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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学涛

“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
足自容。”导演贾樟柯用白居易的诗句表达自己在
疫情期间的感想。他在家拍短片、写作，给上海大
学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上网课。

同时，他也期盼疫情早日结束。“从人山人海
的柏林电影宫回到自己的居所，仿佛是一个蒙太
奇，对比出了不同的生活方法。我上网、刷微博、看
微信，没过几天也开始厌倦了这样足不出户的生
活。像一只终日游荡街市的狗，突然被关进了笼
子，终究会是想念街道的。”

读书：心中有底，走得踏实

贾樟柯在山西省吕梁市的汾阳市长大。小时
候，他特别喜欢古诗词，父亲就从县城里（当时还
是汾阳县）的新华书店给他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唐诗、宋词、散文等。他会用旧报纸、旧年历包上
书皮，除自己读外，还会分享给更多人。“虽然那
时候图书资源非常有限，也不是一个互联网的时
代，但是读书的渴望，对书和写作的敬重是骨子
里面存在的。”他说。

上了高中，汾阳中学的图书馆藏书比较丰
富，尤其是杂志和报纸。那时候他常去两座“图书
馆”看书：一座是汾阳中学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度
过了 3 年非常愉快的高中生活；另一座是街头的
小书摊。每到周末，他便去帮一个高中同学看家
里的书摊，顺便读《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文
学杂志。

在书香文字里，他开阔了视野，也开始理解现
实。中学时代，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对他影
响很大。那时候他是城市户口，贪玩，喜欢看电视、
踢足球，但身边从农村来的同学却非常用功，他们
晚上常常点蜡烛学习到很晚。刚开始他并不是很
理解，直到看了《人生》，突然领悟原来当时户籍制
度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这么大。“严肃文学和阅
读，让一个懵懂的少年有了反思社会、人的可能
性。”贾樟柯说。

因为父亲在当时的汾阳县志办工作，这让他
有机会读到有关汾阳历史的文章，了解汾阳的过
去和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的变迁。通过阅读，他知
道了汾阳中学洋楼的来历，了解到汾阳的菜、汾阳
的第一台洗衣机等。“当你穿行在城市老房子间，
走在土地上，逐渐会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读这些文
章能让人产生很强烈的文化自信。”

“培养阅读习惯，会催生一个人写作的兴趣和
冲动。”贾樟柯回忆说，高中时一场小雨过后，他和
同学爬到教育局房顶俯瞰汾阳城，看到房顶上不
知谁落下了一本书，被雨水淋得纸张贴在一起。那
本书是一本朦胧诗选，里面有北岛、顾城、舒婷等
人的诗篇。这本小诗集让他读得热血沸腾，虽然不
太明白在讲什么，但里面的诗句和现代中文的美
感让他读完后，坐下来、拿起笔、摊开纸，要写一首
诗。他们十几个男生还组成一个诗社，每个人坐在
课桌前开始写诗，从一个阅读者变成一个表达者、
一个抒情者。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后，人的内
心开始变得细腻、敏感，对情感、社会、生活的关
注，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意识。

23 岁时贾樟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27 岁拍
出了《小武》。曾有记者问他，从偏远的吕梁山来到
北京在电影界打拼，有无感到压力和自卑时，贾樟
柯说：“当你将表里山河5000年历史装在心里时，

你确实心中有底，走得踏实。”
谈到文学，贾樟柯欣赏一个观点：文学是人类

的信使。作家发现新问题后，通过文学第一时间告
诉大家，所以人们阅读文学，能快速理解生活中发
生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因此，他认为文学是我们了
解自己、时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窗口。

另外，贾樟柯说，我们正身处碎片化的信息时
代，人们每天通过网络、微信、微博获得大量信息，

但这些信息是零碎的，这在传播学里叫“信息的迷
雾”。但文学有整体性、逻辑性，它能通过文字描述
把内在的情感、逻辑梳理清楚，因此，文学作品能
让我们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的能力，开阔眼界。

“我一直信奉愉悦阅读，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
书，有的书读不下去了就放一边，过一两个月、一
两年拿起来接着读，都无所谓，读书不是刻板的，
而是日常、随意、轻松的事情。”贾樟柯说。

