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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校长》：摇滚不是释放……
北 乔

从 !大红灯笼 "!曹雪芹 "到

!元培校长"# 周映辰导演的音乐

剧创作理想愈加明晰而成熟$!大

红灯笼"和!曹雪芹"着力解决音

乐剧的%水土不服&#寻找健康成

长的土壤# 属于用世界的眼光来

观照本土音乐剧的生长$而!元培

校长" 以本土音乐剧的独有品质

与世界性审美展开自信对话#凸

现中国本土音乐剧的个性化魅

力和旺盛生命力$ 对周映辰个人

而言#三部戏三级大台阶#让我们

看到了本土音乐剧导演的快速成

长$ 而之于中国本土音乐剧的发

展史# 周映辰坚实的脚步和引领

的姿势#是一种光荣的绽放$

!元培校长"依然坚定地运用

%中国叙事&作为一剧之魂#生发

和饱满中国元素# 以民族文化营

养音乐剧的成长$尤其是经过!大

红灯笼"和!曹雪芹"的探索#周映

辰深刻体会到#本土音乐的根在于

对中国文化的参透与体悟#对中国

诸多舞台艺术的借鉴与融合#对中

国精神叙事的挖掘与传承$在某种

程度上#这两部戏更多的是周映辰

怀揣西方音乐剧的文化概念和艺

术形象#精心培育中国种子的中国

音乐剧$换而言之#她用力于中国

音乐剧的自在生长#尽可能张扬本

土艺术的意味$到了!元培校长"#

她更多的是注重本土与世界的互

动#以更开放的思路来创作#以更

自信的艺术来呈现$

!元培校长" 以蔡元培
!"!#

至
!"$%

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的经历为线索#串联起新文化运动

时期的精彩故事和人物群像#情节

更具故事性# 音乐更具愉悦性#舞

蹈更具冲击力# 演唱更具感染力$

周映辰调动一切利于音乐剧的艺

术元素#打造属于她自己又颇受欢

迎的音乐剧叙事$当然#最引人注

目的当是%摇滚元素&的加入$无论

是认同的# 还是嫌摇滚得不够劲

的#人们都承认摇滚是这部戏强度

最大的兴奋点$但我更愿意体察周

映辰对这部戏整个构思的文化审

美和精神意象#以及对于中国音乐

剧创作的启示$

周映辰是一个有想法的导

演#而这一切想法#源于她对于音

乐剧的精到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

灵性感悟$如果说!大红灯笼"讲

究的是意象#!曹雪芹" 描述的是

意境#那么!元培校长 "张扬的是

意味# 此种意味集中体现了周映

辰的创作悟性$她回到历史现场#

洞察了
$&

世纪初的蔡元培的心

灵坐标' 北大的精神风范和整个

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文化浪

潮$那是一个西学东进'新旧文化

搏斗的文化生态# 整个社会在沉

闷中涌动#在死板中充满想象#在

混乱中冲动无限可能$ 周映辰正

是精确地把握到这一时代的文化

和精神脉象# 并艺术地融合进创

作之中# 最终让这部戏生成了特

色之象和内在之魂$ 周映辰的智

慧之处在于以时代的特质推进艺

术创作的自由度$

如此一来#摇滚已不是元素那

么单一#而是对一个时代'对一种

文化生态的意味性映射$ 那个时

代#那样的文化生态#在本质上与

摇滚是一致的$ 摇滚不再是元素#

而是一种文化的挥洒'一种精神象

征'一种情绪的流动#所以才有了

%摇滚不是释放#是解放&的宣言$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思潮 #蔡

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

内理与本土音乐剧的发展是一致

的$周映辰以此为发力点#让!元

培校长" 的叙事与那个时代一样

充满无尽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可

能$所以#翰林'西服'校长三个蔡

元培意识流式地出场# 今天的大

学生与
$&

世纪北大学子的穿越

歌舞#演员的歌舞集时代性'当下

性和想象性于一身# 既让人恍如

走进历史身临其境# 又享受现代

性的鲜活$

可以说# 该剧的成功之处在

于周映辰以准确的文化定位 '智

性的艺术融汇'灵动的创作行为#

建构了自己的音乐剧叙事# 以中

国文化种子的力量# 让本土音乐

剧骄傲地走进世界音乐剧之林 $

无论是她导演的三部戏# 还是以

点入面#都应合了%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的中国式智慧$而

且#周映辰也以个体的努力#推动

中国音乐剧的激情行进$多年来#

她一直致力于音乐剧的教学和推

广$同时#她又担任音乐剧的制片

人和导演#走出课堂走向舞台$教

授'导演'制片人#三者合为一体#

让她走得有底气#有力度#更有广

阔的视野和精细的步伐$

从 !元培校长 "#我们看到了

本土音乐剧的特点# 更看到周映

辰这位导演对本土音乐的赤诚与

执著'努力与贡献$更重要的是#

!元培校长"为我们音乐剧的前进

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坐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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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媒体从业者搞了个!村民

