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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马丘比丘之难
到了景区门口! 从车上下来!还

得爬上一个山坡! 再爬下一个山坡!

才能到达真正的景点大门口"让我们

充分体验到马丘比丘之行的难度"难

能可贵!越难越可贵!越美!越让你印

象深刻!终生难忘"

马丘比丘的难度其实来自其本

身"

建设之难" 这是一座石头城!主

要建筑材料都是石头!虽然说周围的

山都是石山!遍地是石头!可以就地

取材#但是!有些石头重达十几吨!几

十吨!有的原来是在山脚下!有的是

在山腰#而马丘比丘是在山顶"在公

元
!!

世纪! 印第安人建造马丘比丘

时!根本没有现代化机械!那么!他们

是如何把这些对于人力来说是无比

沉重的大石头运到位的$其难度可想

而知"

印第安人擅长建筑!尤其是石头

的切割和打磨技术超一流"马丘比丘

的大部分石头是素材! 蓬头垢面!奇

形怪状!基本上还是原来模样"但有

些被切割得方方正正!石头和石头之

间!用榫衔接固定!严丝合缝!密得几

乎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因此!缝隙

里没有塞沙子% 糯米或其他材料"个

别石头打磨得像少女的肌肤一样光

滑"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接合技术和

打磨技术!也相当了得!但中国工匠

对付的是木头!而不是石头!其硬度

不可同日而语"印第安人衔接与打磨

石头的难度亦可以想象"

维护之难"马丘比丘的功能类似

于承德避暑山庄那样的离宫或行宫"

据专家估计! 当时可能有
"#$

人到

!$$$

人住在里面" 这些人都是王公

大臣及其仆人"他们到这里来就是玩

乐的!享受的!甚至可以说穷奢极欲

的! 这里经常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派

对%仪式%酒会%歌舞表演等等!当年

这一切肯定都是美轮美奂% 富丽堂

皇#因此!平均每人每天的物质需求

必然相当可观"

而周围的山村并不密集!也不富

裕#靠劫夺村民们的剩余物资根本不

足以维持"大部分的物资需要从外面

运进来"最主要的运输通道就是赫赫

有名的印加古道" 这条路于
%$!&

年

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有旅行社

推出了沿着古道步行去马丘比丘的

项目"我们由于时间紧!没有选择那

样&浪而慢'的方式#但我们在火车上

不时能够看到它" 这条道并不宽!甚

至是简陋的#印加帝国时代也不可能

是康庄大道"避暑山庄在河北省承德

市北部!距离北京
%&$

公里!古代的

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 每天走
%$

公

里到
'$

公里! 总共大概要花
(

到
)$

天的时间(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的距

离虽然只有
*&+

公里!但相当部分都

是山路!所以!恐怕也得走那么长时

间"可以想象!当时!在印加古道上!给

马丘比丘运输物资的人%车和牲口络

绎不绝! 以确保行宫里的骄奢淫逸"

维持马丘比丘运转的成本相当高昂"

而代价高昂的奢靡往往会导致

财政吃紧!民怨沸腾!士气不振!因此

是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样的亡国事例

中外皆有"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是

个艺术家兼玩主!他亲自主持营造的

延福宫!尤其是宫内用巨大的太湖石

堆积成山的&艮岳'及其所造成的劳

民伤财的花石纲!是导致赵氏王朝崩

溃的主因"西罗马帝国晚期!日渐庞

大的官僚贵族集团终日沉湎于声色

淫乐和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消遣娱

乐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次数越来越

多!全年假日公元
!

世纪时为
((

天!

,

世纪时竟达
*"'

天!罗马人以近半

年的时间观看角斗%斗兽%戏剧等表

演!靡费之大!极为惊人"我在马丘比

丘期间好几次想起前年去罗马看斗

兽场遗址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

了解之难"印第安文明之所以让

人觉得神秘!是因为我们对它了解太

少#我们之所以几乎不了解它的历史

细节!是因为它没有文字记载"印第

安人在很多文明领域! 诸如农业%水

利%数学%天文%历法%建筑%笔画%陶

艺%纺织等都有杰出的成就!不可谓

不聪明!但最大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发

明一套文字体系" 也许因为他们认

为!他们能直接跟神对话!干吗要通

过文字这样的劳什子$也许他们早就

洞见到)文字是人类相互之间理解的

通途但也是障碍! 让后人猜想比考

证!更能体现他们文明的魅力"马丘

比丘其实不是这个行宫的名称!而是

所在山岭的名字"因此!这算不上是

命名"避暑山庄虽然是个简单到极致

的名字!但毕竟是个名字"而眼前的

这座宫殿实际上是借了一个名字!甚

至可以说处于无名状态"但是!也许

在帝国时代!它是有名字的!说不定

还是一个比避暑山庄更加漂亮得多%

响亮得多的名字"然而!我们无从考

证"一个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宫

殿!我们对它能了解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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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专栏 北 塔
"

