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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广告不是
沿街叫卖

■

实习生 范珊珊
“晒出创意， 晒出生活， 晒出自己”，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大赛北京赛区的启动仪式上， 来自北京各
高校的学生代表喊出这一口号。

“大学生广告大赛是一种创意大赛 ，

鼓励全国的大学生都拥有自己的创意。”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 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副
主任易介中如是说。 在他的眼中， 大学生
广告大赛是一场创意的

PK

。

在大学生广告大赛启动仪式上， 来自
广告业界的代表北京早晨品牌策划事务所
创始人魏来在台上做了一次成功的个人广
告。 身穿一袭白西装的他， 一上台就手持
大赛的宣传册走到台中央， 在白色广告牌
的映衬下进行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亮相。 魏
来称自己这一亮相的目的是在于告诉在校
的学生们， 广告是无处不在的。 现在的大
学生进行的就业面试， 就是一种广告行
为， 这也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创意产业近两三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是
井喷式的。 它是创造力带来的财产， 广告
因而也就成为了人们创意施展的平台之
一。 可是， 打开电视机， 有创意的广告却
很少见。 从家电到日用化妆品， 从食品到
汽车， 与我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广告，

基本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颇有几分叫卖
的味道。

易介中说，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售
卖阶段出现了问题。 他觉得学生拥有最棒
的创意状态， 希望通过比赛能把他们的直
觉保留下来。

大学生广告大赛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
办了两届， 是面向全国在校学生的一项广
告策划实践活动。 据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处长郭有霞介绍， 第一
届大赛举办时共有

534

所高校参加， 发展
到第三届已有

810

所高校报名参赛。 郭有
霞说， 一方面希望通过大赛培养学生的协
作、 组织、 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 要把好
的作品推向市场， 把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 易介中认为， 在中国， 任何
一个广告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文化。 我们
的民族缺乏外国式的幽默感， 但是却有我
们民族独有的内涵。

创意的烽火已经点燃 ， 在随后的一
个月里将在全国持续地传递下去 。 在易
介中眼中， 大学生身份是这次广告大赛
唯一的通行证， 他希望得奖的作品不是
停留在纸面上， 而是能够走进观众的视
野。

角落里的幽默与悲凉
———刘震云访谈录

■

石天强本报记者 杨桂青
3

月
31

日下午两点左右， 在歌德学院
（中国） 德国文化中心开始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小说朗诵集会， 来自德国和中国河
南、 山东、 山西等地的年轻人， 用方言朗
诵起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 《一
句顶一万句》 中的片断。 刘震云和歌德学
院中国区总院长阿柯曼等人饶有兴致地听
着， 不时被方言逗笑了。 刘震云亲自朗诵
了自己小说中的片断。 他把 《一句顶一万
句》 的故事总结成了一句话： “两个杀人
犯， 一个人要找到另一个人， 目的就是说
句知心话”。

在朗诵集会后 ， 我们和刘震云展开
了近两个小时的对话， 关于小说， 关于
人生， 关于教育。

朴实、 真实、 知心和用心
有力量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就是用心的谈话
中国教育报： 《一句顶一万句》 中

的两个人物， 杨百顺和牛爱国， 您更倾
向于哪一个？ 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刘震云： 这两个人物 ， 从贴心的程
度来讲， 我觉得他们跟我没有差别。 我
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是朋友关系。 我跟
杨百顺谈话和跟牛爱国谈话， 或者杨百
顺、 牛爱国跟我谈话， 达到的知心程度
是一样的， 已经到了知心的最顶儿上了。

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找知心朋友的
过程。 这是我写作的第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 真正拿写作来说 ， 并
不只是我跟人物谈话才知心； 人物还得
跟我谈话 ， 跟我知心 。 写到一定程度 ，

他自己活动起来， 自然说出来的一句话，

会惊到我。

我们老讲人权 、 自由 、 平等 ， 我觉
得这不是大概念。 从两个人相处， 就可
以发现是不是自由、 平等的。 作家和人
物真正到达好的程度的话， 还不是个写
作角度的问题。 鲁迅对人物是俯视的态
度，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文化大
革命” 的时候歌颂工农兵， 是仰视的态
度。 还有把一个脓包挑开的态度， 让人
看着觉得丑陋。

