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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一评 YIJUYIPING

2 月 25 日，获第 91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奖、最佳原创剧本奖，3 月 1 日在国内上映的电影

《绿皮书》，其故事发生在 1962 年，当时美国的种族
平等在法律上虽被认可，但在观念与日常行为中，白
人、黑人、欧裔、亚裔却依然有着高低贵贱之别，种族
平等是凭借严格的“隔离”恪守的。美国历史上真实
存在的《绿皮书》是一本专为美国黑人设计的小册
子，它告诉黑人可以去哪里驻足、吃饭、喝茶，表面上
是让黑人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尽量畅通无阻，而实
际上，“绿色”不是通道，而是禁止，是生而注定的肤
色门禁。而电影讲述的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钢
琴家唐·雪利博士的一段破冰之旅，他之所以冒险去
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却只能获得北方演出酬
劳的三分之一，是因为他认为“成为一个天才还不
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需要勇气的”。这段旅程危
机四伏，雪利为了提升安全系数，高薪聘用曾在纽约
夜总会工作的意大利裔白人托尼为司机兼保镖，托
尼的特长是“危机公关”。于是，类似好莱坞公路类
型片“在路上”的旅途便展开了。

唐·雪利是黑人，是雇主，是音乐家，是博士，他
富有、高贵、自律、不苟言笑；托尼是白人，是雇工，
是小混混，他措辞俚俗、行为乖戾、势利狡黠、好勇
斗狠却也不失善良。这样的差别有些类似于玛格
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中的人物设定，女孩是
殖民者，但是贫穷；男孩是中国人，但是富有。他
们各自有着各自阶级的心理优劣和俗世之扰，难以
黑白分明地区分孰高孰低。倘若祛除肤色的差别，
雪利和托尼的人生轨迹本应是平行的，可“三重
奏”的南方巡演使他们各自的人生遭遇到了拐点，
从各自的起点出发，向着另一个方向迈进。影片结
束时，雪利的情义变得柔和大度，托尼的气质也渐
显温情含蓄，他会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出爱恋一个
家、一座房子的绵绵情话。可见，在特定的时间、
地点，发生在特定人物身上，我们以惯常世俗观点
认定的高贵与贫贱的距离并不遥远。

1962年的美国，种族歧视的阴霾无处不在。雪
利与托尼之间最初的互不认可都是可以磨合的，比如
托尼将礼品店散落在地上的幸运石据为己有，而雪利
让其归还；比如雪利禁止托尼在车内吸烟，而托尼却
说烟吸进的是我的肺，与你何干；再比如托尼对雪利
等黑人的看法是他们喜欢爵士乐、喜欢吃炸鸡，雪利
则直言不讳地反驳，你这是管中窥豹。尽管不那么和
谐，但会以一方的妥协或视而不见告一段落。直到托
尼因袭警被关押以及雪利因性侵被缉拿两个极端事
件的发生，两人的分歧才得以升级。雪利斥责托尼以
恶制恶或冠冕堂皇地贿赂警察，而托尼则理直气壮地
辩驳，合同上写明我要保证你的演出如期进行，你不
要管我用什么手段；气场强大的雪利则以静制动，“暴
力永远不会取胜，保持尊严，才会赢得真正的胜利”。
雪利也并不认为他直接打电话给约翰·肯尼迪总统的
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是什么光
彩的事情，而是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同时也让人低看了
自己。尽管如此，雪利和托尼的友谊也在暗自滋长，
冲突逐渐演变成可调和的一致。雪利被拒绝使用白
人的卫生间，直至他被拒绝在白人的餐厅用餐，而他
其实是那家餐厅圣诞晚会的真正主角。雪利在去与
留的问题上将决定权抛给了托尼：“我会演出的，如果
你让我这么做。”反转的主仆关系只因为他们的心底
已经有了默契。至此，两人的意见惊人地统一：宁肯
放弃演出，也决不放弃尊严。主办方禁止雪利在餐厅
吃饭，那便以不合作的姿态拒绝演出，两人同时离
席。随后，杰出的古典钢琴演奏家唐·雪利走进了黑
人酒吧，在同肤色人的质疑、诧异与不解中弹奏起欢
快、热烈而奔放的乐曲。这令人振奋的一幕非常类似
于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抗战首领拉兹洛在酒吧里率
领众人唱响的《马赛曲》，那里的歌声与这里的乐曲、
舞蹈同样象征着自由、团结与抗争。即便这样，雪利
也有自己的原则，在狂欢的酒吧演奏之前，他饶有意
味地拿下放在钢琴上的酒杯。无论如何，音乐之于他
都是神圣的，就如雪利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说的，“黑人通过音乐获得的体验，带着一种尊严，这

