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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振 摄影

BBC 亲口承认了其 2011
年出品的《人类星球》存在“不
准确的叙述”，但在“造假”问题
上并没有明确表态。在纪录片
拍摄中，的确存在一大片模糊
地带，创作者与观众之间，会有
不同的认识，想要两方达成一
致意见，是比较难的事情。

《人类星球》陷入“造假”风
波，网友们纷纷表示“难过得哭
出声”，“仿佛心中的圣殿倒
塌”。这种难过，一方面是不忍
心看到豆瓣评分高达 9.8 的这
部作品存在如此明显的瑕疵，
另一方面，是不愿相信BBC出
品的纪录片也会“造假”。

如果是别的什么小的平
台，或者别的一些不知名的创
作队伍，出现“造假”后，根本引
不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客观上
也说明，纪录片的拍摄，存在

“不准确的叙述”，在业内很可
能是一种“潜规则”，为了给观

众呈现出更好的画面、更强烈
的情节冲突，纪录片从业者利
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建立了一
道信息屏障——让观众相信他
们的眼睛，而非探究真相。

“造假”与否，关键点在于
观众评判，如果观众意识到，一
些特殊的镜头，根本无法通过
实拍呈现，而纪录片也通过相
关字幕进行了“现场还原”提示
的话，这就不属于造假，而属于
创作者与观众达成共识。

这次《人类星球》引起轩然
大波的主要原因是，在第 4 集
讲述了科罗威人的丛林生活，
称“他们是世界上唯一居住在
树屋中的部落”，而当地人却对
另外一部纪录片的主持人说，
树屋“不是我们的家”，是被“委
托拍摄的”，这位主持人也称：

“（树屋）不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这完全是欺骗。”

“欺骗”，这已经是对BBC

《人类星球》的一个严厉指控。
假设过去科罗威人真的曾经在
树屋上居住过，《人类星球》现
在是否可以通过“搭场景”“请
演员”“造情节”的方式进行拍
摄？就像还原群蛇追逐围攻小
鬣蜥那样？

宽容一点说，过去的科罗
威人如果真的曾经在树屋上久
居过，BBC 这么处理，还是有
着一定理由的。但 BBC 的失
误之处在于，没有鲜明地指出，
画面是在描述过去，一切的元
素都在指向当下的现在进行
时，这给观众造成了一个错误
认识：迄今为止科罗威人仍然
住在树屋上。

因此，问题的症结一目了
然。《人类星球》陷入“造假”风
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对
观众进行提示，也就是说，作品
给了观众实拍的印象，但实际
上是摆拍的，甚至隐瞒了拍摄

过程中科罗威人在树屋上的不
适应性，被批评“造假”，完全在
情理之中。

通过这起风波，可以讨论
一下一个有关纪录片的老问
题：纪录片究竟应追求真实还
是好看？就纪录片这种体裁来
看，真实性显然是其价值核心，
但纪录片的性质也决定了，在
其创作过程中难免要融入一些
艺术手段。即便一部纪录片百
分百的画面为实拍，导演一样
也可以通过镜头、剪辑、配乐等
技术手段，来呈现一个有情节
的故事。

除非有一种纪录片，它拍
摄了重要历史时刻的片段，具
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如
911 事件飞机撞击双塔，只要
被拍到，这段画面就记录了历
史。但这样的记录，是震撼的
也注定是短暂的，想要了解前
因后果，恐怕还得通过从大量

素材中，选出有用的片段，组成
一个完整的节目。

在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
往往是冗长、乏味的。观众不
会想盯着一个摄像机监控画
面，一动不动地看几个小时。
但这也不意味着，观众喜欢故
事，纪录片创作者就可以为所
欲为地虚构、造假，并把假的包
装成真的拿来欺骗观众。

纪录片创作的首要态度是
诚实，诚实决定了创作者的格
局，也决定了观众是否会真正
进入纪录片。在守卫诚实的基
础上，纪录片创作者可以适当
进行技术上的创新与创造，但
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依然是观
众的知情权要得到尊重。

纪录片应追求真实还是好看？
□ 韩浩月

就读书给别人提出建议，
这是很愚蠢的行为。因为你无
法证明自己比别人会读书，别
人读书一定比你少。但最近不
断地有爱好写作的朋友向我提
出这方面的要求，我思考一下，
啰嗦两句了。

