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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科技馆
史家小学分馆开通
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劳德从小充满

好奇，为了看狗的内脏到底什么样，曾将
校长家的爱犬解剖， 并为此受到了惩罚。

现在，北京东城区史家小学的孩子们不用
为他们的好奇心付出这种代价了。在日前
开通的中国数字科技馆史家小学分馆里，

记者看到孩子们通过虚拟画面，可以轻松
地用电子刀解剖一只青蛙。

中国数字科技馆是网上的虚拟科技
馆，有

90

多个专题展馆，涵盖科学技术诸多
领域，融合科学与人文，展示人类科学探索
的历程和伟大成就。 馆内汇集了丰富的图
片、动漫、音像、展品等科普资源，是学生获
取科技信息的好平台。 史家小学分馆是全
国第一个学校数字科技馆，由中国科协、东
城区教委、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兴建，将面向
东城区所有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纪秀君）

《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材
实验基地建设研讨会召开

日前，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
写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小学规范汉
字书写》教材实验基地建设研讨会。

针对汉字书写渐被忽视的现状， 中国
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组
织十几个省、市专业人员，编写了一套《小
学规范汉字书写》教材。中国语文报刊协会
会长、语言学家、《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材
主编李行健认为， 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我们
义务教育中开好书写、运用汉字的课程，开
设课程中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要让学
生写好端正、整洁的汉字；要让汉字充分发
挥交际工具的作用，必须注意规范；汉字是
讲求实用又讲求美观的。 （张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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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眼

陈哲 倾听大地的声音
■

本报记者 纪秀君实习生 孔华
“是纳西族的”，“是山上下来的，卖洋

芋的彝族”……当从小生活在云南大山里
的普米族姑娘德秀，第一次站在宽阔的天
安门广场上，听到别人这么说她，她流下
了眼泪……

如果你有
55

个兄弟，突然有一天没有
一个兄弟认识你了，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伤
痛？如果你有

55

个兄弟，突然有一天你不记
得其中一个兄弟的名字了，那将是怎么样
的一种悲哀？

那一年， 德秀在村里跳舞的坝子上，

看到高高挂着的一个大红条幅“热烈欢迎
陈哲先生”。德秀不知道陈哲是谁，但她猜
可能是城里来的艺术家，否则为什么大家
会跳“搓搓舞”欢迎他呢。这时，一个长头
发的汉族男子走过来问德秀：你喜欢唱歌
跳舞吗？德秀点点头。后来她知道，长发男
子就是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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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陈哲在默默地做着一件事：

维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不让文化在子
孙这里“断片”。

日前， 在北京一间狭小的工作室里，

记者看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陈哲。 他说：

“虽然我有很多毛病，我不高尚，不为人师
表，但是这不影响我做些高尚的事情。”

城市山村相互观照， 在唠
嗑时把大问题解决掉

见到陈哲时，还是有些惊讶 。一头不
多的长发略微凌乱地束着，一条不算复杂
的休闲长裤， 一双不新不旧的棕色皮鞋，

在人群中他不会引人注目。但那副眼镜背
后的双目却是无比灵动的， 当他注视你
时，你无法移开目光。

陈哲笑着说，经常有人问我 ，你就是
电视上那个陈哲吗？其实，我就是一个平
民，但平民化并不代表我降低境界，我可
以随便坐在哪个修车的地方跟人家聊上
一小时。我在跟别人唠嗑时能把一些大问
题解决掉。

上世纪
80

年代，凭借着 《让世界充满
爱》、《血染的风采》 等流行歌曲创作人的
身份，陈哲红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
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

1990

年，一首《同一
首歌》， 更让陈哲这个名字随着歌声走进
千家万户。然而正值巅峰之际，他却突然
和流行音乐圈疏远了。

“我把流行音乐当作一个大事情 ，当
作国家的精神导向。不管是‘

80

后’还是‘

90

后’， 我想建设一个健康的年轻群体。”陈
哲说，淡出流行乐坛，其中一个原因是当
时创作出来的作品太苍白了。我们应当回
到“人”的状态来创作艺术。那个时候，他
决定让自己走进民间，于是制定了音乐西
行计划，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寻找民族最古
老的东西。

