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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佳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贾探春
兴利除旧弊”是非常精彩的章节，一
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个未谙世事
的丫头，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偌大的
荣国府治理得严整肃静、内外服帖，
引人深思。

探春是贾府大总管王熙凤生病
管不了事情后被推到前台来的。上
任之初，探春并不被看好，首先是出
身不高，她是贾政和赵姨娘生的。封
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嫡贵庶贱，出
身即决定命运。同一个父亲，嫡出的
贾宝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庶出的
贾环——探春一母同胞的弟弟，连
丫头都敢欺负他。此外，她的母亲赵
姨娘说话行事不太走脑子，喜欢挑
拨是非，在贾府口碑不好，常常让探
春处境尴尬，脸上无光。同时，她还
很年轻，十六七岁的黄毛丫头，没有
管理经验。而她平时为人处世“平和
恬淡”“言语安静”，没有王熙凤的泼
辣劲，似乎很难服众。但谁都没想
到，这个性情和顺的丫头一朝上任，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雷厉风行，大刀
阔斧，让人瞠目。探春之所以能在贾
府成功推动改革，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时兴利除弊成了有识之士的
共识，探春顺势而为，得到强有力的
支持。贾家到探春这一代已经是第
四代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经
历了几代人的挥霍，不仅把祖宗的

功德挥霍干净了，把家产也败得差
不多了。秦可卿临死之前托梦王熙
凤：“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
跌重”，要她“于荣时筹划将来衰时
的事业”。作为大总管的王熙凤，对
家底更清楚，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进
项越来越少，花银子的地方越来越
多”，甚至还出现了拖欠丫头份例银
子的情况。王熙凤一直在想方设法
节省开支，但说得多，做得少。探春
开源节流的系列改革举措，是王熙
凤一直想做却没敢做的。为此，王熙
凤专门告诫她的丫鬟平儿，如果探
春驳了她的意见、改了她的制度，都
不要紧，要维护探春的脸面。

作为贾府的实际权力掌握者王
夫人，对探春也是赞赏有加，不但把
千斤重担交给她，还给配了两个好
帮手，一个是李纨，一个是薛宝钗，
这一着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探
春虽然外表柔弱，但实际上是三人
中的主心骨，既有文化，又有见识，
杀伐决断，巾帼不让须眉。李纨是一
个“尚德不尚才”的人，历来“厚道多
恩无罚”。探春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
然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会引发各种
矛盾冲突，李纨可以发挥“和事佬”
的作用，避免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薛宝钗识大体、顾大局，考
虑问题全面，她可以匡补缺失，发挥
参谋、智囊作用，让改革推进更加顺
利。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型领
导班子。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探春使
用的策略十分得当。商鞅“移木立
信”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最后得以在
秦国实施“变法”。探春也深谙此道。
上任后第一件事遇到她亲舅舅去
世，主事的人请示要送多少礼，探春
问她惯例是怎样。不料，这个管事的
欺负她新官上任，便“套路”她说，你
定多少就是多少。探春没有“上套”，
查明情况后按最低的标准给舅舅家
送礼。探春顶住了来自亲妈的压力
时，王熙凤派人传话，说不必按照常
例处理，尺度可以自己掌握，多给点
也行。探春不但不领情，还责怪王熙
凤只知道做好人，不坚持原则，毫不
客气地驳回了王熙凤的意见。这几
个回合的斗争中，上上下下的眼睛
都盯着她，只要她稍微心软一下，后
果就不堪设想。好在探春头脑清醒，
坚持按规办事，不徇私情，成功树立
了自己的威信。

之后，很多工作的推进就势如
破竹了。她果断取消了贾环和贾兰
重复拿的上学补助。贾环是她的亲
弟弟，贾兰是李纨的儿子，都是她们
这个“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至亲。
随后，她又取消了给小姐们统一采
购配送化妆品的制度，因为她自己
身处其中，十分了解这里的弊端。这
两项都是“刀刃向内”的改革，涉及
的利益更深，涉及的面更广，但这两
项“新政”在推进中几乎没遇到阻
力。可以推断，探春还做了大量的清

