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Editor 海涛 HAI TAO 15欧桥文苑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国际刊号:ISSN 1581-1978 E-mail:ozqbgj@gmail.com 欧桥网：www.ouqiao.net Hotline:0040735-192762 Free Point:国图、布大、孔子学院、中餐馆、亚洲超市、华人市场、各大中资机构、机场

时光如逝，岁月如梭，辞旧迎新，
转眼又是新年来临。这是第二个离
家在外的新年也是最后一个在罗国
的新年，迎合着新年的喜乐氛围，内
心的小火苗也在不停跳动，依旧还是
那个感性的孩子，情绪容易被一些重
要难忘的日子感染，将计就计，在此
回首过去，寄语 2015，愿一切顺利，
好运常在。

2013年 10月 2号，怀揣着对梦
想的渴望，对汉语教学的热爱，对
异国他乡的好奇，我背负行囊，挥
别亲朋，远离故土，第一次踏上了
罗国的土地。在来之前，早已做好
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所以接下来的
一切显得更加顺利。无论是工作还
是生活还是文化适应上都得心应
手，暗自庆幸不用那么吃苦。本想
改变之前养尊处优的心理状态和生
活状态，似乎也没有丁点机会。不
过话虽如此，工作、生活还是免不
了有一些磕磕碰碰，但这就是生活
的真实常态。点点滴滴汇成了人生
的大河，有风和日丽，有鸟语花
香，有波涛汹涌，有激流险途，更
有柳暗花明，当我们把这些人生百

态都经历过后，也许我们才能足够
勇敢，内心足够强大，做一个生活
的有心人，做人生这场舞台剧的主
角而不是路人。

出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是我的
第一份工作，如今已是第二个年
头。在很多人看来，我们身披荣
耀，头戴光环，身载国家的嘱托，
去到异国他乡，给他们带去学习汉
语和中国文化的种子，正如霍大使
所说，我们才是真正的“民间大
使”。不经意间，我们的付出顿时可
以升华，似乎看到了五十年甚至一
百年后更加繁盛的中国，汉语也像
今天的英语一样普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是的，那时便是星火燎
原之时。

回想一下自己的手头教学工作，

值得欣慰。看到学生们能够说越来
越多的汉语，看到他们对书写汉字的
痴迷，听到他们能够给我讲有关中国
的文化，听到他们迫不及待想去中国
的梦想，内心特别感动。我只想说，
你们今天的努力和付出不会白费，总
有一天你们会受益，当你们长大后，
如果还能记得我是你们的汉语启蒙
老师，足矣！在这里收获的不止有师
生情，更有友情。走到哪里总有一
些投缘的人，跟我的学生们也是，
有时跟十几岁的小孩子一起，竟也
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天真烂漫的本
性瞬间流露。由此我也爱上了教师
这份职业，回国之后的愿望亦是做
一名教师。这么说来，两年的志愿
生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2013年 10月 2号，这一天像一

扇闪亮的大门，又像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开启了我旅罗汉教的华丽篇
章，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树立了一座
挺拔的丰碑。我耕耘在我的小天
地，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如今，
我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收获了学生
们的笑容，收获了尊重，收获了一
个与众不同的青春。我为我是一名
汉教志愿者而光荣。

自打来到这里，深切体会到“父
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尽管跟家
人朋友经常联系也似乎有说不完的
话，可我知道，电话那头是父母对女
儿的牵挂和惦念。每次妈妈总会叮
咛人生的大道理和生活的小智慧，成
功时细心提醒，失落时温柔鼓励，让
我们更加了解彼此，深厚了母女情
谊。妈妈身上有值得我用一生去学
习的闪光点，在此向妈妈说一声，我
爱您!感情和友情上亦是，路遥知马
力，日久见人心。离去的不必可惜，
留下的好好珍惜。

2015年的愿望是，有人爱，有事
做，有所期待。这似乎早已实现，惟
愿更加长久圆满。在此也恭祝大家
羊年吉祥、万事如意！

写在辞旧迎新之际
文/布加勒斯特17中汉语教师 赵 宇
































































新浪网前总编辑老沉无意间的一
句“40,000斤黄金，那是 20吨呀！”差
点成为压倒赵本山的最后一根稻草。而
已经转战小米的老沉之叹慰，正是出自
集合了红色主旋律、样板戏、英雄主义、
政治正确等元素的热门电影——《智取
威虎山》。套用李安《断背山》之后的一
句经典表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威虎
山。所以，在特技酷炫且以少胜多的一
场又一场枪战戏中，有人看到了意识形
态的无孔不入，有人看到了红色主旋律
电影的重生，有人看到了徐克的妥协和
讨巧，有人看到了一代人的女神如何演
绎巾帼不让须眉……

显然，徐克比因《一步之遥》直戳
要害，进而不得不承受全面删改的姜
文要聪明得多。一方面，这部电影保证
了无可挑刺的政治正确，而且不是以
生硬的、令普罗大众反感的强行灌输
方式铺陈的；另一方面，电影以炫酷十
足的特技，成功演绎了东方版 007，中
国式的英雄主义如同一包包纯度极高
的大麻，令观者无不沉醉不知归路。握
着这两把“看门斧”，徐克不仅征服了
挑剔的广电总局，也让人们对红色样
板戏有了新的界定。