“我在城里想着村里的问题， 但到了
那里想的全是城里的问题。”陈哲说，这样
可以相互观照，不受感染。人们常说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走出
来才能看得清楚。

陈哲说他们去的山村不是城市这种
社会系统，他们有自己的系统。以前有时
写东西，他就突然想起山村里那些“很人

的事”，找到这种感受，就动笔。比如写《血
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真实的故事》，

其中有很多情景的东西， 而不是首先从
“我的祖国多伟大” 这样的概念出发。“我
喜欢把事总结成概念，但是我写东西的时
候不是这样。”陈哲说。

“主流文明或许跑在前边， 前边的前
面，却是在我们后边坚守并照耀着的古老
文明———也许，她将是人类精神家园苍白
衰竭时最后的输血者。” 陈哲在一篇手记
中写道。正是抱着寻找文化真正土壤和血
液的信心， 陈哲从

1992

年到
1994

年完成了
“中国音乐西行计划”。

中国人类之声， 用神经末
梢接触到的内层东西

自
2005

年白族舞蹈家杨丽萍携原生态
歌舞《云南印象》在全球巡演，原生态音乐
才大放异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在这
之前，陈哲已在记录民间文化的小路上行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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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他经常出现在云南兰坪的村寨里，每
踏进一个村寨，他都要先找到最熟悉当地
民俗和民间艺术的长者， 记下他们的语
言，录下他们的歌声，摄下他们的舞姿和
手艺。在山岩下，他和老者晨昏交谈；在木
屋旁，他可以一夜一夜静静倾听葬礼唱经
人的吟咏；在篝火旁，他和阿爸、阿妈、阿
哥、阿妹一同起舞。

“原生态音乐最好是在原生态环境中
来欣赏 。看到表情 ，听到牛叫 ，闻到马粪
味，凉凉的晚风习习刷过，叶子沙沙作响，

袅袅的声音飘起来，有时人们把它理解为
一种幸福，因为它和城里不一样，有一种
久违的感觉，其实，背后是多样性！”陈哲
陶醉地回忆着。

就这样，陈哲以一种很低的身份走下
去，跟他们说话、喝酒，慢慢地，歌唱出来
了， 神经末梢开始接触到内层的东西了。

陈哲表示，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有时
他们会看不起你，笑话你，就算你是《同一
首歌》的词作者又怎样？

“超乎想象的困难 。 但是只有这条
路。”陈哲沉重地说。

但是，在这个发掘的过程中，陈哲也
收获了不少惊喜和震撼。 有一次采风，当
地
4

位壮族老太太唱了一首歌，

4

人各唱一
个声部，一人开口，另一人马上知道要唱
什么。这还不惊奇，后期编辑的时候，一个
当地人告诉他， 那首歌竟然是在唱他，歌
词大概是：“这个记者来了，别看他穿着花
衣裳，这是好人，又看猪，又看鸭，不嫌脏，

不嫌累。他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们，从毛

主席身边来看我们。 感谢你哟……”

4

位老太
太现编现唱，和声严丝合缝，漂亮之极。

“我当时觉得这才是
world music

（世界音
乐）啊！”说起这些，陈哲现在仍掩饰不住激动。

后来，陈哲把这些音乐制作出来，想让老
太太听一下。 可是这

4

位老太太相继去世了
3

位，还剩一位，不知道是否来得及给她看。把
这类整合作品首先给资源地的持有者听，并
得到他们的认可，是陈哲坚持的原则。所以，

从
2000

年到现在，他没有将音乐出版。

陈哲说这些声音是“真正的声音”，是来
源于生活的第一个声音。他要把它们做成“中
国人类之声”。“我不赞成很多人假冒原生态
的东西，因为他们自身的浅薄，把一个厚重的
文化给阉割了。”陈哲说。