签名驱逐
'

岁艾滋病小童 " 的消

息# 还有签名现场的手机视频#一

时间搞得各家媒体争相报道#上了

央视的新闻#惹得联合国有关方也

发表意见$事情闹大了#据相关部

门深入调查#才发现这是媒体人在

背后!导演"的一场戏$当然#村民们

包括
'

岁幼童的爷爷都 !愿意参加

驱逐签名"# 只是希望引起社会关

注$报道出来后#也确实有几家慈善

机构关心
'

岁幼童的生存状态$这

个!新闻造假"#是丑闻但也算恶行$

导演此事的媒体人#是把!一个村子

里有了一个
'

岁艾滋儿童" 当作新

闻报道的稀缺资源# 挖空心思地加

以开发$其导演了这一出!驱童"事

件# 把幼童放在村民集体签名的现

场# 让幼童心灵受到终生不可磨去

的伤害% 让上百位村民在一份驱童

书上签字按指印# 造出没有亲情和

乡情的冷酷乡村$以关心为名#做出

的事情伤天害理$!伤天害理" 这四

个字#用在这里恰如其分&

为什么会这样'这位媒体人很

有!职业敏感"#他嗅到了这个事情

的新闻价值(在一个村子里#有个
'

岁幼童# 患有母婴传染的艾滋病#

造成全村人的恐惧$无父母照顾的

儿童)唯一的艾滋病人)母婴传染)

无血缘关系的爷爷)村民的恐惧等

等#故事的要素都是新闻点 #因为

!稀缺"&但这些稀缺要素 #在过去

的
'

年里# 村民承受了#

'

岁儿童也无奈地接受了自己的命

运$要将这些沉寂的新闻要素#变成!热点新闻"#需要有一个

!引信"&于是便想出!逐驱签名"这场戏$媒体人这种丢掉操守

的行为#将这个村庄展示为无情无义的冷酷世界$事后#我们

在电视上听到当地乡村领导的辩解(!我们只是想让有关方面

帮助这个孩子#我们不会真的赶走他&"本来就不幸的孩子#再

次受到了戕害%本来就生活在恐惧中的村民#又将新添无法抹

去的谴责唾沫$

媒体人的职业敏感# 常常让他们发现稀缺的新闻资源中

的两大类#一是处于优端的!英雄模范"#一是处于劣端的!弱

势人群"$报道先进俊杰#引导人们心向往之#当然从来都是媒

体的主要任务之一$报道弱势群体#引起社会关注关心#扶贫

救困#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但常常令人感到气愤的是#

某些无良的媒体人为了增加新闻!稀缺性"#动了手脚$英雄模

范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事情#对英雄模范的!合理"的伤害#就是

必定拔高其精神境界#万一英雄!壮烈"了#更是无法无天地往

高处拔#一直拔到人们不相信为止$其实英雄模范也生活在百

姓之中#如果不是!遇上"或!发生"了某个事件#他也许就是我

身边的你#你身边的我$而对!弱势人群"的不幸遭遇#就如这

个!

'

岁艾滋儿童"事件#伤口上洒盐#往卑贱上深戳#降低他

们的尊严与名誉$对英模人物的!妙笔生花"#对弱势群体的

!刀笔出彩"#都是媒体人的无良品行#为了稀缺性而作伪$

造假作伪# 是媒体最无良的行径# 无论有多么高尚的目

的#多么堂皇的理由$这样的媒体人#他们无论有多少才华#你

会发现#他们身上稀缺一种品质(真实地面对和呈现一切$新

闻追寻真相#但如果没有真实#才华徒为谎言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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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是否必然
胡 蝶

冤案何以发生(为什么一些

显而易见的冤案迟迟得不到更

正(我们的纠正体系出了什么问

题()))哪一个环节最容易出问

题( 为什么司法者会 %炮制&冤

案( 如何减少并尽量避免冤案(

一连串的问题在现实的案例面

前显得更加重大与必需$

!冤案何以发生" 这部著作

的副标题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八

大司法迷信&#作者吉姆*佩特罗

为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

姆*佩特罗发现# 自己身为检察

总长#要纠正一起冤假错案竟也

千难万难$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

中说+ %本书揭示了人们对于

犯罪'罪犯'证据形式和刑事审

判程序普遍具有的八个司法迷

信# 它们正是导致错误判决的

关键$同时#这些错误理念#并不

因为国家与司法体系的不同而

相异$& 请我们记住这八大司法

迷信+

(!