真正的好朋友不是这些概念所包含
的， 他们比平等和自由更重要的一个体
现就是真实、 朴实、 知心和用心。

就这个世界的语言来看 ， 简单的语
言， 也就是朴实的话， 最有力量。 比如
大家一块儿吃饭去吧，进了一饭店，我说
有点儿贵，这钱我拿不起。 这是朴实的话，

不讨厌人。 有人却说：“这里的菜我吃着不
太好，咱换一个。 ”换一个呢其实是去一个
低档次的饭店，这个没力量。

再有， 真实有力量。 有人打电话问我：

“刘老师，明天下午有时间没有？没有吧！”我
说：“还真没有，我表哥来了，他让我跟他一
块儿去长城。 他头一次来北京， 我得陪他
去。 ”你听了也没什么。 这是真实的一面。

还有， 知心有力量 。 知心话不是虚
与委蛇的话， 不是表面应酬的话， 不是
寒暄的话， 不是语言的泡沫。

有力量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就是用心的谈话。

中国教育报： 在牛爱国身上您似乎
寄予了某种理想， 您让他在最后毅然决
然地去找那个他曾忘记的人了。 这个
“理想” 您是怎么看的？

刘震云： 首先来讲呢 ， 如果那是一
种理想和希望的话， 它跟我们传统上所
理解的理想和希望非常非常不一样。 因
为他找的理想和希望， 不是寄托在日常
认为的那种理想化的人身上， 而是寄托
在我们平常觉得没有理想的那个人身上。

这是理想呢， 还是个悲剧呢？ 倒是可以
再思量。

比哈姆雷特的问题严重
中国人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生活在

细节中，这是目光不长远的一种表现
中国教育报：我们注意到，在《一句顶

一万句》中，特别窝囊的人，会出现特别有
华彩的篇章。 这种设计有没有特殊目的？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刘震云： 起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不
是设计出来的。 它是设计不出来的，是自
己走出来的。 琐碎的人、平庸的人、窝囊的
人，突然出现华彩篇章，在日常生活中是
经常有的。 窝囊的人突然发脾气了，爆发
力要比一般人厉害。 杨百顺、牛爱国，表面
看确实是窝囊的，但会突然发起脾气来。

中国人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生活在
细节中，生活在一个阶段里，这是目光不
长远的一种表现。 比如，上了大学，就觉得
结束了，其实，是刚刚开始呢。 家长让孩子
上这种班、那种班，就认为孩子有出息了，

他们搞不明白这和有出息是两码事。

一个生活在细节之中的民族、一个生
活在细节中的人，在细节上爆发是很正常
的。 生活改变了他，生活把他逼到了角落。

世界上最宏大的地方是角落。 吴摩西杀
狗，出了一个华彩篇章。 吴摩西也不是故
意要杀狗，是狗突然蹿出来，如果蹿出来
的是人的话，他可能就跑了。

中国教育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和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吗？

刘震云：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是
一个孤单和孤独的民族。 中国是人人社
会，西方是人神社会。 在人神社会，人如
果有忏悔、痛苦和愉快的话，可以去跟上
帝说 ，而且上帝会保密 ，不会告诉别人 。

上帝未必存在， 但上帝能够起到这样的
作用。 在人人社会，你如果有忏悔、痛苦
和快乐的话，必须在人中找到一个朋友。

在人中找朋友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孔子
说：“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只要找到一个
能说知心话的朋友，就非常非常知足了。

但是，你在人中找到的这个朋友变化了，

你变化了，或者生活变化了，朋友就不再
是朋友，就会把你的知心话告诉别人。 所
以 ，在人人社会 ，朋友的代名词是危险 ，

朋友的关系叫危险， 知心的话语呢叫凶
险。

中国教育报：中国人在生活中所面临
的问题是什么？

刘震云：中国人的问题比哈姆雷特的
问题严重。 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活着还是
死去，这是个问题。 ”但对中国人来说，活
着不是问题，怎么活着才是问题；怎么活
着也不是问题， 怎么活得像个人才是问
题；怎么活得像个人也不是问题，怎样活
得像自己才是个问题。 为了像自己，为了
更像自己，吴摩西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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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名字，第一次叫
杨百顺，第二次叫杨摩西，第三次叫吴摩
西，第四次叫罗长礼。

弥漫在生活细微处的悲凉
真正好的作品是无所谓喜剧和悲剧的
中国教育报：不少人评价您的小说很

幽默， 这个特点上半部如果真有的话，也
许有些冷幽默在里面，但它主要还是一种
无奈。 下半部是一种悲凉，这种悲凉不是
那种高度戏剧化的悲凉，而是弥漫在生活
细微处的悲凉。 您如何理解这种“幽默”？

