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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运与桃花劫
赵柒斤

漫步于!满树和娇烂漫红"万

枝丹彩灼春融#的桃园"突然听到

!桃花运$三字"一幅男女眉目传

情% 如胶似漆的情景图便浮现在

我眼前&

!桃花运 $ 一词最早源自于

'诗经("其中'国风)桃夭篇(原文

就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

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

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这

首诗描写的是女子出嫁时的情

景&本义是用桃树的果实累累%枝

叶繁茂比喻将来的后世子孙人丁

兴旺&

那!桃花运$何时专指 !男女

情$呢,这得益于一个山寨版的传

说"称唐朝诗人崔护是撞上+桃花

运$第一人&有他那首传唱千古的

'题都城南庄(为凭&这首诗也确

实记录了崔护的一段情感经历 *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

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人们从中读出了多少美丽

与哀愁%幸福与无奈啊,

据唐'本事诗)情感(载"唐德

宗贞元年间博望县的一介书生崔

护"出身书香世家"天资纯良 "性

情清高孤傲&三月桃花盛开时节"

崔护游历到城南门外看到了一位

芳名叫绛娘的少女" 见眼前女神

骨骼清奇神韵自然天成与盛开的

桃花相映成辉"便一见钟情-不曾

想" 绛娘对面前的帅哥也产生了

好感并心生爱意& 崔护还没来得

及与绛娘促膝长谈% 互诉衷肠就

被朋友拉走& 来年春天桃花盛开

时"崔护又故地重游寻找绛娘"却

无音讯" 多方打听才知绛娘因患

相思病已经去世& 悲痛欲绝的崔

护竟把绛娘哭活过来" 感慨万分

之余" 他便提笔写下了这首脍炙

人口的爱情诗 *+人面桃花相映

红$&后人也不管这样的描述靠不

靠谱" 就根据这段佳话将男女情

事谓之 +走桃花运$ 或 +交桃花

运$&

这段故事也见于宋代的 '太

平广记("中国的传统戏剧'金碗

钗('人面桃花('借水赠钗( 说的

都是这件事& 据说故事的发生地

在西安樊川的桃溪堡" 台湾一家

影业公司拍摄的 '人面桃花('王

宝钏(等均把此处作为外景&

从心理与生理学角度讲 "桃

花盛开的季节" 单身男女萌生感

情的几率确实比较高& 此乃因人

们经过一冬的寒冷和无奈的包藏

后" 冰封太久的情感也随春风拂

面而得以释放& 而桃花盛开正是

春日暖照的农历三月" 红男绿女

往往在修饰上紧跟大自然节奏 "

卸下重装" 于是内心与自然融为

一体& 这种内外一新的感觉很容

易流露在情感上"这样一来"对上

眼的男女也像植物发芽一样极易

萌发感情&所以"用+桃花运$一词

形容男女情事很贴切&

+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

好比动物园里关住的野兽"拘束%

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

了只有向人的心里寄寓&$这是钱

钟书先生在 '围城( 里的类似描

述& 可见桃花盛开的春天确能温

暖化开红男绿女心中凝固许久的

冰霜"让人欢畅"诱发人的情感躁

动&

当然"+桃花运$ 的美妙除了

带给人们情感牵动" 也指和异性

惹上纠缠不清的麻烦& 纪晓岚曾

讲过+桃花运$与+桃花劫$的转换

故事&

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

里写道*+有讲学者"性乖僻"好以

苛礼绳生徒&一夕"散步月下"见

花间隐隐有人影..迫而诘之 "

则一丽人匿树后" 跪答曰*/身为

孤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来折

花&不虞为公所见"乞曲恕&0讲学

者惑之"挑与语&宛转相就"且云

妾能隐形"往来无迹"即有人在侧

亦不睹"不至为生徒知也&因相燕

昵&比天欲晓"讲学者促之行&曰

/外有人声" 我自能从窗隙去"公

无虑&0俄晓日满窗&讲学者心摇

摇"然尚冀人不见&忽外言某媪来

迎迓女 "女披衣径出..$这时 "