疫情：或许在创作上孕育着新的浪潮

草地：疫情期间您在做什么？
贾樟柯：主要是在改《在清朝》，因为写了十几

年，一直想拍成电影，现在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
拿出来再改一改。我对写作环境不太讲究，办公
室、家里、闹腾的地方都能接受。疫情期间在家待
着，有了一个很好的安静的写作环境，这也让枯燥
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还是很享受的。

草地：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影响？
贾樟柯：电影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很大冲击，

特别是电影院。疫情期间，电影院无法开业，把一
年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黄金档——春节档和情人节
档失去了，如果了解电影市场情况的话就会理解，
很多影院全年三分之一的收入是靠春节这段时
间，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出台政策进行扶持。从创作
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拍摄停了下来，这是一个显
性的影响。同时，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电影人，特别
是创作者，一个暂缓、停下来反思、重新出发做准
备的契机。

我相信，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
一定会给人们带来非常多的对于社会、人、生命的
新思考。有朝一日疫情结束，电影创作会有一个井
喷式的发展。大家会带着新发现投入创作中。这两
天上网课，我也鼓励学生们——从电影史的角度
看，电影导演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历过战争的，一
类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二战结束后，这样的人类
浩劫带给电影工作者非常多的创作动力，所以产
生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关注底层民众和现
实生活。或许将来我们会发现导演分为两类：经历
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的。这对我们全
面地理解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契机。从这
个角度来说，或许在创作上它孕育着新的浪潮，或
者新的一代导演、创作者。

草地：疫情对您的电影发行产生了什么影响？

贾樟柯：直接受到影响的是两部影片。一部是
由我自己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原来计划
2 月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3 月底 4 月初发行。但
疫情发生后，发行就取消了，之前准备工作只能停
止，等影院恢复后，我们会重新考虑在一个恰当的
档期来发行。说实话，疫情对影片宣发造成了很大
的投资损失，很多准备工作都需要有投入的。另外
一部是我们公司出品、由我监制、年轻导演宋方执
导的《平静》，原来也安排在春节进行商业发行，如
今取消了。

现在电影界有一个新的尝试，一些影片选择
流媒体公司直接网络播映。这个有好有坏，好的是
给枯燥的生活带来丰富的片源，让大家在家里看
到更多的新电影。不好的是，很多电影是为大银幕
构思的，导演还是首先希望能在大银幕放映，之后
才是流媒体。我们这两部影片也是为了大银幕进
行创作的，所以还是希望等一等，待疫情结束后再
宣传发行。

草地：那对在山西举行的吕梁文学季、平遥国
际电影展的影响呢？

贾樟柯：吕梁文学季原来是希望在“世界读书
日”举行第二届，目前也延期了。我们各项筹备工作
都做了很多，评审工作都结束了，随时可以召开，就
看疫情变化。另外，原定于在 10 月 10 日开幕的平
遥国际电影展目前进展顺利，整个策展团队、选片
团队、活动统筹团队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前推
进，我们对平遥国际电影展能如期进行有信心。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水版的

“愚公移山”

草地：这部纪录片融合了您关注的“变迁”“故
乡”“文学”“作家”等关键词，创作这部时间跨度达
70 年的纪录片，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这个片子跟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有些
关系，在那样一个庆祝的氛围里，我觉得自己一直
想拍的“艺术家三部曲”可以完成最后一部了。
2006 年我拍了第一部关于著名画家刘小东的影
片《东》，第二部是 2007 年拍的关于服装设计师马
可的《无用》，这两部影片拍完后，我一直希望能完
成第三部。随着时间推移，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之际，我突然想去拍文学家，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
了非常大的转变，这期间个体经历了什么，需要有
一部影片来讲述。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当下城市化

进程非常迅速，过去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
国家，城市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过去很多生活
经验、经历还在影响着今天，我们要理解今天的
中国和生活，需要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农
村，了解我们过去生活的形态。

草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聚焦农村，为什
么没让农民群体作为“历史的证人”，反而聚焦
到了作家身上？