在搜集民间音乐的过程中，陈哲发现，许
多民间文化逐渐被同化，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痛心之余，他渐渐意识到，民间文化光靠搜集
和保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活化传承”，通过
口传心授一代代延续下去， 最大限度地维持
其民间文化“根”的纯粹性。

为了更加清晰、 完整地保护这些民间文
化，陈哲倡导发起了“土风计划”———一项旨
在抢救保护濒临消失、 不可再生的民间文化
资源，探索其良性发展道路的系统保护工程。

“土风计划”初期，陈哲变卖了自己的房产，

把所有资金投在了这个无偿的文化活动上。

普米族姑娘，不是演员而是
民族文化的使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哲来到了云南兰坪，

在这里， 他发现了普米族让人震惊的口弦以
及其他一些保存完整的民间文化。后来，他拉
来了几个女孩， 成立了传承小组。 这个小组
2004

年被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
点， 是唯一一个从民间申报上来并被批准的
项目。

德秀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最初的几个山
村妹子到一个个相继离去， 再到现在维持的
“普米传习人组”，小组几经风雨，经受了最严
酷的考验。 这些青年一方面跟当地老艺人学
习本民族的音乐、舞蹈、传统工艺，另一方面
充当协调员，组织当地年轻人参加学习活动。

她们到各地巡演传播了普米族文化， 也收获
了很多掌声和鼓励。

陈哲希望通过这种活化传承，使村民、艺
人和文化本身在这个空间获得免疫力和抗冲
击力， 避免在外部经济浪潮猝然到来时受灭
顶冲击。

对这些女孩， 陈哲有明确的培养理念。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培养演员，演员只活在舞
台上，而她们是活跃在村寨推动、社区传承和
主流社会之间的各个环节上。 她们在这个过

程中成长为民族文化的使者。”陈哲一再强调
着，“这一直是个教育问题，是很刻薄的。对她
们是，对我们也是。”

他经常对这些普米族姑娘说，你们获得的
这么多掌声，这么多眼泪，不是给你们的，是给
你的民族的，是民族上千年的文化给你的。

文化传承者的身份改变了普米族姑娘，

她们不像从前那样听从父母的意见随便嫁
了，但是她们与城市也不能很好的融合。一个
在北京演出的普米族姑娘写道：“北京的街上
车很多，像我们村里放的牛羊一样多；城里有
很多高楼大厦，我很不喜欢……”

普米族小组这种小范围的试点毕竟杯水
车薪，其推进过程中的艰难也使陈哲意识到，

没有政府的支持，这场民间文化传承行动，无
异于一场没有尽头的长距离奔跑， 其过程是
备受煎熬的。

在这个过程中，陈哲一直在思考，怎样培
养更多的传承者？渐渐地，他发现了一个极需
引起重视的问题：“一个民族必须有传承自己
文化的愿望才能自觉去传承。有自觉就必须要
教育。”

建立一种学校，让当地人自
觉保住本土文化的根基

“人只有在生存没有问题时才能顾及自
己的精神。 当父母和孩子从这件事上看不到
现实利益和未来时， 是没有传承的自觉的。”

陈哲说，我国没有专门的学校或机构，负责该
地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那么本土文化谁在
传承？他发现，村寨里学习葫芦丝等民族乐器
及歌谣的，都是一些教育水平不高的，或者说
是徘徊在主流教育边缘的人。

在陈哲的教育设想中， 文化传承需要建
立一种学校。这种学校应该培养两个群体：一
是西部行政工作者， 二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
子们。对于前者，应该让他们了解人文科学，

知道什么叫平衡发展，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政
绩理念。对于后者，要在传习民间乐器歌舞传
统技能基础上，深化本土历史人文，同时一定
要在社科知识结构上获得新视野。 这些学生
出来后，易于服务本土，既保留了本土文化的
根基，也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他建议把这
类教育作为西部地区的教育考核点。

