲和无心之失给别人带去伤
害。旁人托的事情，能做则尽力
做，做不到就索性推辞，让对方另
想办法，别耽误了。学生找来调
课，理由充分就赶紧签名。以前
当记者，常遇到写了稿子却发不
出的情况，那就事先把难处跟受
访者讲明白，降低心理预期，而不
要打“肯定可以发表”的包票。

我也曾像老板娘一样被人辜
负，心里觉得憋屈。业内名家几
次推迟见面，好不容易定好采访
时间，却临时爽约，且没有一丝歉
意，让人气闷。上面点题约稿，费
大力气采写出来，最后却没发表，
难免心生怨念。但我不能像老板
娘那样大喊，最多嘟囔一句“早知
后来何必当初”，然后收拾心情投
入新的工作。

“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
在岁月的流逝中，老板娘的告白
清晰如昨。那是弱者在受伤后的
自我保护，也是对信任与尊重的热
切呼唤。人在旅途，多有求人和帮
人的时候，总归要放平心态，不怠
不矜，多站在对方角度想一想。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
台灯就收起来，放到写字台下的
橱子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常
想起那盏绿塑料壳的台灯，想起
老板娘说过的话。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

台灯
董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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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史上，现实主义题材电
影占了重要位置。用镜头语言记录时代
发展变化，用影像艺术高度概括和凝练
生活真实，挖掘现实生活中典型的真人
真事内在的审美价值，是当下影视艺术
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影片《守岛人》讲述的是“人民楷模”
王继才夫妇32年坚持守岛的故事。导
演基于真实生活进行白描式的刻画和展
示，影片感人至深，观众沉浸在浓郁的审
美情感中，被人民楷模平凡而伟大的精
神品格深深打动。

典型人物电影创作的新突破

我们所接触的许多涉及典型人物宣
传的电影，自觉不自觉地会端着架子创
作，对人物进行过度雕琢，对他们的事迹
提炼得几乎脱离人间烟火，呈现出概念
化、扁平化现象；电影所表现的主要内容
与生活真实有隔膜，显得不真，很难感染
观众。王继才作为楷模，他首先是一个
普通的人，有七情六欲，有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种种问题，例如赡养老人，培育子女
等，每个家庭都会面临这些，在做选择的
时候，精神境界的高低才得以区分。

《守岛人》导演陈力在影片的前半部
分白描式地将这些问题都摆出来：王继
才的父亲有老毛病、孩子小宝年幼、妻子
王仕花分居⋯⋯矛盾集中在一起让王继
才选择，让观众在情理之中偏向王继才
下岛照顾家庭；然而恰恰他无法脱身，面
上的理由是人武部王长杰部长找不到合
适的人替代，实际的原因是王继才主观
上要留守小岛。王继才、王长杰、小豆子
三人和开山岛都有关系，他们的父辈都
是军人，都参与建设和守护过这个小岛，
他们身上传承着红色基因，这份坚守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相互支撑的，王继才并
不孤独，精神上有着许许多多人在陪
伴。这种精神延续又引领着妻子王仕花
觉悟上岛，包船长持续保障供给，之后还
激励小宝姐弟自强自立⋯⋯守岛的精神
线索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几代传承，
以至于小岛永不孤寂，灯塔永不熄灭。

影片中，导演的切入点是展示王继
才的普通人生活境况，他四处面临着窘
态，加之岛上环境恶劣，影片很容易将观
众带入剧情，并很快聚焦到“守”与“不
守”的矛盾冲突上。王继才有充足的理
由选择离岛，观众的情感认同上也是一
致的，但当发现他是主观上选择留下的
时候，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在不经意间
树立起来，观众的心弦被轻轻拨动。

我们日常生活中，当遇到困难选择
的时候，站出来的那个，大都是身边再熟
悉不过的普通党员，他的党员身份因此备
受关注，百姓由衷产生敬意。文艺创作融
入人民生活，以平视的角度向观众娓娓道
来，这样的文艺作品能入脑入心，符合人
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可以说影片《守岛人》
是典型人物电影创作的新突破。

多重冲突构建叙事的核心

影片《守岛人》在情绪氛围的营造上
大有排山倒海之势，画面屡屡戳中观众
泪点。一个小岛，一个人，空间狭小，人
物关系简单，本来整不出什么事，更不会
有什么曲折生动的故事发生。导演一开