《绿皮书》的
“三重奏”

刘 巍

《辽宁国宝》的策划和实
施单位为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下属的辽宁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辽宁省文化资源建
设服务中心）。节目于 2018
年立项，共计20集，每集讲述
一件辽宁珍贵文物的故事。
这其中，既有人们熟悉的辽
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玉雕
龙、沈阳故宫“镇馆之宝”皇
太极鹿角椅、辽宁省图书馆

“镇馆之宝”《聊斋志异》手稿
等，也有一些大家并不太熟
悉，但同样价值极高的文物。

说起立项的初衷，辽宁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
燕介绍：辽宁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大量珍贵文物藏于辽
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

和沈阳故宫博物院之中，各
市博物馆中也都有一些“镇
馆之宝”，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 值 、艺 术 价 值 和 文 物 价
值。我们希望用影像的方
式把它们记录下来，完成一
份对于辽宁历史文化的责
任。同时，这些文物历经百
年甚至千年的流转传世，每
一件文物背后都有许多跌
宕起伏的故事，提供了丰富
的拓展空间，可以让节目充
满趣味性，让观众们从中充
分了解辽宁历史，感受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
自信。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一直致力于对辽宁历史文化
资源的记录和介绍工作，先
后拍摄了《古塔辽宁》《辽河

文明》《一宫三陵》《辽宁长
城》等多部电视专题片。在
这个过程中，梁海燕亲身感
受到了文物工作者观念上的
变化：“最开始我们在联系拍
摄的时候，受相关的文物管
理规定限制，再加上对文物
安全的考虑，很多文博机构
不愿意把自己的宝贝拿出
来。很多文物藏在仓库里，
不能与观众见面，让我们感
到很遗憾。但这几年，大家
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让文物讲
故事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他
们态度都有了很大转变，还
会主动找到我们，共同商量
如何做好对文物的宣传。”

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来
自于国家在文物工作上自上
而下的倡导，习近平总书记

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
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
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
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
力。”这段话正是几年来全国
各地博物馆热兴起的最重要
推动力。

各家文博机构的热情也
给了制作者很大的鼓励，20
件国宝尚未拍摄完成，辽宁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已经着手
进行第二期《辽宁国宝》的前
期立项工作了。“我们计划将

《辽宁国宝》作为一个品牌，
一期一期做下去，把更多的
辽宁‘宝贝’呈现给大众。”梁
海燕说。

“大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让文物讲故事的重要性”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

总书记的倡导，正在成为全国各大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努力的方向。

近日，一档文博探索类电视节
目《辽宁国宝》正在紧张拍摄之中，
20件辽宁地区的珍贵文物成为节
目的主角。作为有着丰厚文化历
史底蕴的文物大省，怎样讲好辽宁
国宝背后的故事？对节目的制作
者和所有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个并
不简单的课题，也是一次有价值的
尝试。

介绍文物的视频短片和
专家的演播室访谈两部分在
节目中穿插呈现，访谈部分
占了更大篇幅，是这个节目
的特色。这也给参与录制的
专家提出了一个不低的要
求，他们能不能在镜头前用
通俗生动的语言讲故事，将
直接影响节目的成败。

“专家确实需要一个适
应的过程，他们有时候会讲
得过深、过于专业，我们就会
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变一种
讲述方式，让观众更容易理
解。有时候，一期节目要录
上一整天。”《辽宁国宝》监制
张洋说，“对节目组来说也是
一个考验。在节目录制前，
我们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把文物涉及的故事进行充分
的挖掘，写成访谈提纲，主持
人会跟专家反复核对流程。
但录制过程还会有很多变
化，专家知识丰富，常常从主
持人的问题中发散开去，牵