监狱里的每个犯人都声

称自己无罪,

$!

我们的司法体制

很少冤枉好人,

)!

有罪的人才会

认罪,

*!

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

人为过失,

+!

目击证人是最好的

证据,

,!

错误的有罪判决会在上

诉程序中得到纠正,

%!

质疑一个

有罪判决会伤害受害者,

'!

如果

司法体制存在问题#体制内的职

业人士将会改善它们$

!你好# 真相)))蒙冤者的

告白和他们的故事"# 这部书是

上一部书的补充$上一部书的作

者吉姆*佩特罗离职之后从事专

为无辜者辨冤的%洗冤工程&#而

这一部!你好#真相"就是%洗冤

工程&组织编写的$该书收录了
*'

位曾经蒙冤入狱的人讲述

的故事#并且展示了他们在狱中创作的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

感受冤假错案带给人们的身心灾难$

!法律之门"*第八版+为很多法律人所熟悉$该书是为司

法者提供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如果他愚蠢# 他可以从他

们的智慧中获益,如果他有偏见或腐败#则过去存在的实践在

与他的行为进行比较时#对其偏见或腐败进行了公开的监督#

限制了他可以肆意胡为的空间&$愚蠢'偏见与腐败#恰恰是司

法之误的关键$

!迟到的正义"的作者说过这样的话+%刑事司法有一个美

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

但是#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 这都是做不到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

或多或少的问题$&直面冤案#这是回答我们开篇提出的一连

串问题的前提$

!

文史风尚
!