始紧扣“守不守岛”这个核心冲突展开多
层次建构，把原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乏味守岛生活凝练得惊心动魄，情感高
涨透不过气。

第一个冲突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的生
存之间的对立。台风袭击是海边生活的
常态，影片充分渲染台风肆虐的场面，王
继才带着他的小狗无处藏身；岛上寸草
不生，缺乏淡水，蚊虫叮咬⋯⋯导演一开
始就调动观众担忧王继才的生命安全。

第二个层面的冲突是王继才家庭面
临危机。王继才不下岛，妻子就要离婚，
虽然被王继才的父亲化解，但顶梁柱不
在家，王家举步维艰。妻子王仕花由强
势要求丈夫离岛，到亲自上岛相陪的转
变；从市民意识的不自觉，到受丈夫感染
熏陶而自觉追求先进，既是情节上的重
大转折，又是人物性格成长的逻辑推动，
这样的矛盾冲突对立统一于王仕花身
上，显得立体和丰满，有血有肉，能引起
观众的共鸣。

第三个层面是时代变迁与一成不变
的守岛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镇上百姓
发家致富，生活日渐美好。而王继才因
为认定只做好守岛这一件事，没有参与到
经济大潮中去，导致家庭经济拮据，孩子
几近辍学。事实上，王继才不是没能力，
也不是没机会，小豆子曾邀请他去开武术
学校被拒绝。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党员
的“钉子精神”，这种冲突不是表面的冲
突，是深层次优秀精神品质的开掘，“利
益”与“大义”之间，王继才选择了后者。

影片还有一个冲突设置看似闲来一
笔，却意蕴悠长，对主题立意起到了深化
作用。这就是女儿小宝与父亲的情感冲
突。小时候小宝对父爱可望而不可得，
甘做父亲的“花仙子”。长大后家庭负
重，小宝为弟弟的学费去打零工，在尚未
成年时就承受了超常的生活压力。她对
父亲，从责怪到理解，最后誓作不惧风雨
的“海燕”。父女情感的冲突尽管微微一
闪，却令人泪奔。小宝和弟弟从小就种
植下“舍小家顾大家”的优良品质，他们
不断磨砺，红色基因永续相传。影片通
过层次丰富的矛盾冲突推进情节发展，

“守岛人”的精神意义得以张扬，在矛盾
冲突的化解过程中，观众的审美情感得
以尽情宣泄。

质朴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

《守岛人》最出彩的人物形象自然是
主人公王继才。影帝刘烨对“人民楷模”
王继才的形象把握比较精准，“守岛人”
的执着、专注、正气、奉献的品性被充分
演绎出来。王继才人物形象的立体展现
主要是通过他与王长杰、王仕花两组对
手戏的情节推进实现的。王继才与王长
杰继承了父辈间的友谊，相互信任。王
长杰是送王继才上岛的人，他因一直找
不到合适的人选去接替，心生愧疚。因
为有了王长杰的人情亏欠，王继才的率
性一面得以展示，他可以随意向王长杰
发脾气，这种任性实际上是一种兄弟般
情感的宣泄，客观上缓解了守岛的孤
寂。例如电话里“斗地主”贴白条，这种
看似搞笑无聊的游戏，却暗含满满的辛
酸，常年只能以这样的娱乐方式消磨时
间，王继才的“自创式娱乐”造就了他的
幽默自嘲，观众的笑声里饱含着眼泪。

影片恰恰由于镇统战部长王长杰的
关爱，王继才的守岛不是个人行为，王长
杰代表了组织管理。王长杰一如既往地
为王继才做好后勤保障，包括对他家庭
的照顾。王长杰得肺癌去世时，正是王
继才要下岛的时候，这个节点变故反而
让王继才下定决心一辈子守岛，王继才
从这个老领导、老战友、老兄弟的身上意
识到，不是他一个人在坚守这个岛，建岛
时有连队战士，部队撤离后有自己、有父
亲、有王长杰、有仕花⋯⋯有千万个“守
岛人”在陪伴着他。从此他铁定以岛为
家，并开始植树种菜建设小岛，王继才的
形象塑造在王长杰的衬托下愈加丰满而
有层次。