“这类学校培养少数民族成为表达自己
民族文化的使者，校制跟主流学校不一样，国
家可以单独给它开一扇门。它是一种人文的、

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绿色教育。”陈哲说。

陈哲断断续续讲了很多教育问题， 讲到
最后，他的语速渐渐慢了下来。

“这些东西天天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困扰
着我……你得跟达尔文探讨， 跟国家政策探
讨，跟老百姓的要求来谈话，得以一个文化良
知的心态问自己该不该撤……如果你是一个
医生，病人真不想治病，你不能因为自己快乐
而把他们拉过来强行治病。”陈哲非常苦恼地
说着。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早晚会变成全社会
公认的社会行为。我敢等。”或许是这种信念，

让他的每一步都显得很坚定。

陈哲在寻求一种原生态音乐传承的教育
道路。或者说，他一直执著地走在一条独特的
教育道路上。

“有一种平凡它铿锵， 有一种魅力却沧
桑。繁华的季节在中国，每天升起的是太阳。

有一种宽容叫坚强，有一种痛苦因善良。我的
手放在你手上，有一种温暖叫共享……”这是
陈哲不久前给央视专题片《中国故事》主题歌
写的歌词。这其中，也许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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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奔
跑在民间文化传承道路上的些许感悟。

陈哲的“土风计划”还在进行，虽然过程
中充满挑战和困惑，但他坚信，“土风计划”会
伴随社会的进步而成长，其间很多成果，总会
给人们带来惊喜。

著名乐评人金兆钧曾形象地比喻陈哲
说：他像一个传教士，当然他传的不是宗教，

而是一种留住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 他所做
的，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救赎。 他是在
还债， 是在替现代化、 替城市人还债。

编者按： 日前， 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作客人民网时提出： 我们的民间文化在世界上是值得骄傲的，

是多样的， 我们应该建设一座民间文化博物馆。 看到此处， 我们不得
不谈起一个叫陈哲的音乐人。 他曾因《让世界充满爱》、 《血染的风
采》、 《同一首歌》 等歌曲成为文艺舞台上多年的红人。 然而， 无限风
光之际， 他却忽然在光环中隐退， 以另一种方式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原
生态文化保护和传承之路。 他试图寻找一条理想中的教育道路， 来传
递原生态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价值和意义。源自心底的纪念

■

张杰
海子去世转眼已

20

年了。

20

年后，竟然
有那么多人铺天盖地地怀念海子。我对这
种怀念方式感到有些不适应， 很难过。我
觉得在这种多少有些单一化的怀念方式
中，真正怀念海子的人并不一定在这个铺
天盖地的“怀念”浪潮中。在一个消费主义
时代， 这种怀念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像
是一种没来由的“人来疯”，而真正的怀念
应该来自心底。

或许大家觉得每年这个时候应该怀念
一下海子了， 或者有人认为若不在这个时
候怀念一下海子便觉得有些不像话。于是，

怀念里便有了一种赶时髦的成分， 让人觉
得是出于某种世俗需要而非仅仅是为了诗
人和诗，比如出版社要出海子的书了，报社
要做选题了， 或者怀念海子被视为一种身
份的象征等。为什么

20

年后，仍然不肯让一
个因对诗歌和世界的爱而死去的诗人的灵
魂安息呢？ 这个燃烧殆尽的灵魂已经够累
了，让它歇歇吧。或许把怀念藏在心底更恰
当一些———如果不是觉得有话非说不可，

还是不要吵醒沉睡的诗人，好吗？

海子在
21

年前就这样说过：“答应我
／

忍住你的痛苦
／

不发一言
／

穿过这整座城
市。” 诗人好像早就预料到今天我们对他
的怀念，提前告诉我们，诗人不需要这样
的怀念。

我之所以不能适应如此“大规模而强
烈”的怀念，是因为我想记住历史和现实。

在西川“不得不写的纪念文章”里，除了海
子性格及诗人思维定式等原因外， 海子死
前至少有

３

件事儿是应该让今天怀念的人
们记住的： 一是海子自杀前不久有人在作
协会上给他罗列了两项“罪名”：一是“搞新
浪漫主义”和“写长诗”；二是在一个诗人聚
会中， 有两位著名诗人对海子最看重的诗
歌大加指责， 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
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