要我说，首先要读的，是史
类方面的书。这类书可以帮助
我们了解出生之前的许多事，
宏观上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中
国通史》是必须要读的。读完
这本书之后，我建议读一下五
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读这套
书，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打通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加深
对近现代史和新中国缔造史的
理解；二是，这套书是现代白话
文的典范，许多篇章，完全是可
以当散文名篇来读的。《中国文
学史》我建议也要读一下。我
们今天的文学，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不知晓文学史，两眼只能
一片茫然。其他专业方面的历
史，如果有条件、有时间，也可
以读一点。读一本史书，就是
在时空凿通一眼井，我们从中
可以窥探到许多过往。

历史的东西有了，那仅仅

是房子有了一个框架，还需要
我们用实实在在的材料去填
充。这材料，就是经过大浪淘
沙沉淀下来的经典名著。有几
本书，爱好写作的人，我以为必
须读一下，即四大古典小说、三
言二拍和聊斋。这几本书，可
以帮助我们熟悉过去的人是怎
样生活的，尤其民间的生活状
态。虽然有些书的内容并不是
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但也是
当时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表现方
法，是反映现实的。这些书，雅
俗共赏，读之并不困难。读了，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说的许多
话、做的许多事，其实前人早
说了、早在做了。读了这些
书，与《中国文学史》同步，
再读一点诗词歌赋等名家名篇
也是有必要的。并不是要读一
个名家的所有作品，但他的代
表作，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在
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我们还
是要了解。至于自己喜欢的作
家，我们可以根据个人兴趣，
多读他们的作品，哪怕沉下心
专门研究。

第三方面要读的书，我认
为是当下优秀的正在产生影响

的书。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
说，我是尽可能一本不落地买
回精读的。有许多年，每年的
年度作品选，比如中篇小说、短
篇小说、散文等方面的，我是必
须要买回读的。后来，这类书
编得杂了，乱了，开始粗糙了，
太利益化了，我才没有坚持下
来。眼下风头上的作家正在写
什么，这也是必须要看的。最
好的方法是看文学期刊。并不
是每一种文学期刊都值得我们
掏钱去买，去订阅，但《人民文
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
文》《诗刊》等，还是值得我们时
常去翻阅的。上面也不是每一
篇文章都好，但有的文学杂志，
读了你会后悔，没有一篇是上
乘之作。并非我们眼高手低
了，而是我们读得多了，眼界不
一样了，知道了好丑。

关于思维训练方面的书，
我觉得也需要读一点。比如哲
学方面的书，心理学方面的书，
美学方面的书，形式逻辑方面
的书。我很喜欢读辩证法，我
认为世间的许多事需要辩证地
思考，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需要
我们自圆其说。写作的人，写

的许多内容是一家之言，需要
具备这种自圆其说、力求严密
的能力。把个人的思考结果，
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可并接受，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不但
自己要思考，还要知道别人是
怎样思考的。这些思维训练方
面的书，正是告诉我们人类思
考的共性规律的。

一些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必须去读。比如想写作，无论
如何要把《现代汉语》《古代汉
语》读一下，哪怕是粗略地浏
览。写公文的，那些考公务员
的公文写作方面的书不能不
看。写新闻、做编辑的，国家关
于印刷品质量的规范文件，新
闻报道禁忌用语等不能不及时
关注，牢记在心。没有读过某
一方面的专业书籍而去做这方
面的事，很可能开口即错、伸手
即错。隔行如隔山，跨专业地
多读一点书，这些“山”就会少
一些。如果我们从事的是跟写
作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工作，
相关专业的文字，也要尽可能
多读一点，没准，那些专业的内
容，会成为我们写作的最大亮
点。

读书的目的在于收获知
识，知识在于积累，积累是个长
期的坚持不懈的过程。这个话
题我在其他文章里专门谈过，
这里不再赘言。不妨补充强调
另外两点：一、专业的书，是可
以“恶补”的，但涵养心性的书，
是慢功夫，功在平时。那些看
似无用的优秀文学作品，其实
有春风化雨的功效，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在
告诉我们读书与不读书的区
别。二、现代科技发展迅猛，出
版图书也成了轻而易举的事
情，面对海量的阅读物，并不是
每一本书我们都需要去读，一
个人的时间、精力甚至目力都
非常有限，有些书我们完全可
以不必去读，有些书我们可以
走马观花地读，而有些书，我们
又必须精读、研读、反反复复地
读。