刘震云：幽默分几种。

第一种是词语的幽默 ， 话说得很好
笑。 但这仅仅适用于小品和相声，噱头嘛。

第二种是语言并不幽默，但是事儿本
身很荒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幽
默。 像小说中的意大利人老詹，传了

48

年
的教，

8

个徒弟。 这话都很平实，但这个事
情的效果还是很幽默的。

比事儿幽默的是事儿后面的这个“理

儿”。这是第三种幽默。小说中老詹传教，没有
把生活改变，倒是生活把老詹改变了。这个事
儿的理儿就太拧巴了。老詹传教，却又住在和
尚的破庙里。他盖了个小教堂，一届一届的县
长都在教堂里面唱戏、教学、打靶、练兵。这些
事叉在一起，事儿后面又都跟着个理儿。每个
人都不对吗？ 全对。 县长就是这么说的，说老
詹你传教怎么能够随便干政呢？ 如果你要再
这样的话，我还真信孔子一句话———“不语怪
力乱神”，我就把你取缔了。这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一方土地的平安。 每个人说得都挺
认真的，但是叉起来的话，又都叉不清楚。 这
个可能是更幽默的地方吧。

还有第四种。 我觉得第四种幽默就产生
在我们村儿。 那个村儿是我外祖父开创的。

（我的祖上）逃荒，富饶之地不收留逃荒的，只
有不毛之地才有可能收留。所以在盐碱地，我
外祖父落脚了。 一开始只有几个逃荒的住在
这儿，后来又来了一些人。我外祖父整天干吗
呢？ 熬碱熬盐。 周围的村庄历史都很长，我们
村儿一直到现在，百十年儿，还没有美国的历
史长呢。 周围的村庄秦朝就有了，

2000

多年
了。所以他拉着盐碱车去卖的时候，得给这个
村庄起个名字。 我觉得我外祖父挺阿

Q

的，起
个名字叫“老庄儿”。村儿新，人就不容易相信
你卖的货，一老它不就历史长吗，所以起名叫
“老庄儿”。 那有上千年历史的村儿反倒会叫
什么“郭新村儿”。 郭新村儿的人问，“老庄儿
在哪儿？”我外祖父说：“有点儿远。”外来的和
尚好念经嘛。 人容易相信不认识的人而不是
认识的，容易相信陌生的而不是熟悉的。所以
人只有到陌生的地方才能找到自由。

他的盐和碱还不错，慢慢地就有些品牌。

再去就有些理直气壮了。 “哪儿的啊？ ”“老庄
儿的。”再接着，老庄大家就都知道了。大家又
问了，“哪儿的啊？ ”“老刘家的。 ”整个这个事
儿新和旧，远和近，为卖碱已经扯到了生活和
历史中一个特别大的概念了， 这个大的概念
中的头和线，像蜘蛛织网一样缠在一起。

这个事儿本身幽默。表面上都很正常，但
正常的话里面出来了幽默，是大幽默。一本书
越来越悲凉了，但读完之后呢，你觉得这事儿
有些荒唐，有些大逆不道。这时我们再和生活
来对照的话，那是谁荒唐呢？这不是一个喜剧
吗？ 我觉得真正好的作品是无所谓喜剧和悲
剧的。喜剧可能是打悲剧里来的，好的悲剧也
是打喜剧里来的。

《温故一九四二》，有人说是悲惨的故事。

我说不是啊，很喜剧啊！一场旱灾，饿死
300

万
人。我们认为他们会愤怒和悲伤，不，我的河南
乡亲，临死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
默。逃荒路上，老张马上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想
到的不是妻离子散的生死之别，而是想到了两
天前被同样饿死的朋友老李。他说：“老李前天
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 ”人死的时候说
那样的话，还不是喜剧吗？ 世上所有的悲剧都
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

我与严守一的距离远
和严守一有点儿像是在酒店大堂碰到的

中国教育报：这部小说的价值判断和《手
机》是不一样的。 《手机》写的就是一个“信”

字，但在这部小说中，因为信朋友，反倒流落
他乡了。 这个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刘震云：像杨百顺，或者是牛爱国，就他
俩的话， 跟我的知心程度要比严守一深入得
多。 跟严守一，说的还是表面的话多一些。 其