贾樟柯：最初影片名为《一个村庄的文
学》，因为文学家长期进行文字表达工作，他们
对生活有超强的感悟能力，也有超强的讲述、
表达能力。影片通过 4 代作家马烽先生（已故，
由其女儿回忆）、贾平凹老师、余华老师、梁鸿
老师，来讲述 1949 年以来新中国的经历。我是
1970 年出生的，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那就是改革开放。当然，我也是带着对不熟悉
时代的好奇去拍片子的，比如说马烽所处的时
代，他们具体经历了什么？这也是纪录片的魅
力所在——它能够打开未知的领域。作家通过
充满细节的讲述，带我们重新理解曾经的生活
方法、经历过的问题。这是文学和艺术都在做
的一个工作。

草地：不少看过电影的人夸余华老师把故
事讲得生动有趣。您是否认为在访谈类的纪录
片中采访对象的性格很重要？

贾樟柯：我们最初的拍摄计划有一个很长
的名单，优秀作家非常多，为啥最后聚焦在这 4
位身上？因为他们都有农村和小城市生活的经
验，而且他们都非常开放，愿意把私人的经历拿
出来分享。另外他们的性格是有差异的，余华老
师幽默，所以他的段落非常活跃；梁鸿老师细
腻，因此她讲述的家庭部分比较动情；贾平凹老
师的讲述本身就是史诗，他的状态平静如水，但
讲述的内容万马奔腾。

作家完全不同的气质，让影片充满了不同
的色彩，如何做到这一点跟我们在脚本、拍摄上
的准备有一定关系。《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我
第一次有脚本的纪录片拍摄。人们在回顾过去
生活时容易夹叙夹议，以议论为主，有较多的感
悟，但对电影来说，最主要的是生活细节、情节
的描述，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一代进入到历史
的语境中，进入当时生活的质感中去体会我们
几十年的经历。

草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样一个浪漫

和富有诗意的影片名有何深意？
贾樟柯：这部影片共分 18 个章节，涉及每

个个体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面临过的问题、解
决掉的问题、仍在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章
节叫“吃饭”，我们在拍摄山西汾阳贾家庄（马烽
先生的众多重要作品诞生地）的村民时，他们同
时指向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
其中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它，你只有跟这些经
历者交流时，才能感受到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
多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还包括人类一直有的问
题，比如“病”“恋爱”等。到影片最后我发现，这
四代人实际上讲述了中国社会生生不息往前走
的一个内驱动力。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拍摄余华老师的时
候，他讲到了自己小时候游泳的故事。说他小时
候看见大海是黄色的，课本上却说是蓝色的，所
以梦想能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地方，我们就把
影片名《一个村庄的文学》改为了《一直游到海
水变蓝》。这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一直”
代表着历经挫折，“游”代表着持之以恒，“海水
变蓝”代表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我跟同事讲，
如果经典的“愚公移山”是一个关于山的故事，
那这是海水版的“愚公移山”，它们在精神内涵
上是一致的。

草地：您说过年轻一代的城市经验越来越
多，农村经验减弱了，所以有必要拍摄一部电影
来谈乡村记忆与我们的关系，那么，您认为“农
村经验”对年轻人有何意义？

贾樟柯：如果我们去了解过去的农村，了解
出发点，我们会有更多对国家发展的耐心和宽
容。另一方面，农村生活也代表着一种传统的人
际关系，比如说对血缘关系、家庭关系、邻里关
系的注重。生活在农村是生活在一个密集的人
际关系中，但到了城市，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个
亲戚，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感觉到孤独，感觉在繁
华中的无依无靠，它跟我们失去这种关系是有
关联的。如果我们理解过去乡村生活的话，我们
也会理解今天生活的情感关系。

其实城市是相对于农村的，如果没有农村
就没有城市这个概念，我们去谈论城市的时候
其实应该去谈论农村，我们在谈论农村的时候
其实更主要的是在谈论城市，他们互为因果。所
以对于一部谈论乡村生活的《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也是一部谈论城市的电影。