除弊端的工作。
尝到甜头后，探春决定将改革

再推进一步。之前的举措如果算“节
流”的话，她这次是想方设法“开
源”。他们居住的大观园面积庞大，
打扫卫生、疏浚河塘等“物业维护”
要花大量的人力、财力。与此同时，
园子里种的数不清的花果、水稻、水
草等任其烂在树上、田里，白白浪费
了。探春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将大观
园中的竹林、稻田、菜地、花圃等划
片分区“承包”给老妈子，在满足大
观园中几个小姐少爷的日常基本需
求后，其他收益归承包人所有。这项
举措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大
观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此外，探春
还要求这些人把收成的一部分拿出
来给同在大观园工作却没能得到承
包权的工友们。在分配制度上，既考
虑了多劳多得，也兼顾了公平合理。
所以，这项改革体现了探春等人改
革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完整性，结果
自然是“阖府上下交口称赞”。

从整部《红楼梦》中可以看到，
贾府上下大多数人是躺在祖宗的功
劳簿上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根本
不管“大厦将倾”。少部分人冷眼旁
观，看到了问题所在，却消极避世，
没有采取任何办法。只有探春既看
到了问题所在，又勇于采取实际行
动挽救危局。虽然作用有限，也算红
楼挽歌中的一段“小阳春”，在一定
程度上延缓了家族败亡的速度。

探春贾府兴利除宿弊的启示

杜晓宁

要阐述当代中国电影的文化生
产，是一个极其庞大而繁复的系统
工程。《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
将辨析对象定位于近 40 年所生产的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电影，结合电
影的生产背景和影片内容，采用文化
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
国电影的文化生产过程做了一个大
体的描述，从而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留
下一份较为深刻的历史记录。

虽有着现成的时间跨度，但作
者并不是直接将电影拉到一个时间
轴上，来对其进行划分，而是用电影
的题材类型来进行归类。本书分为
七个部分，主要有主旋律电影、合拍
片与华语电影、农村题材电影、少数
民族题材电影和纪录片等。

本书的语言风格在学术和通俗
易懂中取得了良好的平衡，在对各
类电影的内容进行讲解和评论的同
时，不断与影片的时代背景相结合，
以此更为客观地对中国当代电影的
文化生产进行阐述。

电影的灵魂人物毋庸置疑是导
演，于是在本书中，中国的“第五代”
和“第六代”导演占据了重要的篇
幅。“第六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养成了对体制的习惯性逆反，这
一代导演对“第五代”的作品几乎
如出一辙地持拒绝传承的态度。但
在 全 球 化 深 度 推 进 的 背 景 之 下 ，

“当现实的复杂性需要相应的复合
型的实践理性时”，“第六代”也从
最初刻意标榜与“第五代”的差
异，转为在 20 年后终于与“第五
代”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流”。
例如作者重点提到的贾樟柯导演，
从他的第一部电影 《小武》 到最近
的 《二十四城记》，在这十几年的
时间里，贾樟柯的电影从脱离体制
来表达青年人的愤怒，演变为婉转
地接受了“历史进步论”的看法，
实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协调。

上海催生了中国电影史的第一
次高潮，因此，“上海”形象便在中国
电影中成了常客，似乎也成了一个
文化怀旧的典型。2004 年，在一部颇
受关注的影片《美丽上海》中，上海

成了一个解说全球化历史观的载
体；在 2005 年的《青红》中，上海是与
所在的压抑、灰色的三线老厂完全
相反的富裕明媚的地方；在 2006 年
的《夜·上海》中，上海已然具备亚洲
第一都会的模样。正如作者所说：

“怀旧是潜意识的，而叙述更可能是
有意识的；怀旧产生于某种犹疑不
定，叙述却可能在文化政治领域里
从容布局。”上海在影片中往往以

“正面”形象示人，主要原因在于它
是作为一个空间符号、文化符号而
存在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
中，它具有其他中国城市所不可比
拟的被认同性。