实《手机》真正写得好的是最后的几千字，就
是那个口信儿。写到严朱氏时，我突然找到感
觉了。我突然觉着，这种找朋友的方式和跟这
样的朋友，才能谈得特别深入。这是个逐渐的
过程，朋友也是一步一步交的。

《一句顶一万句》的开篇，跟那个严朱氏
和口信儿特别相像。从那儿就开了一扇窗户，

那窗户原来就看到窗外的风景， 是口信儿和
严朱氏； 等我跳出这窗户， 突然就走向了大
海，带来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个过程。 跟
杨百顺和牛爱国的谈话， 谈得很深入、 很朴
实、很真实，更知心、更用心。和严守一交往还
有点儿像酒店大堂碰到的， 像记者招待会上
随便说的那样。但跟杨百顺和牛爱国，就有点
像现在的谈话，深下去了。

中国教育报：《一句顶一万句》 从什么时
候开始构思的？从您这一说呢，好像是跳过了
《我叫刘跃进》，对吧？

刘震云：跳过了。

中国教育报：《手机》 讲的是口对心的背
叛，到了《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谈的是知心话
的问题。 知心话在小说中说出来了吗？

刘震云：就知心话而言，《一句顶一万句》

的背叛肯定比《手机》的背叛要大得多。 这个
“大”不是在事儿上大，而是在生活整体上的
“大”， 它是颠覆性的。 所以说的话还是不一
样，一个说的是单方面的话，一个说的是生活
整体的话；那生活里的根根叶叶，来龙去脉，

整体地在说。

中国教育报： 您写这部小说大概用了多
长时间？ 为什么会有《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

3

年。写完《手机》就开始的。但中
间为什么插进刘跃进呢？ 就是遇到过巨大的
问题，出现和人物谈话谈不下去的情况。

继续写“我叫谁谁谁”系列
胸襟和气度有多大，小说写得就有多大
中国教育报：您现在写作，用机器写还是

用手写？

刘震云：第一遍是用手写。手写是非常有
快感的，而且随便在一张纸上，就开始写了，

不分时间和地点。第二遍是用电脑誊清，好处
是修改起来很方便。 誊清的过程也是修改的
过程，而且修改作品是特别愉快的。

中国教育报：手稿都保留着吗？

刘震云：保留着，但没有什么价值，因为
我写的字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

中国教育报： 现在很多作家都开始用机
器写作，您觉得机写和手写有什么差异没有？

刘震云：有。我写小说第一遍从来不用机
器写， 不单是那个手擀面和机器做出来的面
的区别的问题，我觉得是场合的不同。机器还
是有些像喧闹的大堂， 就像是坐在哪个酒店
的大堂里面，人来人往，不太适合写作。 而手
写还是有些像咱们现在这样谈心。 最主要的
是没负担，方便，随便拿一个纸都可以写。

关键是找没找对这个人儿。

中国教育报： 就是那个可以和自己聊天
的对象？

刘震云：对。

中国教育报： 您把写小说的过程看成是
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

刘震云：对。 一开始的话，好像总是你在
跟作品中的人物谈话， 但真正到了最后的时
候，是作品中的人物在跟你谈话。他突然说出
的一句话，你会突然吓一跳：惊世骇俗！

每天写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从书里面能

学到很多东西，人物能告诉你很多东西。我觉
得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动机。 不是为了写书而
写书，而是书首先能告诉我一些东西，然后会
告诉别人一些东西。

中国教育报：那个过程很玄妙吗？

刘震云： 凡是玄妙的东西肯定是特别肤
浅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朴实吧，很真实吧。 你
看，杨百顺和牛爱国聊天有什么玄妙的，而且
说的都是日常的琐事。

一个作者， 最后真正考验他的不是技术
层面的问题，而是个“发现”的问题。“发现”就
要求作者有胸襟和气度。 你的胸襟和气度有
多大，你的小说写得就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小
肚鸡肠，处处爱占人便宜，说这人能写出好作
品来，我是不相信的。

中国教育报：贾平凹！ 相传他小肚鸡肠。

刘震云：平凹？ 我不觉得他小肚鸡肠。 他
们都说平凹第一吝啬、小气。 我不觉得。

中国教育报：是因为那“三斤羊肉”？

刘震云： 这三斤羊肉可不是三斤羊肉的
事儿。 我到西安去，他马上到宾馆去看我。 但
平凹到北京，我是做不到的。 这是第一点。 第
二点就是聊了半天，他说的陕南话，我根本就
听不懂，他还聊。 聊完我觉得就完了，但第二
天早上，我去飞机场之前，他让人送来热乎乎
的三斤老白家的羊肉。平凹来北京，他第二天
上飞机之前我会让人给他送一只烤鸭吗？ 不
会的。