会读书，也是一门学问。
读书要有个目标，订个计划，分
阶段实施，科学地去读。

会读书，也是一门学问
□ 张 正

许多80、90后，都是听着“奶茶”刘若英的情歌长大，听她的
歌好像在怀念过去。没想到，此次她延用自己的歌曲《后来》作
为处女作片名，表达了她歌中所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
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为难能可贵的是，《后来的
我们》刘若英在处理情感线索时，并没有女导演常见的矫情，也
没有将爱情描绘为缥渺的事物，而是将情感落地，放置到人间烟
火的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极平淡又极有力量，让十年爱情
故事，成为男女主角共同的回忆。

井柏然饰演的北京某高校计算机系学生见清，毕业后怀揣
游戏创业梦，设计了一款类似于“超级玛丽”的益智游戏。游戏
中的伊恩与凯丽离散后，世界晦暗失去了色彩，待到两人再次相
聚，世界又有了颜色。全片的格调也采用游戏中的设定，分别用
黑白和彩色的闪回，穿插表现当下和过去，两个时空的平行蒙太
奇手法，不仅和片名吻合，也通过不同的色彩传递出爱情的起承
转合。回忆是缥缈的，像逝去的黑白电影，没有色彩，没有生命，
乍看仿佛满眼都是，伸手却已恍然成空。黑白和彩色，代表两个
平行对立的世界，却延展了跌宕起伏的感情线。

在时间维度上跨越十年，而空间上又横跨了北京与东北两
个地方，但电影的叙事完成度很高，尤其是生动还原了“北漂”这
个群体，绿皮火车、春运农民工潮、东北雪原、北京银杏黄叶落、
异乡人的漂泊奋斗、城乡接合部和电子城等，都散发出真实的时
代、地域和自然的印记，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以往的国产爱情片结局大多皆大欢喜，男女主角经历世事
的磨炼，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的我们》却戳破这种童话爱
情公式，刻画了现实的摧残，甜蜜、怀疑、争吵、沉默、擦肩、回眸、
走远。

《后来的我们》演员表演自然而接地气，“小妞电影代言人”
周冬雨饰演的小晓鬼灵精怪、牙尖嘴利，她和见清同甘共苦租住
在地下室，傲娇地想留在北京的凛然模样。《后来的我们》中周冬
雨对于十年前后各种情绪的把控，不复当年为爱的勇气，制造出
许多回放的青春场景，属于每一个在生命中留下过些许痕迹的
情感对象。

《后来的我们》最令人感动的并非爱情，而是片末借由见清
父亲的信，口述传达的舐犊情深。那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不啻
是向小晓，这位原来可能成为自己儿媳妇，最终却成为最好的倾
听者，交付了一生的秘密：“缘分这事，不负对方就好，想要不负
一生，却很难……”。回不去的亲情和爱情，诠释出一种得不到
而失去永远的真情。田壮壮饰演的“中国式留守父亲”，因视力
减退，看不清字，只能凑近纸写信，从他孤独的语气和神情，能感
受到儿子不在身边陪伴的忧伤。逢年过节，他总期盼着儿子回
家，在厨房忙着做年夜饭，给儿子做他最爱吃的黏豆包，虽然他
沉默寡言，但“润物细无声”的演绎，却让人触摸到他对儿子深沉
而含蓄的爱。每逢过年，他身旁的人慢慢减少，直到最后只剩自
己，击中许多人的泪点。

小晓和见清，最终没能走在一起。见清的父亲辞世前，也没
能见到小晓最后一面，信中的叹息，藏着的是见清和小晓两人的
故事，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距离，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种前尘已逝无法重来的感情，除了让人泪流满面，再也找不到
其他的表达方式。

《后来的我们》：
前尘与后来

□ 王 珉

在我结婚前，我看见人家小孩子，就好生喜欢。可结婚做
了母亲后，我突然对小孩子变得讨厌起来。

儿子四岁，夜间还常是哭闹不停，一不留神，还尿床，让我
疲惫不堪。那段日子，我是战斗员，可战斗员也有愤怒的时
候。我不明白，这个小孩，为何让我如此折磨？

我打电话给母亲，历数儿子的劣迹和“陋习”，并在电话里
问母亲：“同样做母亲，为何幼时的我，带给你的是欢笑，而我得
到的却是无尽的烦恼？”

母亲笑了：“你五岁还尿裤子，还点火烧过人家草堆，砸坏
过人家玻璃，我曾为你淌过多少眼泪……”