（上接 12 版）
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表示感谢，

并陈述起事经过。那人的回信却说：“余深信君必
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
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
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
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这个慷慨赞助革命的商人叫张静江，他来
自南浔，是四象之一张颂贤的孙子、张石铭的
堂弟。

1902 年，张静江因缘际会，以商务参赞的
身份成为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部下，离开
南浔，前往法国。当时，同为孙宝琦随员的，还有
后来与张静江齐名的李石曾。到法国后，李石曾
意在读书，张静江则显露出商人世家的旨趣，意
在贸易。他弃官从商，以侨商身份留在法国。一
年后，经过详细市场调查，张静江创办了通运
公司。

通运公司最初的业务与南浔有直接关系：出
口生丝和茶叶。后来，慢慢发展到绸缎、地毯、漆
器、竹器、古玩、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通运公
司发展迅猛，很快在纽约、伦敦和上海成立了分公
司。其“获利之巨，无法估计”。经商之外，张静江还
发起和筹办了留法、留英俭学会；创办《新世纪》杂
志，出版《新世界丛书》。

尽管多次资助孙中山和革命党巨款，但很长
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
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当天发

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民邀请他入会
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果
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向孙
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
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每逢要用钱，孙中
山总是向张静江伸手，张静江也总是竭尽所能地
筹措。但是，要推翻一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
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肯定是一
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张静江也渐渐难以
为继。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
后来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别墅。

在公司和别墅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
大富豪竟然囊中羞涩。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
只好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
爽快地把钱借给了他。没过多久，他又第二次
上门。张石铭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
不至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
于张静江暗中资助“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
铭予以峻拒。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然从
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此后，
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
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
成为革命党的筹款对象。1 9 2 0 年，在孙中山
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
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
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的钱，大部分送到了广
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赞助革命的银两总数
超过 110 万两，相当于今天两三千万美元。

孙中山为此感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
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
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民国
后，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
长，张静江却坚辞不就。到二次革命期间，当下野
的孙中山处于风雨飘摇的劣势时，又邀请张静江

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
应。拒绝锦上添花，热心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
之高洁，由此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纾难式的汗马功劳胸
中有数，他一直把张静江视作最心腹的密友，他
告诉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
张所为”。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副孙中山手

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那是 1923 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
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
托人带去这副对联以示慰问。

对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张静江则
有知遇之恩。蒋介石在陈英士手下时，张静江很
赏识他，经常接济其生活，并资助他去日本深
造。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后，张静江把蒋介
石推荐给孙中山。后来，正是张静江的力荐，蒋
介石才得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要职。

张学良易帜后，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
统一，并成立了建设委员会，张静江任委员长。
其后，张静江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他先后
新建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长兴煤矿、淮南煤
矿；兴办了国际无线电台、江南汽车公司、江南
铁路和淮南铁路。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这些能
源和交通方面的建设，无疑是一次次重要输血。
1938 年，当日军进逼南京时，张静江由汉口转
香港赴瑞士养病，结束了他的建设委员会委员
长生涯。十年间，张静江仅用十几万元公款，就
为国家创造财产超过五千万元。

……
繁华事散逐香尘，南浔既是一座蚕儿吐出

的江南雄镇，又是一片从丝出发的人文福地。以
蚕桑为龙头支撑起的兴旺与富庶，百年后仍然
能找到当年的佐证。那些雕栏玉砌的豪门大宅，
那些曲径通幽的藏书楼，那些隐约尚存的优雅
气质，无不传达出一个逝去时代的温暖。

余余华华（（左左））和和贾贾樟樟柯柯。。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始建于明代中叶的浙江湖州南浔“百间楼”是江南保存最完整的沿河古民宅群。新华社资料片

疫情期间，导演贾樟柯没
闲着，在家拍短片、写作，给上
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学生
们上网课

世世界界读读书书日日来来临临之之际际，《新
华每日电讯》草地副刊记者专访
贾樟柯，聊聊读书特别是青少年
时代读书对自己人生的巨大影
响，谈谈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冲击
和可能产生的变革，以及疫情期
间的思考

贾贾樟樟柯柯：：一一直直游游到到海海水水变变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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