讲学者才知"这哪是遇到什么!桃

花运$"原来是生徒特雇一!角妓$

来试验先生& 讲学先生大沮"!自

负衣装遁矣 $& 那个自以为交了

!桃花运$ 的讲学先生实际上是

!命犯桃花$了&

其实" 纪晓岚讲的故事天天

发生& 现今的贪腐官员被抓前几

乎无一例外地都觉得自己易交

!桃花运$"结果皆是!命犯桃花$&

看来"面对!桃花运$"也要睁大眼

仔细辨别啊"当然尤其该辨别的"

其实是自己& 无论天上掉下个大

馅饼"还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都

是痴人说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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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捍卫尊严之名拷问权力
王 晴

尊严" 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存

活于世的至高价值" 也是社会进

步的最好标尺& 用什么来保障人

的尊严,'换子疑云( 无疑作出了

最好的诠释&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上

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是美国洛杉

矶民主法治进程上最黑暗的一

页& 故事发生在
!"#$

年
%

月
&'

日"

"

岁儿童沃特)科林斯失踪了"

身为母亲的克里斯汀悲痛至极 "

在她报案后" 警察局竟然以失踪

不足
()

小时为由拒绝帮她寻找

儿子" 而失去了最佳拯救小沃特

的时间&更让人气愤的是"克里斯

汀寻子
*

个月后" 警察局竟然找

了一个不是沃特的小男孩硬塞给

克里斯汀"!组织了一次公开的母

子重聚" 借以重新树立起警察局

在公众心中的威信" 希望这个令

人振奋的故事可以将公众的注意

力从警察局内部肮脏腐败的丑闻

中转移$&

有哪位母亲会不认识自己的

儿子, 何况不见才短短
*

个月 ,

但这种有悖常理的事在警察局琼

斯上尉的眼里" 竟真的可以黑白

颠倒% 指鹿为马1 他指派所谓的

专家 % 医生欺骗媒体和大众 "

!带回来的小孩就是失踪的沃特)

科林斯" 这位母亲是因为逃避抚

养责任" 才不肯与子相认$& 而让

人惊愕的是" 这个冒充小沃特的

男孩也一口咬定克里斯汀是他的

妈妈&

克里斯汀提出抗议" 却被琼

斯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 &

!这里的制度" 我说了算1$ 权力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执法者手中 "

肆意扩张" 任意妄为& 未经专业

鉴定% 没有授权书" 一个仅仅为

了寻找自己儿子的母亲就这样失

去了人身自由" 且受到了最残酷

和最没有人性的 !治疗$& 麻木

不仁的医者只顾执行上级的指

令"

&$

号房间残暴地用电疗控制

人们说出真相" 女性的尊严在男

权社会被歧视% 被剥夺& 幸好 "

影片中还有一丝希望" 好心的牧

师四处奔走" 在电台中持续播出

真相- 一名警察尚存职业道德 "

没有唯上是从" 抓获了虐杀儿童

的杀人犯- 小沃特的牙医% 老师

纷纷站出来作证& 最终" 克里斯

汀的冤情得以昭雪" 将警察局推

上了法庭&

当此事激起民愤" 引起公众

不满 " 市议会要求召开听证会

时" 我们才得以看清司法黑暗腐

化的源头& 警察局内相互包庇 "

为了粉饰圆谎" 他们要求那个冒

名顶替的孩子继续撒谎" 否则将

把他视为杀人犯同伙丢进监狱 &

!不是我想撒谎的" 是警察叫我

这么说的$" 小孩最终爆出真相"

正是上演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最佳

讽刺1 而为了保住选举支持率 "

市长要求琼斯一人承担责任" 我

们终于明白" 司法行政与官僚主

义是如何勾结产生暴政的&

该部电影的编剧斯特拉恩斯

基说*!我的初衷非常的简单"就

是向克里丝汀所做的一切表达我

的敬意..她在母性的推动下 "