在合拍片中，作者一针见血地
指出：“大多是‘形式合拍’，而未见
融汇合作双方在制作理念、文化诉
求、发行双赢策略等方面的‘实质合
拍’。”而农村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
史的不同阶段都曾大量涌现，但政
府对农村题材电影的扶持和国家对
商业电影的依赖之间的矛盾暂时未
能得到良好的解决。此外，创作资源
的缺乏，也使得农村题材电影的质

量停滞不前，前景不容乐观。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依然
争论不休，但不管如何，对其概念的
梳理不能脱离与民族学相关的历史
经验与知识传统。

中国电影事业可以说从“第五
代”开始才真正日趋繁荣，但“第
五代”出现时，中国电影正处于社
会转型期，按照海外市场的趣味制
作了一批类型化的带有浓厚东方主
义色彩的影片。因此，中国电影在
走向世界时，始终缺乏一种真正独
立的中国精神，而要想从根本上改
变这种现象，答案或许能从这部较
为系统的理论著作中找到。

“未完成”的电影
——评《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

罗怀臻

宁波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持出
版《王信厚剧作选》，邀我作序，我欣
然应允。一来我曾为宁波甬剧创作过

《典妻》剧本；二来甬籍剧作家王信厚
是我多年深交的好友，认识王锦
文、接触甬剧也是因他而结下的缘。

信厚兄年长于我，我们是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班
学习时的同学。信厚兄进修结业返
回宁波后不久，即担任了甬剧团团
长，而我则从江苏淮阴 （今淮安）
迁居至上海工作。上海、宁波一衣
带水，信厚兄时常邀请我去宁波看
甬剧，有时去了就住他家，与他的
夫人、女儿相处甚欢，如同亲人。
那些年，宁波甬剧团常到上海演
出，每次我都去观赏，顺便也与信
厚兄交流各自的创作。记得看过的
甬剧，信厚兄编剧的就有好几部，
如 《邻舍隔壁》《罗科长下岗》《风
雨一家人》 及后来的 《风雨祠堂》

《呆大烧香》 等。
王信厚剧作的特点之一是作品

多为现实题材，多反映城市生活。
他的戏剧创作，始终能紧跟时代步
伐，紧贴时代脉搏，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接地气”“通人心”“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他的戏剧，绝无

忸怩作态，绝不无病呻吟，一切出
自胸臆，发自真情。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创作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呼吁
重视知识分子作用、改善知识分子
待遇的甬剧 《秀才的婚事》，就曾
在第二届中国戏剧节上获得好评。
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表现党员干
部在国有企业转型中发挥模范作用
的甬剧 《罗科长下岗》，入选了文
化部举办的全国戏曲现代戏调演，
赢得普遍好评。参加中国戏剧节演
出的 《宁波大哥》 更是引起业界与
社会的普遍热议，赢得一片赞誉。从
他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越剧《母
子奇遇》、甬剧《马虎厂长》《邻舍隔
壁》《风雨一家人》到最近创作的甬
剧《江厦街》，都是通过小人物写出
大情怀，由小视角写出大变革。即使
像 反 映 稍 远 年 代 生 活 的《风 雨 祠
堂》，也倾注了作者对当下社会中

“金钱扭曲人性”现象的批判。可以
说信厚兄的现代戏创作与改革开放
同步，与人的感情观念共鸣，从生活
的一隅记录着宁波，并通过记录宁
波世情民心，鲜活地折射出中国改
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