我到他家去，他说，东西你看上什么随便
挑。 我说行行行。 后来他送我一个陶俑，很值
钱的，一定让我拿着，还要再给我写个字儿。

你说他吝啬吗？我觉得他倒是非常有胸襟、有
气魄。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墙上姑娘的照片儿
不错。 他说这个不行，这是我老婆。 （笑）

中国教育报：他的《秦腔》您看了吗？

刘震云：看了。

中国教育报：您觉得怎么样？

刘震云：我觉得挺好的。平凹的小说总有
他自己羊肉泡馍的味道。 是个好作品。

中国教育报：正好说到这了。您的故事写
的是河南，这个好理解。但还常牵扯到山西和
山东这两个地方，而且基本上是在中原腹地，

这是无意识的结果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刘震云：是无意识，也是有意识。 河南人
逃荒，一个是往陕西，一个往山西，这是祖祖
辈辈的事。 我小时候，就常遇到“舅舅从山西
回来” 的事儿。 我舅舅头两年说话还山西口
音，但说着说着就变成我们老庄儿口音了。至
于山东， 山东做小买卖儿的也常到我们那儿
去，我们那离菏泽、东营都挺近的。 这是个自
然的交往状态。

中国教育报：您怎么评价您过去的创作？

刘震云：我试图从几个系统，整体地、全
面地，观察一下自己、世界和文学三者之间的
关系。我写过“故乡”的系列，还写过“一字头”

的系列。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写的就是政治
制度层面的官场系列，比如《官场》，还有《官
人》、《单位》。 后来我看好多人写， 我就不写
了。 现在还有一个系列我想写，就是“我叫谁
谁谁”，比如《我叫刘跃进》。当一个人说“我叫
谁谁谁”时，就已经在明确自己和这个世界的
关系，和他人的关系了。我觉得这个三角关系
也挺好。下一步我还真准备再写一个“我叫谁
谁谁”。

中国教育报：会延续《我叫刘跃进》的思
路吗？

刘震云：会很不一样。我经过一段时间琢
磨的东西都会比原来的小说深入一点。

■

独家访谈

■

文化消息

�

中国人的问题比哈姆雷特的问题严重。 哈姆雷特的问题是： “活着还是死去， 这是个问
题。” 但对中国人来说， 活着不是问题， 怎么活着才是问题； 怎么活着也不是问题， 怎么活得
像个人才是问题； 怎么活得像个人也不是问题， 怎样活得像自己才是个问题。

寻找刘震云
■

杨桂青石天强
有人说， 刘震云每天六点半就起床了，

白天写作，晚上睡觉。 每天跑步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刘震云没打过高尔夫球，认为
太贵了。 他从小在河南老家野地里乱跑，

“现在还去大太阳底下晒着，不是有病吗？ ”

有人说，刘震云除了在北京写作，走动
最多的还是河南延津， 来来往往的还是
“俺村”那些人。 自己情愿属于“老庄村”也
不愿往“文学界”里走。

有人说， 刘震云否定假知识分子，很
多知识分子其实是“知道分子”，重复、解
释别人的观点。

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寻找的刘震云吗？

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朗诵集会
上，我们听到他说：“人找人不容易，话找
话也不容易。 ”

我们兴高采烈地采访了他近两个小
时，在他眼里，我们只是他在“记者招待会
上”遇到的人，还是能够和他“说些别的就

说些别的”，说完之后可以结伴“去汴梁”

的人？ 刘震云在“去汴梁”的路上，想找的
人是谁？ 他的“知心话”是什么？

似不可考。 不过有一点我们知道，刘
震云还惦记着他的小学老师孟庆瑞（音），

对我们说：“祝孟老师健康！ 祝所有的教师
健康！ ” 还告诉我们，“教师是最好的职
业”。

孟老师是刘震云第一次见过的有文

化的人。小时候，他们村把牛屋改成教室。“牛
屋多脏啊，多味儿啊，乡下孩子多脏啊，但孟
老师没嫌弃过，很耐心地在黑板上书写，一笔
一画地写下大小多少、东西南北。 ”孟老师让
他“第一次知道了大和小，有了标尺”。