王继才是一个普通的人，影片始终
从这个角度去规避高大上的硬性拔高。
他与妻子王仕花的家庭生活是我们司空
见惯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上有老下有
小⋯⋯王继才作为普通人的质朴、善良、
友爱等在与王仕花的对手戏中自然流
露。王继才对王仕花内心有愧疚，因为
自己的守岛，没办法给她带去正常的生
活，最后她还辞职上岛来照顾自己。

王继才与王仕花的对手戏释放了他
性格的另一面，他积极乐观、忠于亲情，

甚至显出调皮的天性，例如教仕花出操、
与她玩“斗地主”、请她唱戏、小岛春晚
表演⋯⋯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乏味的小
岛生活，王仕花带给以他亲人的抚慰与支
持，是夫妻间相濡以沫的亲情，是家的温
暖。他作为丈夫、父亲的家庭角色充分发
挥出来，导演陈力从摸得着看得见的生活
琐细中去展示人性的光辉，去把脉一个优
秀共产党员的品格，这种影像叙事才是真
实可信的，观众能够设身处地去感受，才会
发自内心地自问“如果换我，会怎么做？”唯
如此，整部电影的情绪爆发点才能真正让
观众留下感动的泪水。

剧情暴雨中的分娩、两个人的“奥运
会入场式”、烧水为仕花擦身、劝仕花治
腿病⋯⋯王继才夫妇在艰苦环境下的平凡
生活，处处显出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尊老
爱幼、勤俭持家、安居乐业⋯⋯《守岛人》之
所以能让观众的情绪高涨，除了对人物命
运的关注，影片还提供了观众久违的对现
实生活的审视与反思空间：我们在物质生
活越来越富足的同时，忽略了什么？缺失
了什么？影片让观众自发地以王继才夫妇
形象为参照，对小我与大我、物质与精神、
家与国⋯⋯诸多问题进行思考。

王继才对王仕花在岛上的日子是具有
精神启蒙意义的，仕花从想离婚——上岛相
陪——亲密战友——继承守岛，这些都是她
从普通向先进的提升过程。从这个角度，她
所说的“你守岛，我守你”就不能简单从爱情
层面去理解，王继才牺牲了，王仕花接过红旗
以同样的姿势挥舞，喻示一种传承意义在蓝
色海洋上挥洒——“你走了，我来守”，正如祖
国大地有无数“一个人的海岛”“一个人的村
庄”“一个人的学校”“一个人的哨所”⋯⋯

影片《守岛人》的题材具有普遍性，我们
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默默奉献的优秀典
型。女性导演陈力用细腻的白描手法进行
影像叙事，用多层次的情节冲突来构建叙事
线，把党员钉“钉子”干事创业的执着信念表
现得深刻而富有传播力。刘烨曾主演过讲
述退伍军人故事的影片《硬汉》，他在塑造

“人民楷模”王继才形象上又有质的飞跃，感
动了无数观众。“人人心中有一座岛”，守住
它就守住了幸福，祈愿千万个小岛春暖花
开、繁花似锦。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教授）

小岛永不孤寂，灯塔永不熄灭
——电影《守岛人》赏析

张应辉

马来西亚影片《光》以片中自闭症主
人公“文光”的名字命名，改编自导演郭
修篆及其自闭症哥哥的真实生活。

何为自闭症？主角文光脱离现实的
失焦与言行举止的古怪实则给出了具象
化的答案。文光房间整齐划一的文具摆
放、深浅固定的上衣排序、同时奏响的五
台闹钟，缺一不可地为其铸就了不容苟
且的秩序性和坚不可摧的安全感。任房
间外的世界多么凌乱嘈杂，房间内自是
一片与世隔绝、规则井然、逻辑自洽的小
宇宙。此谓自闭症之“重复刻板”。

此外，文光执着偏爱于杯盏碗碟音
高各异的声响。超群的听音辨调力使其
随时随地可将各类杯皿尽收耳中。为搜
齐全音准玻璃杯，文光但凡听到中意的
声响，便会不顾一切、甚至不辨是非地据
为己有：他曾用自己第一份薪水捧回一
堆二手杯、拿走路边乞丐的乞讨杯、一路
追随垃圾车只为刨出B调杯、甚至偷拿
打工店的杯子以致被开除、偷走买不起
的水晶碗因而被报警⋯⋯其对杯碗奏鸣
的痴迷之深可见一斑。此谓自闭症之