徐克征服的，岂止于此？当然还有
握有绝对话语权的众多党报官媒。包
括《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内的主
流媒体，自影片公映后，都不吝赞美之
意，向徐克竖起了大拇指。先是最高党
报的连篇累牍之作。《英雄永远值得仰
视》，因为在犬儒主义盛行、英雄主义
缺席的今天，它能够唤起大家的觉醒
与共识。《唤醒我们心中的杨子荣》，因
为身体缺钙了，补钙可以交由外国钙
片；精神缺钙了，舶来品恐怕就难以指
望。作为补充，党报海外版还特意开辟
出了一整个版面，继续加码英雄主义
颂歌，并苦心孤诣奉送上了《智取威虎
山》由来的小贴士。

不同于党报的宏大说辞，《北京日
报》则主动降低格调，选择呼吁人们
《学学徐克如何“智取威虎山”》。之所
以该剧被当作学习的样本，这份北京
市委机关报给出了至少两条理由：首
先，影片摆脱了样板戏的缺陷和套路，
不谈革命和主义，角色不脸谱化，视觉
特效运用到极致，让人看到一群抛洒
热血的年轻人，一群助强扶弱的现代
侠士，一群形象鲜明的土匪反派。其
次，影片的主旨简单而纯粹，依然是主
旋律电影，但充满正能量，观众看得很

嗨。虽然理由给的很充分，也无可挑
刺，但是却因呼吁对象和主语的模糊
和缺失，让很多人在点头迎合的同时
顿生不知所云之感。

当然，对口味刁钻的观众而言，最
希望喊话对象落定于广电总局。因为
以《武媚娘传奇》引发的胸战为镜鉴，
神一样存在的广电总局确实需要学学
如何“智取”了。连党报都忍不住揶揄，

“捂媚娘”成大笑话。作为前哨，最高党
报微信公众号也曾打响保胸战，“能帮
全国人民做道德决定的人，一定是全
国最有道德的人”。那么问题来了：全
国人民到底是希望看一场波涛汹涌的
《武媚娘传奇》，还是愿意看进阶版的
《武大头传奇》？不由分说地以己方的
审美标准规范多数人的记忆，难道不
是一种换了马甲的、赤裸裸的霸王条
款和强盗逻辑吗？

且慢！胸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胸
的问题，如同《智取威虎山》之声名大
噪，也绝不是徐克一不留神智取了票
房和口碑。更阴谋论点来看，这又何尝
不是中共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其中一
环？或者可以说，徐克搭好了线，正在
意欲在意识形态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战
役中赢得主动权的中共当局，顺着这
条现成的路径抄了一条近道。锁定此
核心要旨，党报官媒评头品足的越频
密，隐性效果也就越明显。循着这一逻
辑，《新京报》围绕威虎山推出的系列
评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适时
采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的成果——
《中国文化自信与普世话语构建》，无
疑是将徐克之作与政治直接挂靠的最
好例证。在祝东力看来，“红色经典”的
走红，提示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当前
中国的文化自信所认同的那个‘文
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中国——是古
典中国、红色中国，还是市场中国？不
同文化最终指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因
此存在一个“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即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然而，祝
东力更大的构想在于，借着红色经典
复兴的浪潮，扭转意识形态领域西强
我弱的局面，毕竟中国尚处于“战略防
御”阶段。

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依靠政治。如
果手撕鬼子撕得好，撕的妙，原本也可
以登堂入室助政治一臂之力。之所以
最后沦为抗日神剧被扫入历史的垃圾

堆中，正是因为没能在“政治正确”和
“表现技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文
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但绝对需要
成为政治的奴隶。否则，距离死期可能
只差一步之遥。概而言之，时下的文艺
市场，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坐稳了奴隶
的，一类是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徐克凭
借《智取威虎山》坐稳了奴隶，而刚刚
在谣言漩涡中荡涤了一番的赵本山，
痛失圣眷后，已然沦为想当奴隶而不
得的破落户。

溯及过往，《智取威虎山》的母体
《林海雪原》，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纠葛
不断。“四人帮”之一的江青批评 1970
年版的电影时直言，杨子荣这个角色
塑造得“比土匪还像土匪”。因威虎山
的火爆，江青昔日的点评旋即掀起了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与同济大学副教授
陆兴华的一场隔空争论。前者认定，

“江青个人艺术水平也许确实高，但她
那个时代是中国文艺最 low最黑的时
代，是艺术家惨遭迫害、艺息人亡、噤
若寒蝉、最无创作自由的时代，是百姓
缺戏少乐、只能偷偷摸摸心惊肉跳读
毒草的时代。”后者有不同观感，“江青
的文艺政策，是用样板戏，将文艺的最
基本权利交还给最底层的群众。”