王信厚剧作的另一特点是他对
剧本戏剧性的重视。戏剧文学剧本，
首先要有戏剧性，而这往往是现实
题材创作最容易缺失的，也是当下

现代戏最薄弱的环节。信厚兄熟悉
舞台，熟悉观众，善于以编织巧妙的
故事来吸引观众。如甬剧《罗科长下
岗》写的是一个曾于 6 年前拘捕过一
名罪犯的警察，6 年后成了那名曾经
的囚犯管理下的企业党支部书记，
警囚重逢，位置颠倒，既表现了党员
干部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里继续发
挥作用，又描写了党外身份企业家
在地位变化后如何不断完善自己，
二人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碰撞出强烈
的戏剧性。甬剧《邻舍隔壁》则通过
一个院里两户人家的感情纠葛，表
现基层干部秀兰在与个体户邻居的
特殊关系中，不计个人恩怨、助人为
乐的胸怀。

王信厚剧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擅长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生活。
作为宁波籍剧作家，他的创作并不
局限于写甬剧，他创作的滑稽戏《一
错再错》《马马虎虎》《喜怒哀乐》等，
曾被杭州、苏州、上海等地的滑稽剧
团搬上舞台。按说甬剧擅长敷演家
庭伦理题材的苦戏、悲剧，但是信厚
兄却将喜剧的手法和喜剧的趣味引
入甬剧，并且成为唯一擅长创作喜
剧风格作品的甬剧作家。喜中有悲，
悲中有喜，且在悲喜剧兼容的现实
题材作品中融入非现实主义创作的
寓言、象征与反讽，进而通过成功的

创作丰富了甬剧乃至戏曲剧本创作
的编剧技法，不啻是他对当代戏曲
喜剧创作的探索实验和独特贡献。
他根据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名剧

《老妇还乡》改编创作的甬剧《风雨
祠堂》，将上述理念作了淋漓尽致的
发挥，以幽默夸张的手法揭示幽深
隐蔽的人性，寓深刻的真实于佯装
荒谬的嬉笑怒骂之中。通过甬剧《风
雨祠堂》将外国名剧中国化、地域化
和戏曲化、甬剧化，他的改编，既收
到了良好的剧场效果，也收获了有
益的编剧经验。

屈指算来，信厚兄在戏剧创作
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数十年，创作
了大大小小各类剧本数十部，收入

《王信厚剧作选》的 14 部剧作仅是他
作品的一部分。冰山一角，不掩峥
嵘；虽处一隅，蔚然大家。

（作者系著名剧作家、中国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

虽处一隅 蔚然大家
——《王信厚剧作选》序

《苏东坡的山药粥》是徐佳的
散文集，不是讲美食，而是讲他喜
欢的历史人物和地域文化。

《杜诗列传》精选了杜甫的几
首诗歌进行拓展和演绎，其中《江
南逢李龟年》《观公孙大娘弟子舞
剑器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这
三首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见证。李
龟年是乐师，公孙大娘是舞者，曹
霸是画家和武将，他们都是顶尖
的人才，“安史之乱”后流落民间，
颠沛于风尘之中，让人无限感慨。

《纸上东晋》讲的是存世的三
件东晋书法作品。王羲之的《快雪
时晴帖》是写给友人山阴张侯的，
寥寥数字，精妙无比。传到赵构手
上时，他大加赞誉——这人做皇
帝苟且，但书法不错，评论也妙。

《顿首伯远帖》是王羲之的侄子王
珣所书，他是王洽之子，一直从
军，从来不是书法家，但字中的豪
气，异于王氏家族的其他人。《中
秋帖》是王羲之的幼子王献之所
书，他为人沉默淡定，学父亲的书
法，又另辟蹊径，自成一体。这三
件书法作品流到乾隆手中，被并
称为“三希”。

第二辑中都是些短文。《伟哉
虞公》写南宋的虞允文，一个并不
出名的人物，却挽救了南宋王朝。
虞允文以少敌多，大败金军，赢得
了著名的“采石大捷”，这是一个
小人物改变历史的传奇故事。

第三辑中，《诗仙偶落墨》写
李白的唯一墨宝《上阳台帖》的传
世过程。《鹊华秋色》图是赵孟頫
为慰藉好友周密的思乡之情所
画，足见两人情谊之深。《深交三
百年》写的是董其昌和黄公望的
隔世对话。