“狭隘兴趣”。
甚至，文光对物的兴趣已远超其对

人的兴趣。主宰文光情绪、决定文光行
踪、赢得文光友谊的几乎从来都是物、而
非人，当文光费力集齐的全频率杯皿被
弟弟尽数摔碎时，连妈妈去世都没哭过
的文光，为了“几个破杯子”全线泪崩。
随后，文光出走，似乎无关赌气负气或惩
罚弟弟，只为重新搜齐量杯。数日风餐
露宿后，文光返家，亦非郁结释怀或原谅
弟弟，只因再次集齐了杯碗。出走返家
后，面对心急如焚的弟弟，文光看似“若
无其事”，实则“确无其事”：任凭弟弟心
态崩裂，文光最关注的，恐怕仍是摔碎了
又攒够了的杯子。

除了杯子，文光最忠实的朋友，就要
数三只玩偶、一盒金鱼和毛巾“安吉拉”
了：这些小伙伴，即便在文光出走期间也
被妥妥地带在了身边，就连文光唯一的
人类朋友素恩，也是因为理解文光的嗜
杯癖和音乐梦而与其结缘。似乎文光的
所有情绪、行踪、友谊，皆因物而起、又因
物所终——何其单纯，又何其无奈⋯⋯
此谓自闭症之“社交障碍”。

影片透过文光深度临摹、高度还原
的重复刻板行为、狭隘特殊兴趣、社会交
往障碍，正是自闭症者最核心、最典型的

症状特质。
如何定位文光？曾无所忌惮地厉声

反驳“我哥不是白痴”的弟弟，也会在某
一刻疯狂质问文光“你为什么不能像个
正常人一样！”甚至最能理解文光的素
恩，也曾在初见时不经意间划清界限“我
没有自闭症，我是正常人”，直到文光怯
怯自卫“难道我不正常吗”时，素恩才慌
忙补救“我这样的人满大街都是，你才是
特别的那个”⋯⋯至亲至信的弟弟和至
纯至善的素恩，尚且会在某一瞬间按捺
不住“自闭症不正常”的集体潜意识，普
通公众就更难逃脱这一根深蒂固的刻板
印象了。然而，文光微弱的呼声“难道我
不正常吗”分明是在呼求更多人听到：自
闭症只是特殊，并非异常。正如妹妹在
《抽象图》中所唱“你是你专属的抽象图，
乐在你、我羡慕⋯⋯”

文光正常，常人可以胜任的洗碗文光
也会努力完成；文光特殊，常人无从下手
的调音文光亦能轻松驾驭。镜片开头，文
光还是一名洗碗工，叮咚作响的杯碗盏碟
使其在洗碗时自得其乐；影片结尾，文光
已成为一位调音师，无以伦比的精准音感
令其在调音时悦己达人。两份工作均为

文光带来过喜乐，只因调音更能了却文光忘
我的音乐情结、更能契合文光独有的辨音特
长、更具他人无可取代的专属价值而无愧为
文光最得其所的完满归宿。调音之于文光，
恰如鱼得水、鸟归林，点亮了文光的生命之
光，更为片名迎来了高光时刻。

而文光作为成年自闭症人海中的一
员，无疑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无条件爱他的
弟弟，一份可将爱好完美结合、将天赋极致
发挥的工作。相比之下，更多的成年自闭
症者缺乏托管养护、难以自理自立、终生在
无解中挣扎：世界各国的特殊教育或长或
短、几乎都终止于成年到来前夕，因而面
临成年的自闭症者几乎无一例外必须面对
特殊教育的断崖式下滑。正因为此，2020
年与2021年的世界自闭症日开始聚焦成年
自闭症者，并分别以“向成年期过渡”和

“共同努力，关注与消除自闭症人士的教育
与就业障碍”为主题，足见成年自闭症群
体已成为世界瞩目、全球关切的一大难
题。在这一背景下，《光》透过自闭症成人
文光传达出的轻快与平实，恰如一缕应景
切题的希望之光，温润了千万自闭症人士
的内心、照亮了无数自闭症家庭的未来。

（作者单位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点亮成年自闭症者的希望之光
黄天德 柳恒爽

《《守岛人守岛人》》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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