提到样板戏，北大教授洪子诚自
有高论。这一有目的的美学实验，必然
包含着“中世纪式的悖论”。政治观念、
宗教教谕需要借助艺术来“形象的”、

“情感地”加以表现，但审美和娱乐也
会转而对政治产生削弱和消解的危
险。同时，任何稍稍具有丰富性和艺术
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
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
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力量。
《智取威虎山》显然也存在一种颠覆性
的力量，但是这种颠覆，不是破坏性
的，而是建设性的。所以，即便主人公
杨子荣匪气十足，甚至比土匪还像土
匪，依然需要高扬，需要将其标榜为英
雄主义的化身大张旗鼓地赞美。而波
涛汹涌的《武媚娘传奇》，也有一种颠
覆的潜在力量。不过，后者所颠覆的，
于阉割胸器的一方而言，全然是是可
忍孰不可忍的。至于是否与史料吻合，
是否触犯了“少儿不宜”的红线，不过
是推脱之词罢了。为何武媚娘的胸器
不可忍，套用《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
坠崖前的最后一句话——“我只说一
个字，啥也不说了！”

(泉野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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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刘志军案的山西女富豪

丁书苗案庭审过后不到一周时
间，新华社便在 12月 22日晚间
发布了关于现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
组织调查的消息。毫无疑问，令
计划是继续徐才厚、周永康之后
的又一只“大老虎”。令计划被调
查的消息公布则非常及
时。何以见得？因为令计划
在 12 月 15 日还曾在《求
是》杂志上刊登长文，该文
16次引述习近平的讲话。

最近一年来，反腐风
暴席卷令计划的老巢山
西，此前被中纪委拿下的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
就是令计划的兄长，虽然
主流媒体一直未曾捅破这
层窗户纸，但对两人的关
系几乎妇孺皆知。山雨欲
来风满楼，令计划的兄弟
东窗事发，其实已经昭示
着令计划也离政治生命终
结不远矣。

不过，在令政策出事
之后，令计划还继续在央
视等媒体上亮相，当时有
人推测，令计划或许可以
不受牵连全身而退。然而，
在海外媒体上，有关令计
划的妻子被调查，以及令
计划也岌岌可危的消息却
广为流传。很多内幕消息
其实都是官场内部知情人
士放出的，有些是有板有
眼的真材实料，有些则是
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令
计划被调查和此前的徐才
厚、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
一样，都是先在海外媒体
上预热，然后在中国国内
被官方媒体证实。

令计划被调查的这个
时间点非常诡异，和丁书苗案庭
审的时间太接近。很多评论者只
知道对丁书苗敛财 25亿元以上
就事论事，殊不知，令计划就是
丁书苗和刘志军上下其手的牵
线人。倘若没有令计划的引荐，
刘志军绝对不可能如此信任丁
书苗，让他成为自己的私人银行
和移动提款机。

也不知道丁书苗是靠什么
认识了令计划，并得到了令计划
的器重。总之，丁书苗在溜须拍

马、攀龙附凤方面绝对是一等一
的高手，虽然目不识丁，但智商
高，情商更高。也正是因为和丁
书苗打得火热，所以刘志军一度
自信自己可以不受弟弟刘志祥
的牵连，不仅不会在铁道部部长
的任上落马，还可以通过丁书苗
手中的那笔巨款步步高升。

“人算不如天算”，尽管使
刘志军将生父的坟墓迁移，以
图改善风水，并因为丁书苗攀
上了当时的“大内总管”令计
划，但在其后，仍然难以摆脱
锒铛下马的命运。如今，刘志
军的这一靠山，不仅没有圆自
己的晋升大梦，反而泥菩萨过
河，自身难保了。

令计划的长相还算和蔼
可亲，但自从其子在 2012年 3
月 18日裸死北京保福寺桥附
近的法拉利车中之后，他的笑
就让人感觉到特别残忍。自己
的儿子死了，他将其化火名单
上改成了“贾姓”，一时间，搞
得很多人都误以为是当时另
一位高官的私生子。后来，令
计划若无其事的表现被前一
位国家领导人知晓，这位领导
人说了句：“没有人性，何来党
性？”

“十八大”尚未召开，令计
划就提前下课了，2012年 9月
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令计
划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
办公厅主任一职则由贵州省
委书记栗战书接任。该消息在
当时引起了广泛猜测，很多人
认为这是让“法拉利车祸”的
传闻得到了隐证。

如今，令计划被新华社宣
布落马，相信此前被媒体视为
敏感消息的“法拉利车祸”传
闻也会真相大白于天下。当
然，还有令计划与丁书苗、刘

志军之间的那些事儿，也会逐渐
被媒体报道和梳理。可以肯定，
令计划落马既然和“法拉利车
祸”有关，更和丁书苗案以及山
西官场的腐败窝案有关。令计划
是山西官场背后的最大的黑手，
当这只黑手不再挥舞时，相信山
西官场一定能迎来一个海晏河
清的时代，而拿下令计划必然进
一步增添民众对整顿吏治和中
国未来的信心。

(作者：刘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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