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 "她

不断地寻找着"直到找出真相"才

会罢手&她只有一个疑问222/我

的儿子在哪里, 0这直接撼动了洛

杉矶所有的权力机构& $

迟来的正义总归还是正义 &

法庭作出了裁判& 影片中" 琼斯

上尉被终身停职" 精神病院关押

的女性全被释放" 警署颁发的
&#

条将作出更改" 公民不会因主观

认定的原因就关进精神病医疗机

构" 警察局局长被免去职务" 虐

杀儿童的杀人犯处以绞刑&

作为一个单身母亲" 一个柔

弱的女性" 克里斯汀以一己之力

找出了真相" 她的执着和勇敢是

我们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精

神" 也是推动民主法治社会前进

的力量& 她会载入历史" 成为经

典& 但是" 我们对结局却无法释

怀222无论是电影版还是现实

版& 电影中" 克里斯汀因一线希

望继续寻找她的儿子" 开放式的

结尾让人遐想& 还真有观众从历

史中去寻找答案" 现实中的克里

斯汀穷其一生在找她的儿子" 直

至死去也没有找到- 克里斯汀赢

得诉讼" 琼斯应支付
&''$'

元美

金的赔偿" 却一分钱也未支付 "

且以退休的名义离开了警察署&

为了捍卫尊严和正义" 克里

斯汀作出了巨大牺牲" 付出了难

以想象的艰辛和勇气" 可是却没

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世人很快就

会遗忘此事" 作为个人" 因法治

的不健全" 司法的不公正" 克里

斯汀的生活却从此偏离了正常的

轨道" 这种伤害一生难以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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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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个人相关照

片
-/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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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风而行的纪录片王者
易 繁

尤里斯)伊文思这个名字"随

着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

集电视系

列纪录片 '伊文思眼中的中国(而

为很多中国人所知&在这部纪录片

中"我们可以有幸观赏到伊文思最

伟大的作品之一'愚公移山(以及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

精彩片断&

尤里斯)伊文思!

&$"$

"

&"$"

#

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 英国

的约翰)格里尔逊和前苏联的吉

加)维尔托夫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

影之父" 与其他三位先驱不同的

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

达
+'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

+'

余部影片&

他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也

是曾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上黑名

单的纪录片大师-他对中国有特殊

的感情"从
&"%$

年拍摄'四万万人

民(到
&"$$

年完成'风的故事("他

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世纪之久"他

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

年" 伊文思用
%

个月在

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充满诗意的

短纪录片'雨(&这是!城市电影$中

最富诗意的一部作品"伊文思用镜

头捕捉了雨的性格和神韵" 表现了阿姆斯特丹这座美丽城市

在雨中的风貌&'雨( 以其深邃的诗意和清新的风格被公认为

欧洲先锋电影的代表作&

不过"说到伊文思"还得提到另一个名字*玛斯琳)罗丽

丹& 伊文思
&"+'

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都是与玛斯琳)罗丽丹

合作完成的"此后他的每一次中国之行都与罗丽丹形影相随&

罗丽丹曾经在开创现代纪录电影先河的法国导演让)鲁什拍

摄'夏日纪事(!

&"+'

年#时担当过重要角色"亲自拍摄过反映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 '阿尔及利亚零年(!

&"+#

年#&她与伊文思的结合也为传统纪录电影融入了现代风格&

从
&"%$

年的'四万万人民(开始"伊文思就和中国结下了

不解之缘&而'愚公移山(是伊文思于上世纪
,'

年代在中国拍

摄的大型纪录片" 获得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支持&'愚

公移山(共由
&#

个部分组成"放映长度为
&#

小时"涉及了当

时中国的各个行业&'手工艺人( 表现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术的

继承和发展"'球的故事( 记录了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围绕一

次学生向老师掷球的事件而进行的一场辩论..伊文思遇到

的最大问题就是当时中国特殊年代的特殊社会环境" 伊文思

选择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尝试着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风的故事(是伊文思的最后一部作品&虽然在他青年时

代就已经有拍!风$的想法"但直到他
"'

高龄才完成夙愿&这

部纪录片融合了伊文思早期的抒情性语言以及超现实主义的

表达方法&在生命最后的作品中"伊文思以完全自由的心灵"

御风而行"留下了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对东方文化的解读"留

给世人无尽的想象和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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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一直属于小众$ 西班牙诗