禽兽相伤，不关人事
钱国宏

公堂判词向来以古板庄重著

称#然而在!涑水记闻"!东京梦华

录"!笑笑录"!阅微草堂笔记"!金

陵杂记"等典籍中#却记载了很多

既让人啼笑皆非' 又让人拍案叫

绝的公堂判词趣事$

宋朝时有位崇阳县县令名叫

张咏#一次#他发现掌管钱库的官

员每天都从钱库中偷走一枚铜

钱# 便以盗窃国库罪将此人打入

死牢$ 这位官员觉得自己仅仅是

偷了几枚铜钱#罪责没有这么大#

便与张咏当堂力辩$ 张咏遂挥毫

批判+%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

木断#水滴石穿0&寥寥数语#铿锵

有力#小吏看罢#汗如雨下#心服

口服0

明朝国戚朱宸濠家里有只皇

帝御赐的仙鹤#仆人牵鹤逛街时#

鹤被狗给咬伤了$朱家大怒#遂到

衙递状+%鹤带金牌# 系出御赐0&

知府也不含糊#问明情形后#当即

批判+%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

相伤#不关人事0&判词字字有声#

在情在理#驳得朱家无言以对#只

得撤诉$

清代# 一位孀妇寡居多年而

欲改嫁#但却遭到了族人反对#于

是# 她便向当地官府递上一张诉

状+%夫亡妻少#翁壮叔大#瓜田李

下#当嫁不当嫁(&十二个字#干净

利落# 却把她欲改嫁的理由写得

非常%给力&$县官接状核实后#当

堂判决+%嫁0&一字判词#简洁利

落#掷地有声$

福建有位易姓县令# 也接了

一位寡妇欲改嫁的状纸# 县令问

她欲嫁何人#寡妇答曰%东邻陈二

官&$这位幽默的县令便在状纸上

写下了批词+%批改嫁#批改嫁#嫁

与东邻陈二官$春色恼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阑干$嫁嫁嫁0&借用

王安石的!春夜"诗告知原告+人

有七情六欲#改嫁合理合法$

无独有偶#著名画家'书法家

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时# 曾判

过一桩%僧尼私恋案&+一个姑娘

因拒为当地财主做妾而削发为

尼#其男友也愤而出家为僧$后来

这对有情人幽会时# 被当地乡绅

以败坏风俗之名扭送官府治罪 $

郑板桥问明情况后# 见这一僧一

尼情意绵绵# 遂当堂判他们双双

还俗成婚# 判词颇为诙谐且富文

采+%一半葫芦一半瓢# 合来一处

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

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

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

取当堂郑板桥$&

公堂之外#书馆 '考场之中 #

也颇多妙趣横生的批词$唐朝时#

有位考生在答卷中写了很多%而&

字#既 嗦又不妥帖$考官遂在考

卷上批道+%当而而不而# 不而而

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用
((

个%而&字#讲明了炼字如琢'惜字

如金的道理# 令那位考生汗颜折

服$

蒲松龄在家乡当塾师时 #馆

中有位守备的儿子冥顽不灵 #作

文错字连篇#词不达意$守备望子

成龙#见儿子学业不进#赖蒲松龄

教学无方$ 蒲松龄批改其子作文

时#经常以古诗名句作批#如%唯

解漫天作雪飞 &%草色遥看近却

无&%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

上青天&$ 前两句暗指其子作文

%白字连篇&%一片模糊&# 后两句

意为%不知所云#离题万里&$馆内

另一富家子弟作文废话连篇 #蒲

松龄仿 !敕勒歌" 批写道+%篇苍

苍#字茫茫#风吹草低见四行&#嬉

笑之间#一语中的$

清末有年科考# 考场作文题

目是 !昧昧我思之 "#典出自 !尚

书*秦誓"$有位考生不知其典#误

将%昧昧&写成%妹妹&#于是洋洋

洒洒#满纸情爱$考官阅罢啼笑皆

非# 信笔在卷上批注+%哥哥你错

了0&真是幽默风趣#回击有力$

平时喜欢读些闲书# 时常为

书中所载的古代堂批而赞叹折

服#而捧腹展颜$在浩如烟海的典

籍中#以上所引#不过沧海一粟$

如果全世界的椰子树都不结果
杨 奇

有一则关于 %夏威夷的椰树

为何不结果& 的故事近年来流传

颇广$据说+上世纪
,-

年代#曾经

有游客在夏威夷被树上掉落的椰

子砸死# 法院以未采取有效安全

防范措施为由#判决负有管理椰树

责任的州政府赔偿死者亲属
!&&&

万美金$据说#当时#夏威夷许多游

客一听到官府赔偿
!&&&

万美元的

消息# 便纷纷跑到沙滩椰树下#守

株待兔地等着椰子来砸自己 $于

是#州政府为防止类似赔偿再次发

生#便使用各种手段让当地的椰树

彻底绝育#于是不结果的椰树成为

夏威夷独特的风景$

作为一名法律人# 笔者对故

事中天价判决的真实性始终怀有

疑虑+赔偿是可接受的#但
+&

年

前的
!&&&

万美元算得上天文数

字#如此%著名&的天价赔偿案例

居然在法学研究领域内找不到任

何文献记载# 谁也不知道判决出

自哪家法院)))故事的来源都是

据当地导游' 酒吧老板或居民介

绍#而且存在众多版本#死者身份

就有土著老奶奶'英国商人'美国

富翁' 日本游客等多种说法 ,另

外# 夏威夷是一个由若干城市组

成的州# 州政府不大可能直接负

担某棵椰树的管理责任# 按照美

国的司法惯例# 类似责任主体通

常应该是州所属的某个市政府$

抛开故事真实与否暂且不

论# 夏威夷地方政府为椰树绝育

的行动虽然有效防范了落椰伤

人# 但是行动本身的合理性却经

不起质疑$

椰树的生长遍布全球热带地

区# 美国的佛罗里达和迈阿密有

椰子#新西兰和新加坡也有椰子#

阉割椰树只是夏威夷的特例#而

不是人类的普遍选择# 安全警示

之余及时组织采摘# 并且在椰树

下隔开安全距离# 才是包括我国

台湾' 海南在内世界各地的通行

做法$ 不结果的椰树毕竟只存在

于夏威夷# 夏威夷人笑谈本地椰

树不结果未必不是表达不满的方

式# 谁不希望椰树的美丽和椰子

的甜美能够两全其美( 据游客描

述# 在夏威夷当地买椰子既难找

又很贵$甚至有一种说法#当地居

民自家庭院里的椰树也要强制上

保险#家有椰树成为富裕的象征$

人们围观夏威夷的椰树 #是

希望通过法治手段促进公共管理

改善的一种情绪表达$ 然而被围

观的故事本身并不符合法治思维

的要求+如果欣赏的是%天价&赔

偿#这份
!&&&

万美金的判决可信

度很低, 如果是为阉割椰树的行

动点赞# 那只是夏威夷政府特立

独行的%任性&,如果不在乎故事

的真实与否# 故事本身的逻辑更

有问题)))偏激的判决导致了过

激的反应# 法治绝不该为这种因

噎废食的行动背书$

我们更应该期待一个赔偿金

额与行为应受谴责程度相适应的

合理判决#而不是激进的天价,更

应该期待复杂但同样有效的警

示'隔离措施和及时采摘的行动#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绝育$

法治需要严谨和理性$ 不要

因为冠名美国而轻易采信# 更不要

因为标榜法治而轻易推崇$ 想想夏

威夷不结果的椰树吧# 幸好这种偏

激的公共管理手段不会被推广# 否

则# 全世界的椰树都不让结果# 椰

子会变成法治的奢侈品$

!