“大小多少，东西南北，可不是个小词儿
啊！ 大小多少是丈量，东西南北是故乡，这些
都是孟老师教给的。 ”刘震云说，每次在北京
转了向，都是用故乡的东西南北来校准。

对刘震云来说，孟老师说的话，写的字，

给了他第二次再生。

刘震云记事是从再生开始的。 大约两岁
时，刘震云掉进水坑里，都在水里漂起来了。

人家说他肯定活不成了，外婆把他拉出来，放
到一个碌碡上，水出来了。 “我在世界上发出
第一个声音———姥姥。 接着，开始记事了。 ”

外祖母已经逝去，孟老师也
70

多岁了。

因为孟老师， 刘震云曾有一个理想是当
乡村教员。

刘震云曾经有过
3

个理想，一个共同的特
点是“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 他曾经想到镇
上做个厨子，到一个乡村戏班子里去敲梆子，

当一名乡村教员。 刘震云的理想是和具体的
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镇上有个厨子叫老
孙，我小时候都吃不饱，他能够吃得白白胖胖
的，这是一种尊贵的象征。 家里来客人了，我
父亲去借

3

个馒头借不回来。 这
3

个馒头就像
三座大山一样压了我父亲一辈子。”白白胖胖
的厨子是他理想的起源。

“生活在外祖母身边” 的理想都没有留住
刘震云， 他最终成了一位“作者”， 是读大学
“害”了他。 刘震云总是谦虚地称自己是作者，

而不称作家。 他曾经说过：“小说中的主人公，

他们的故乡变得陌生时，就要找个更陌生的地
方，也许陌生的地方才是自己的故乡。”这句话
不知可否印证刘震云后来的生活之路。离开他
的老庄儿，来到北京，北京是他的“故乡”吗？

刘震云说，人有时会突然对自己熟悉的生
活，熟悉的人，对自己的故土、亲族感到陌生，于
是去更陌生的地方，去寻找能说知心话的人。就
像吴摩西一样，背井离乡要去找一个人，说上一
句知心话。 这比哈姆雷特的感叹要重要。

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吗？话可以“杀人”。刘
震云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
如行尸走肉。 ”“那人，早该毙了他！ ”“我恨死
你了！ ”或干脆：“去死吧！ ”说这话的时候，已
经在心里杀人了。如果从心里去考量，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杀”过许多人。

家长一句话也会“杀”了孩子。刘震云说，

有的家长问孩子跟“杀”孩子是一样的，就是
“你提问了吗？”好像提问就是好的，不提问就
是不好的，不考虑老师是不是靠谱。如果老师
不靠谱的话，向他提问不是更不靠谱吗？

人找话，话找人，都不容易。

开封举行
2009

清明文化节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开封市委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开封

2009

清明文化
节于近日举行。 活动以 “传承文明 ， 拥
抱春天” 为主题， 主要包括在开封辛亥
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祭辛亥革命烈士仪式，

在开封革命烈士陵园组织中小学生祭革
命烈士， 举办清明诗词书法展 、 清明文
化民俗手工艺和旅游纪念品展 、 中国开
封

２００９

清明文化节名家论坛 、 清明赠柳
等
33

项活动。

据介绍， 清明文化在开封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 在北宋时期形成了清明文化的
一座高峰， 是集清明文化之大成的城市。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清明文化在开封
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而且有了新的发
展和创新。 近年来， 除了举办群众性的系
列活动之外， 还打造出了大型原创歌舞剧
《清明上河图》。 （高华程）

刘震云

刘震云， 著名作家。 现
有长篇小说 《故乡相处流
传 》 、 《故 乡 面 和 花 朵 》

（四卷 ）、 《手机 》、 《我叫
刘跃进》、 《一句顶一万句》

等 ， 中短篇小说 《塔铺 》 、

《新兵连 》 、 《一地鸡毛 》 、

《温故一九四二》 等。

菲华学生文化夏令营开营

4

月
6

日， 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
办、 北京华文学院承办的菲华学生北京中
华文化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北京华文学院举
行。 此次夏令营为期

45

天，

50

名营员分别
来自菲律宾中正学院等

12

所中文学校， 将
开设汉语、 绘画、 书法、 传统手工制作、

语言实践等课程， 其间还将安排参观游览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和北京华文教育
学院表示， 邀请海外华裔青少年来华参加
多主题夏令营， 有助于他们真切感悟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 （张杰）

■

文化视点

刘震云说，是孟老师教给他大小多少、东西南北。 他说：“教师是最好的职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