人希门内斯曾说%诗歌由于所谓&晦

涩'&难懂' 以及鲜明的个人性成为

&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的艺术$或许

正是因为诗歌这种特性% 在人类的

文艺史上%&诗人死了'&诗歌死了'

的说法不绝于耳$

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叫&余秀

华'的女诗人被屡屡提起$她是个农

民%不是美女%也并不年轻%学历不

高%身有残疾%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

不具有任何可以&走红'元素的普通

人%却因为写诗%意外地名扬天下$

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走红'和此

前引起口水战的梨花体( 羊羔体以

及鲁奖拉选票事件一样% 都是中国

诗坛的一起事件$不同之处在于%此

前的诸般事件% 无论浪费多少口水

争论%无论争论结果是输是赢%均会

让人感到沮丧悲哀)而余秀华事件%

却似乎一扫已被有意无意地予以强

化的&诗歌死了'的意象阴霾%重新

呈现了诗歌本身的形象和力量 $如

果一定要将余秀华的&走红'作为一

起事件来对待的话%那么%这起事件

中的主角%表面上看当然是余秀华%

而实际上说是诗歌也未为不可 $余

秀华事件的最大意义%是&诗圈'希

望诗歌被重新发现$

中国曾经是诗歌大国$ 从 *诗

经 +到 *楚辞 +%从汉乐府到建安风

骨% 从唐诗宋词到元曲乃至明清的

戏文唱词%莫不是锦心绣口凝结而成的瑰宝$即便在&五四'时

期我们下决心进行了伤筋动骨的文学革命% 中国诗歌仍然以

全新的形式数度繁荣%中国诗歌传统得以承继和发展$

在中国文化的体系中% 诗歌曾经拥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和

作用,*尚书+定位是&诗言志'%而孔子则断言 &不学诗无以

言'%诗可以&兴观群怨'%载道(济世(传家$诗歌不仅是中国文

化最耀眼的成果%更是中国文化最显性的基因$

然而%近二十年%在中国文化再一次遭遇巨大冲击而面临

自信危机的时候%诗歌式微了$写诗和读诗的热情没了%诗意

消失了%对诗歌的漠视不知不觉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当一位

作协的&

$'

后作家'在电视上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下句答成&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题为*李白死了+的诗歌由

此在网上流行开来%表达了我们的震惊(悲哀(自嘲与无奈$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使命% 它们之

间是互相吸收借鉴(共荣共生的关系%而非此消彼长的竞争$

电影的出现未能导致话剧的消亡% 而电视的成长也无法阻碍

电影的发展%同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自有它的生存逻

辑%自有它的韧性的生命力$

诗人辛波斯卡
&""+

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演

讲时说-&在诗歌的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

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

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

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高贵(精致

而又小众的存在%人类找了又找的玫瑰的名字%藏于诗歌$

这也许不是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 但依然有人写诗(读

诗$诗依旧存活着%并且给我们快乐与安慰$当我们读诗时%我

们读的是与心灵相关的一切$

在梦想的世界徜徉
朱长云

记得初三报考志愿时" 我填

报的是县高中" 父亲从校长那儿

将我的志愿改为师范学校" 别人

收到通知书时是欢笑" 而我接到

通知后悄悄地哭了一大场&

我理解父亲的难处" 父亲是

教师"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上有老

下有小"我是家里的老大"两个弟

弟年少"家里供不起三个大学生&

抹去眼泪" 我愉快地走进师范学

校" 并顺理成章地成长为一名中

学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我不

断地给自己充电" 先后自学了中

文专科%中文本科学历"后来又通

过在职函授" 取得社会经济学本

科学历&虽然学历已经达到本科"

但心中总有一种缺憾* 什么时候

能在我魂牵梦绕的大学里读书 "

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1

#''%

年"通过全省统一招考"

我考入固始县人民检察院 -

#'',

年"被遴选到信阳市人民检察院&

也就是在
#'',

年"当我
%*

岁时"

武汉大学与信阳市检察院联合办

法律硕士教学班" 教学基地就设

在市院办公楼上& 我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1我这个法学门外汉"是想

圆心中的大学梦" 也为了到名牌

大学里寻觅法学真谛&

复习备考时才发现自己有点

冲动& 因为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

法律专业知识且不用担心"但是公

共科目中的英语"是需要下很大功

夫的&于是乎"早起给孩子做早餐

前"我要背一会儿英语单词"在上

班的路上我会边走边回忆语法"每

晚或训练一套模拟题"或练习一篇

英语小作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

终于高分通过了全国统一的硕士

入学考试"成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

一名在职法律硕士生"收到武汉大

学印制精美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激

动得流泪了..