引出其他的故事来，主持人
必须及时抓住一些有价值和
有趣的点，进一步发问，一些
有趣的故事都是在这个环节
聊出来的。”

在辽宁大学考古学系主
任、博士生导师张星德看来，
面对镜头给公众讲述文物，就
好像是“把一篇文言文翻译成
白话文”，与给学习该专业的
大学生讲课又有所不同。

张星德介绍说，公众对
于考古文物的理解上存在困
难，原因有两点：首先，考古
出土的文物本身大多数支离
破碎，即使是一个完整器，也
多数不在一个完整的生活场
景里，公众如果没有一定的
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就很
难理解它体现出的功能和文
物价值；其次，一件文物可能
是为了满足古人的物质性需
要，比如服装、盛装东西的器
皿，也可能是用于精神性需
要，比如礼器、祭祀品等，前

者比较好理解，而后者的解
释就比较困难了。这些都
会让一件文物在专业以外
的人眼中变得神秘或不可
理解。

“如果我们的讲述中充
满了‘地层学’‘类型学’这
些专业术语，大家听着就更
像天书了。我们必须首先告
诉观众，如果这件文物是完
整的，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为
什么是这个样子，在当时人
的生活里是充当什么角色，
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解
决了人们的什么问题，然后
才讲清楚它的价值和文化意
义。”

张星德以她和郭大顺共
同解读的红山玉雕龙为例：

“学术界普遍认为玉雕龙是
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使
用的礼器，是原始社会原始
崇拜的表现，它证明了 5000
年前在辽河流域就出现文
明聚落了，标志着辽河文明

的起源。对一般的电视观
众而言，这种表达可能还是
很费解的，祭祀跟文明起源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会这
么讲述，那个时期，人群已
经分出了等级和阶层，为了
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古人
选 择 了 使 用 祭 祀 的 方 式 。
为什么选择走这样一条道
路？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方
式，比如战争？从包括玉雕
龙在内的文物上，我们不是
要宣扬原始的宗教信仰，让
大家在今天还去祭天祭地，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文物
中所包含的古人智慧，彰显
中华古文化的物质的或精
神的财富。”

“在向公众普及文物知
识的时候，我们考古人要做
的，不但要让人听懂，而且要
让大家从中得到启发，一件
文物在当时有什么积极意
义，又有什么是今天我们可
以传承的东西。”张星德说。

“面对镜头讲述文物的故事就像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国宝，是我国劳动人民
智慧与技艺的结晶，也是一段
历史时期的文明坐标。怎样
让国宝的故事在充满趣味性
的同时，又准确传递国宝的价
值，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辽宁国宝》每集内容依
据所介绍文物的产生年代、挖
掘时间、曾经有过的故事、文
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等进行多
方面揭示，找到最能说明其文
物价值的知识点以及观众有
可能感兴趣的兴奋点，讲述的

过程也要充满故事性，有铺
垫、有高潮，将知识性、故事性
和趣味性有机融合。

记者看了一期讲述沈阳
故宫收藏的朗世宁松鹤图的
故事，层层推进的故事脉络：
从清代宫廷画师朗世宁的传
奇人生说起，他的松鹤图艺
术价值究竟高不高？倦勤斋
壁画上的松鹤为什么与郎世
宁的松鹤极其相似，是否为
朗世宁所绘，是复制还是仿
制？每一个问题都充满悬
念，饶有趣味。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
宁参与了三期节目录制，这次
经历，再加上多年从事文博工
作的经验，使她对如何让国宝
活起来、让文物讲故事有了更
深的理解。刘宁认为，在全社
会已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的大背景下，文博工作者所进
行的文物介绍，应该是在常识
之上的提升，“当然要讲得有
趣，但同时也要传递正确的知
识，不能戏说，也不能媚俗，不
能迎合观众对一些荒诞的传
说与故事的兴趣。”