三是他对诗歌满怀希望的南方之行所遭受
的、让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伤害。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诗歌业内， 借此可
以想像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诗歌环境。那时，

除了极少几个人之外， 甚至可以说几乎所
有人都站在了诗人的对立面。 现在忽然冒
出来这么多人怀念海子， 给我第一反应便
是：可疑。我在想，当年这些怀念的人都到
哪里去了———要知道今天的怀念者大都是
当时诗歌社会和精神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之一。但是，时值今日，不只没有一个人声
称对诗人的死负责， 反而无端冒出这么多
怀念者。我们需要当年在场者的忏悔，而非
一点惭愧都没有的怀念。严格说，我们每个
人都对诗人的死负有责任， 这是我对这种
没来由的怀念感到恐惧的原因之一。

而事实上，也许再没有诗人的死更让
人警醒和震撼的了。 美国诗人布罗茨基
说，无论对于单个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
言
,

诗歌都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
,

唯一的
自我捍卫方式。诗人往往以毁掉自身的方
式为时代精神预警。

20

年没有忏悔已经够
糟糕了，更遗憾的是我们却以一种高姿态
怀念诗人， 好像值得可怜的不是我们，而
更像诗人似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被
取消了怀念的资格和权利。

西川明确表示对某些海子死亡话题的
热衷有着作为一个诗人的担忧。他说：“在谈
到那些对海子的死的看法，在我看来，一个
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人的死亡
的。” 接着他引用英国诗人约翰·顿说过的
话：“无论谁死了

／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
分在死亡

／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

它为我， 也为
你。” 他觉得海子的死应该更多地引起我们
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而非对于死者更多的
判断和推测，以及一些不恰当的怀念。

怀念者们除对诗人之死感兴趣外，对
其诗却语焉不详、不得要领。而对一个诗
人最好的理解， 恰恰是对其诗歌的理解，

这是对诗人及其诗歌的最好纪念。只有这
样， 我们的纪念才不是出于一种自私，而
我们所怀念的才不是一个被抽象化的、有
些虚假的诗人———一个几乎与诗歌无关
而似乎只会自杀的海子。

西川说，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
死因， 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
笼罩着中国诗坛， 至今已有不少于

14

位青
年诗人或自杀、 或病故、 或被害， 这实
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

诗歌是诗人的生命，最好的纪念莫过于
理解其诗歌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仔细
观察，看身边是否有被忽视的诗人，把对逝
去诗人的怀念转化为对在世诗人的珍惜，让
诗歌精神得以延续和烛照灵魂。不然，这样
的纪念就是肤浅和有失体面的。

陈哲与佤族女青年一起欢乐起舞。 韦薇摄

陈哲

历史烟波中随风逝去的尘埃
《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大历史中勾勒小人物命运

■

张以瑾
在这个讲求节奏和效率的时代 ，《我

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着实在
考验大家的耐心———拉拉杂杂

43

集，剧情
拖沓得叫人直流汗，这似乎是那场战争隐
喻式的再现：虽然不乏精彩的情节和令人
难忘的人物，但总体上还是让人觉得窝窝
囊囊。对于观众来说，这是要命的体验；对
于电视剧本身来说， 则是致命的缺陷。因
为再好的题材， 一旦拍到几十集，“口感”

都不会比“注水肉”好到哪里去。我相信导
演是带着艺术追求和某种责任感来拍摄
《团长》的，不过既然是拍给大众看，就要
顾及观众的接受心理，毕竟遥控器掌握在

大众手上。

尽管有着先天不足，这部片子还是引
起了不小的动静：几家卫视为了抢播差点
撕破脸皮， 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连篇累牍，

网友们则啸聚论坛大打“口水仗”……无
论贬褒毁誉，这些“热效应”都显示《团长》

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剧作。对于近年不断开
拓、创新的国产战争片而言，《团长》确实
有几点值得借鉴。