在职学习是辛苦的" 特别是

在工作单位设班的学习形式 "会

更辛苦%更忙碌&为达到学院要求

的学时"每周六%周日"我们集中

聆听武汉大学教授的讲课-平时"

白天上班"工作量一点不减"夜晚

要自学课程% 撰写论文% 完成作

业&有时赶上需要加班时"可能会

通宵达旦&我们女同志"还要肩负

教育小孩%干点家务之类的事"好

在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学习 &爱

人说" 周六% 周日的家务他全包

了- 女儿说" 爸爸早就是研究生

了"妈妈加油1我将来至少也要读

个研究生&所以"我想说"在职学

习是辛苦而又快乐着的1

最美好的时刻" 是与知名教授

近距离地交流"聆听他们讲法学界前

辈的故事" 展示法学前沿的探索"在

法律实务中的感悟"对法学国际化的

贡献& 记得英语教授全英式教学模

式"曾一度令我们咋舌-法理学教授

严谨的工作作风"引导我们感受法学

的真谛- 民商法教授比我们还年轻"

已是武汉小有名气的兼职律师"她谈

到民商案例挥洒自如-刑案教授是位

烟瘾很大的长者" 他授课很投入"带

着我们在刑法%刑诉法的威严世界里

游走"全然忘记烟为何物&

我们会把检察工作实践中发

现的法律空白%法规不完善%制度

不严谨以及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

过程中的不规范等问题" 向老师

讨教"在探讨中碰出智慧的火花&

当时我在控告申诉检察处工作 "

就是在老师的启发下" 我先后起

草了我院创新的党组涉检信访月

例会月通报制度% 信访督察专员

制度和涉检信访案件电子档案信

息系统等工作机制"其中"信访督

察专员制度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肯定" 党组信访月例会月通报

制度和涉检信访案件电子档案信

息系统工作规定被河南省检察院

在全省检察机关推介&

最幸福的时刻"是集中在武汉

大学法学院学习的那段时间"在母

校的怀抱里" 感受浓厚的学术氛

围" 重温学生时代的美好生活&从

我们住的地方到法学院办公楼"会

经过一个网球场% 一个羽毛球场"

但爱运动的我从未萌生想打球的

意识" 因为在母校的时间很短%机

会珍贵" 所以每每都是匆匆地步

行"跑到外国语学院对面的法学院

去听课"课后"要到图书馆里自学%

查找资料&珞珈山下"留下了我们

疾奔的脚步%欢快的笑声%固执的

争论%认真的思考%严密的探索"更

圆了我的大学梦1

最难忘的时刻" 是被授予武

汉大学法律硕士学位的那一刻 &

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法学院副院

长汪习根教授"方向是法理学"题

目是 '关于涉检信访问题的思

考(&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讨论毕业

论文主题时"我说"想结合自己的

工作实际谈谈涉检信访问题 &导

师很赞同"说!涉检信访$是个具

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名词"当前"国

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如何解

决来访群众信访不信法等难题是

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主题确定后" 我开始收集资

料%列提纲%起草初稿"每一个关

键节点"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报经

导师同意后继续下一环节" 经过

反复推敲%修改"终于定稿&我顺

利地通过了法学院毕业论文答

辩"得到教授们的肯定和赞许&樱

花绽放时节"武汉大学校园内"我

们的欢笑如樱花般灿烂&

'作者单位!河南省信阳市人

民检察院(

!

影像世界
!

作者与同事一起喜获硕

士学位$

崔护题诗处%如今几乎已成为一片废弃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