“严谨的讲述与故事性
是可以兼得的。”刘宁以她讲
述的北宋大晟南吕编钟为例：

“这是北宋时期宋徽宗所铸的
仿古青铜礼乐器。从它身上，
可以引申出很多今天的观众
感兴趣的话题。比如编钟和
中国古代礼乐文化，还可以讲
到宋徽宗和‘靖康之变’，可以
讲到大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
夫赵明诚的爱情故事以及他
们所做的金石研究，还可以讲
到中国古代历史上青铜器的
三次复古高潮……”

讲述国宝的故事，不是戏说，也不是“迎合”

20件国家珍贵文物当主角

以趣味故事
严谨解读辽宁国宝的文化密码

本报记者 高 爽

作为文物大省，辽宁的珍
贵文物实在不少，以辽宁省博
物馆为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建立的首家博物馆，
国家一级文物就有数百件，宋
元书画、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以
及三燕和辽金时期文物、缂丝
顶级珍品，个顶个都是宝贝。

什么样的文物可以入选
《辽宁国宝》呢？梁海燕介绍，
他们先后召开了三次专家论
证会，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学者

共同参与讨论。对每一件专
家推荐的文物进行反复论证，
既要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
文物价值，同时文物的背后还
要有生动的故事和文化拓展
的空间。最终入选名单的20
件国宝有12件来自辽宁省博
物馆，分别是：玉雕龙、西周蟠
龙纹盖罍、辽代帝后哀册、北
宋大晟南吕编钟、欧阳询梦奠
帖卷、《曹娥诔辞》卷、北燕鸭
形玻璃注、五代飞鱼形青瓷水

盂、宋徽宗瑞鹤图卷、虢国夫
人游春图卷、元青花松竹梅纹
八棱罐、明定辽大将军铜炮；
有5件来自沈阳故宫，分别是
皇太极鹿角椅、努尔哈赤龙
虎宝剑、谥宝谥册、金代大
钟、郎世宁松鹤图。这 17 件
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有
辽宁省图书馆的两部“镇馆
之宝”《抱朴子内篇》《聊斋
志异》手稿和一部《御制盛京
赋》，三部书都列入了《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参与节目录制的专家阵

容也堪称豪华，我国著名考古
学家郭大顺出镜，讲解红山玉
雕龙的前世今生，还有辽宁大
学考古学系主任张星德、沈阳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辽宁
省图书馆副馆长杜希林、辽宁
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新
全等一众省内知名考古专家
和文博工作者。

开了三次论证会，入选的宝贝和出镜专家阵容豪华

核心
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红山玉雕龙

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聊斋志异》手稿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中）、辽宁大学教授张星德（右）在访谈现场。

沈阳故宫“镇馆之宝”皇太极鹿角椅

藏于沈阳故宫的郎世宁松鹤图

《绿皮书》剧照

就是我一直努力去做的。”音乐的尊严亦无处不在，
“不是人人都能弹肖邦的，至少不如我”。

实际上，雪利博士的三重奏中的提琴手和贝斯
手也并非纯正的美国人，影片中人物的英语交流中
不时夹杂着意大利语、俄语、德语等混音。至此，如
果我们仅把这部电影理解为倡导种族平等的主旋律
影片，那我们难免窄化了导演彼得·法雷里的意图。
影片的结局一如中国“贺岁片”里一贯的大团圆，热
闹、喜庆、阖家欢乐，但这表面的艳丽其实难以掩盖
人性的圆融。风雪铺就的平安夜，是雪利（雇主）而
非托尼（雇员）开车回到家中；警察拦路截停车子不
是因为“黑人禁行”而是因为轮胎瘪了；当铺的老板
与典当者握手言欢……特别是当托尼的妻子热情拥
抱了手捧红酒的雪利，仿佛《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婚
礼上珍妮见到丹中尉时的场景，表面上，是妻子终于
见到了丈夫一直提及的“隐形人”，更可能的是，妻子
拥抱的是形塑了她丈夫的“天才”，因为她说，谢谢你
帮他写了那些信。结局的温暖让我们相信，历史已
逝去，未来仍可期。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