它的选题难得，让我们看到了一段不
该被遗忘的历史。 对今天的多数国人来
说，中国远征军几乎是一支闻所未闻的部
队。凤凰卫视曾经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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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纪录片《中国
远征军》，开头是一段街头随访。当被问及
“知道中国远征军吗” 时， 五六个男女老

少，竟然都是一
脸茫然。在这个
背景下，凤凰卫
视的纪录片以
及同题材的《团
长》可谓功德无
量，起码能让更
多的人知道那
段“十万青年十
万军”、“一寸河
山一寸血”的悲
壮历史。中缅边
境的野人山，至
今还有数万远
征军将士的白
骨， 风吹雨打，

无人过问。在凤

凰卫视的纪录片中， 拍摄人员在深山密林中
找到一部分白骨， 面对至今不能回家的英灵
们，所有人失声痛哭……看到这一段，想必每
个国人的内心都难免震颤。

《团长》在呈现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从
大处落笔， 而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时代
的悲歌。大历史总是不经意地湮没小人物，在
探寻小人物命运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在无限
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我的团” 其实是一个名
存实亡的川军团，一群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
散兵游勇簇拥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使命，没有
信心，没有纪律，甚至没有羞耻心。即使如此，

这群人还在你攻我伐、相互挤对。他们的遭遇
及其表现，在揭示国人劣根性方面，一点也不
比鲁迅的小说来得委婉。

“我的团” 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 “弃儿”

的命运， 似乎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胁迫
着他们： 栖身破庙、 回国途中、 南天门恶
战、 坚守祭旗坡、 死扼大树堡……无论他们
如何抗争， 总是 “鬼打墙” 似的遭受厄运，

以致他们也自认是 “炮灰” 的命。 然而， 军
人的血性和良知在 “炮灰” 们身上还明灭可
见。 冒牌团长龙文章之所以能够震慑他们，

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绳， 并不是靠他神经质
般的叫嚣， 而是因为他那特有的军人气质能
在大家心里引起共鸣。 在 “炮灰” 们眼里，

龙文章身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 近似妖魅的
吸引力， 哪怕一次次地给他们 “创造送死的
机会”， 他们也义无反顾地跟着他。 这看似
盲从， 其实是每个 “炮灰” 对自己军人角色
与职责的认同和履行。 “仗打成这样， 中国
军人再无无辜之人” ———理解了这句让人震

撼的台词， 也就理解了那些军人， 理解了那
段历史。 透过历史的多棱镜， 说不清这是一
句自责， 还是一句诅咒， 也许还是一个沉重
的十字架， 让每一个背负它的人不堪重负却
又心甘情愿。

虽然是 《士兵突击 》 的原班人马 ， 但
《团长》 中的人物大多蓬头垢面、 放浪形骸，

毫无军人的风度可言。 有意思的是 ， 这些
“炮灰” 竟然也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不少观
众在网上逐一点评他们， 甚至有人声称 “嫁
人就要嫁……”。 “炮灰” 之所以让人觉得
可爱，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灵
魂的人。 人物形象单一扁平， 一直是国产战
争片最受人诟病的缺点。 每次开战之前， 必
然少不了那些两眼闪光、 嗷嗷请战的指战
员， 获准的必然欢天喜地， 否则必定要闹情
绪。 不能说这种表现方式不妥， 但是如果千
人一面、 众口同声， 观众的认可度是要打折
扣的。 战争意味着死亡， 而活着是一种本能
的诱惑， 在表现大无畏的英雄精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人性？

《团长》 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那些 “炮
灰” 无不渴望活下去， 甚至为此表现得懦弱
和龌龊， 但是面对战争的磨石， 除了以血肉
之躯承受碾压， 他们没有作出别的选择。 这
种选择越无奈， 这种痛苦越深沉， 就越加接
近人的本性， 越能体现人物的崇高。 明确了
这一点， 你就会理解龙文章的叫嚣、 孟烦了
的尖刻、 虞啸卿的威严、 老兽医的唠叨、 迷
龙的暴躁……每个人都有一副棱角分明的面
孔， 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承载时代和命
运带给他们的苦难。

■

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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