写历史的散文很多，徐佳却
能别出心裁，联想自由，文笔灵
动，且颇有见识。

（推荐书友：仇赤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取
代文言，百年来能作典雅古诗文
者日少，几有消失殆尽之虞。

《昔在集》 作者刘晓艺女士，以
其年龄有如此功力，十分难得，
喜见风华犹在也。”这是著名学
者汪荣祖先生对《昔在集》及其
作者刘晓艺的评价。单看作品，

《昔在集》 中不仅有旧体诗词、
尺牍锦笺，还有桑籁名章、莎翁
戏剧。作者融汇中西，以古典诗
词为媒，将自身的情感、学识、
思想融为一体，追昔、怀旧、慕
古……

《昔在集》 最大的特点是以
典实传深情。集中诗文几乎一句

一典，作者“远得庾信之典雅，
中染李商隐、郁达夫之神韵，近
得门风家学”，将每一首旧体诗
词进行英译，汉诗在左，英诗在
右，中英对照，一目了然。

书中的尺牍，皆为作者与诸
师长交游所致函。其文字典雅清
新，用词委婉考究，呈现出尺牍

“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的
社交功用，并体现出作者对师长
的仰思之情。收函者多为学术圈
内名声卓著的学者，如郑训佐、王
学典、陶晋生、李又宁等。

除却诗词尺牍，莎翁作品的
选译在本书中也是光彩夺目。莎
士比亚有 154 首十四行诗传世，
译本众多，大多采用白话文翻
译。但作者用古文翻译，句式工
整，朗朗上口。刘晓艺认为，莎
士比亚诗歌和中国旧诗是相通
的，英诗中的特定体裁，也和中
国旧诗一样有着“诗律伤严近寡
恩”的创作要求。

（推荐书友：黄睿钰）

《苏东坡的山药粥》

《昔在集》

《红色地址簿》

红色地址簿是故事的载体，
其实更是一本人生的纪念册。

“有很多名字，如过客一般
从我们的人生中经过。这些名字
走来，又离开，让我们心碎，又
让我们流泪。有些成了爱人，有
些成了敌人。”多丽丝 10 岁那
年，父亲给了她一本红色地址
簿，告诉她：“你可以把所有的
朋友记在里面，记下你以后去的
所有令人激动的地方、遇到的所
有人，这样你就不会忘记。”随
即，父亲第一个在字母A下面写
上了自己的名字。可他也是红色
地址簿上被划去的第一个名字，
划去，代表着逝世。

如今，多丽丝已是 96 岁的
老人，她幸运地活得比朋友们都
长，但看到地址簿里满是被划掉
的人名时，对她而言又是何等的
感喟。多丽丝独居在斯德哥尔摩
的公寓里，生活中除了轮换来照
顾她的护理人员外，就只剩下远
在旧金山的侄孙女珍妮偶尔会与

她通视频。一次意外事故后，多
丽丝住进了加护病房，珍妮赶来
照顾。在整理公寓的过程中发现
了那本红色地址簿，从中，珍妮
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孤独——没有
朋友，没有家人，只能与记忆做
伴。也发现了多丽丝隐藏一生的
秘密和遗憾。

红色地址簿是串联起整个故
事的线索。这上面有人消失了，
有人出现了，有人被记住了，有
人被遗忘了。多丽丝一辈子没结
婚，却得到了一个男人一辈子的
牵挂；跌宕起伏的过往经历中，
她依旧葆有一颗平静的心。快要
离世之际，多丽丝得知思念了一
生的那个男人还在世，两人视频
连线的时候，老爷爷泣不成声。
他们一生都在给对方写信，却一
直擦肩而过。相爱的两个人在多
年后以这种方式相见，是何等的
五味杂陈……多丽丝离世 48 小
时后，他也去世了。这样的人生
到底也不算太遗憾。

《红色地址簿》 是苏菲亚·
伦德伯格自费出版的处女作，一
亮相即感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并卖出了32国版权。

（推荐书友：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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