法治风景
!

郭山泽
+

漫画

回望风生水起之地
杨 茳

前台助理跟我借一本民法教

材#我告诉她两件事+一是我这本

民法教材很旧了# 最好找一本新

的来看, 二是这本老旧的教材一

定要还我# 我上学时留下的教材

没几部#这算是保存完好的一部$

大学毕业近
)&

年#剩下的实物证

据不多了$ 后来这本教材遍寻不

着#我伤怀了好一段时间$

!"'$

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

系#在那个时代#选择法律专业的

人并不太多# 此后法学院学生如

过江之鲫# 是那个时代无法想象

的$ 但这并不是说法律人才就真

的过剩了$如今#研究生时同寝室

的四个人# 除了一个研究生毕业

后出国'从事食品行业之外#在国

内的三个人# 都从事跟法律相关

的职业$ 我可能是最早的商务律

师和非诉律师)))这个自我定义

并不完全# 只不过是非诉占我业

务的一多半$

其中一个是坚定的刑案律

师#直到现在还没有收手的意思$

当时#研究生毕业#我和这位刑案

律师共同的一位大学教授就说

过+ 做刑案律师可能要受更多的

苦$前不久大学同学聚会#这位老

教授还自夸预言准确$是的#我这

位刑案律师的同学虽然也做得风

生水起#但是就经济收入而言#确

实跟我们这些早先出头的商务律

师不可相提并论$

我记得这位刑案律师有一年

向我梳理他一年的收入#刚刚够
,

位数#是他收入最好的年份$但那

一年#我因为做战争索赔一项#收

入是
%

位数$但是收入的不同#并

没有磨灭他所选择的路$ 很多年

前他去某地开一个案子的研讨

会#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仅仅是一

个研讨会# 这群参会律师就被当

地有关部门一再检查' 一再 %守

护&--整个社会的环境及歧见#

包括个别司法'执法部门的偏见#

造成了刑案律师的很多不便 #这

是刑案律师的不易$

然而并非商务律师' 非诉律

师就好做# 一样要面临许多的瓶

颈和障碍#一样有不少%秀才遇到

兵#有理说不清&的时候$其实我

认为# 无论商务律师还是刑案律

师# 都是国家法律体系重要的一

环#少了这一环#社会的运行肯定

要出问题$

人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铺

垫#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位刑案

律师上学时在图书馆借回来的书

籍#大多是犯罪学和犯罪小说$他

说他对犯罪学有一种天然的兴

趣#而我那时候 #只对商务'贸易

感兴趣#甚至曾经考虑过从商$不

久前他参加刑事辩护的研讨会 #

会后聚餐# 一位非专业人士开玩

笑说刑事律师喜欢狡辩'奸猾#喜

欢钻法律空子$ 他说做人不能狡

辩与奸猾# 但是法律如果经不起

狡辩# 那是法律的问题# 是公诉

人'法官的问题$而%法律空子&这

个概念# 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伪命

题#%你没有空子#我怎么钻(&

就实质来说# 商务律师会遭

遇同样的问题$ 我刚刚从业的时

候# 法律更不健全# 跟法官的沟

通'跟法官之间的说法释理#会占

去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些年

来#检察官'法官都在成长#这是

可喜的事情$

第三位同学做的是公益律

师$他以前也做商务#做了十年#

然后不想做了#寻找自己的理想$

大学时代他是班长# 之所以被选

为班长是因为他一向助人为乐 $

不久前一则典型报道说某大城市

某小区居委会搞居民自治# 成立

了很多互助会$ 他看完之后拍了

一下桌子#对我嚷嚷+互助会是互

助会#业主自治是业主自治#这么

一个常识#居然都不懂0

其实法律人才不是多# 而是

社会不明白怎么接纳他们' 不会

接纳他们$

征文启事

每一个法律人理想与事

业的构建" 恰恰是在大学迈

出的关键一步"或者"在其中

构筑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潜

心研磨着自己的意志与信

心#$法律人的大学% 正是这

样一个栏目! 回顾学院氛围

中的成长与思索" 叙述过往

研学与现实职业的关联"把

那些精彩的故事奉献给读

者 & 本栏文章字数以
%&&&

字 为 宜 & 投 稿 邮 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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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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