母亲的话，突然让我愤愤的心，安静下来。
母亲说：“眼泪和欢笑，你一样需要珍视。”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培育孩子，欢笑固然让人欣

慰，但孩子所谓的“陋习”带你的眼泪，你同样要学会面对和珍
视。

于是，在与孩子的周旋中，我开始学着母亲的样子，用一种
平静的心情，看待儿子的“陋习”。可谁知，我还是失败了。

放暑假了，我们全家带儿子去风景区玩。在看过耍猴游戏
后，儿子一个人闷闷不乐。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他呆呆地凝
视窗外。一路上，我尝试了好几次想逗他开心，可谁知，他朝我
一抬头，竟是满眼的泪。

我终于忍无可忍，喊道：“我们什么事都宠着你，你要什么
我们都给你什么，今天专门带你出来玩，你还有什么不满足，有
什么天大的委屈，让你如此伤心？”

见我已经怒火攻心，老公赶紧示意我息怒。老公转身温柔
地问儿子：“你为什么哭呢？”

儿子说：“爸，在看猴戏时，耍猴人用鞭子，狠命抽打不听话
的猴子，那猴子多可怜啊！”

想到那只被打的猴子，当时我还真的很难过。只不过，时
过境迁，我早忘记了那被打的猴子。

原来，儿子的眼泪，是充满暖意的善良，而不是他对我们有
所不满或愤恨。

终于明白，孩子，是上天带给我们的天使。他是善良而绵
软的。当他哭时，请不要愤怒，因为孩子的眼泪同样值得珍惜。

孩子的眼泪也需要珍视
□ 鲍海英

在海拔三千九百七十八
米的甘肃山丹县焉支山南
北，苍翠的群山夹峙中，有一
条像绿色缎带的草原平铺在
河西走廊的中部，这就是被
誉为千里马摇篮的山丹马
场。

山丹马场是我国最大的
养马场，也是世界四大马场
之一。它横跨甘肃的武威，
张掖和青海的海北等六个
县，总面积为三百余万亩。
马场区地势，由南向北倾斜，
海拔在两千五百米至三千一
百米之间。祁连山消融的雪
水，滋润着这片原野，夏秋雨
量充沛，水美草幽，气候宜

人，自古就是我国畜牧业的
中心。

山丹一带大草滩草原，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皇
家养马基地。据史料记载，
曾在此设牧苑三十六所，养
马三十万匹。善于骑射的北
魏王朝，曾把河西作为牧放
基地，放牧至二百万匹，同
时，经常保持军马十万匹左
右，以备军事之需。

隋炀帝时，以山丹大马
营为中心，牧放官马十万，到
唐朝初年，养官马达七十余
万匹。明代洪武年间，加强
了马场的建设。在大草滩修
筑了马营堡，并以此地为中

心，西到百蛇口，建七个墩
台；向东到高固城，也设七个
墩台。墩台驻兵把守，形成
一条一百多里长的防区，保
护着大草滩草原。

各代还从各地引进许多
名马，在大草滩落户、繁衍、
生息，如被赐号“西极”的乌
孙马，被命名为“天马”的大
宛血汗马，来自西方的波斯
马等。这些良骥的引进，对
我国马种的改良曾起到积极
的作用。

在大草滩草原一带，曾
出土过许多与马有关的文
物。酒泉丁家闸五号西凉墓
发掘的壁画中，绘有一匹红

鬃赤尾、飞腾于群山之上的
大马；武威雷台出土的一套
铸造精致的武装铜车马，其
中一匹是四蹄腾空，一蹄踏
飞鸟的铜马，这就是闻名于
世的铜奔马。后来发现马蹄
踏着的是善于疾飞的风神
——神兽“龙雀”，这真是“天
马行空”了。现在，这件称为

“天马”的艺术品，已作为中
国旅游的图形标志。

后来，古老的大草滩草
原，成了人民军队的养马基
地，引进了国外的顿河马与
本地马杂交，培育出优良新
种“山丹马”。山丹马轮廓匀
称，体高一米五，马姿雄健强
悍，力速兼备，驮、挽兼用。
现在，在边防线上，在各省山
地都可以看到山丹马，最近
几年来，已供应各地六万多
匹。

千里牧场，万马奔腾，山
丹马场展现出无比雄美的草
原风光。

在天马的故乡在天马的故乡
□ 张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