上海外滩又一不可移动文物被拆

文物部门回应称系"误拆#

位于上海市杨树浦路
*%-(

号 % 建于

*.*.

年的建筑为杨浦区妇幼保健院旧址!于

日前被拆除" 该建筑不仅属外廊式办公楼建

筑!二层混合结构!立面还装饰有连续的券柱

廊!外墙做水泥拉毛处理!刷浅色涂料!顶部

有简化的巴洛克山墙!建筑特色鲜明"杨浦区

文物管理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此事回应

称!杨树浦路
*%-(

号建筑属于杨浦区不可移

动文物!但不是区级保护文物"这幢老建筑拆

除并不是在近期!而是在
%+*&

年
-

月"几年

前! 杨浦区规土局在制定该地块规划时曾征

求过文物管理事务中心的意见! 但中心前任

负责人误以为该地块没有需要保护的建筑!

导致老建筑拆除"

$误拆%追责&'

古书画揭离难题破解

首博研制出生物揭展剂

'

月
%"

日!首都博物馆宣布成功研制出

应用于古书画保护的生物揭展剂! 并现场展

示利用生物揭展剂把古书画的背纸轻松完整

揭离" 该揭展剂通过利用生物酶仅作用于书

画装裱黏结剂的特性! 实现了古书画画心和

命纸均匀分开!保证画心和命纸的完整性"该

揭展剂揭展一幅古书画仅需十多分钟! 比传

统揭展方法效率提高百倍以上"

$老树新花(花更艳&'

"六一)儿童节前夕(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

的检察官们来到南通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孩子们*检察

官给孩子们带来了食品和书本(并陪他们一起读书唱

歌做游戏*

+本报记者徐德高 通讯员葛明亮,

日前(由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主办(渑池县和

卢氏县检察院承办的三门峡市检察机关 "送法进农

村)活动启动仪式在渑池县仰韶镇东阳村举行*当天(

检察干警自编自演旨在教育引导干部群众防火-防

盗- 防诈骗和预防职务犯罪等方面的小品- 相声-快

板-三句半以及四重唱等节目(吸引了众多干部群众

前来观看*

+本报通讯员王飞,

天下故事那么多，为何要讲这个？
———专访检察题材电影《无法证明》编剧朱晓华

#

本报记者 贾 娜

.绿海副刊/0据了解!你一直在

检察系统工作!干过反贪干过公诉!

也同时在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你

创作这部检察题材电影的初衷是什

么#

朱晓华0由于我是干公诉出身!

所以就一直想创作一部反映公诉人

生活的电影"然而!国内法律题材电

影本来就不多! 反映检察官特别是

公诉人题材的更是屈指可数! 并且

乏善可陈! 可借鉴的成功范例几乎

没有"我下了功夫做了些分析!发现

导致乏善可陈的因素有很多! 最主

要的就是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出现了

一些偏差! 那就是把电影仅仅当作

了一种宣传"在这种创作动机之下!

故事势必主题先行! 人物势必完美

无瑕! 于是一个以展示主人公事迹

为主旨的电影有没有人看可想而

知" 既然意识到了这种创作方式是

有问题的! 那么如何突破就成了一

个现实的困难"观众需要故事!不需

要事迹!这个道理非常浅显!选择一

个吸引人的故事! 塑造一个可信的

人物就成了一个现实的任务"

.绿海副刊/0在我们印象中!反

映公诉人的影视作品基本上是一个

空白"此前热映的$全民目击%也仅

仅是部分表现了公诉人角色& 你觉

得$无法证明%这部电影是否填补了

公诉人角色这一空白#

朱晓华0在构思*无法证明+的

时候! 我并没有多大的野心去填补

某项空白! 我只想力图通过讲述一

个普通的案件! 塑造一个普通的执

法者来表现我认为相对宏大的主

题"什么叫相对宏大的主题$我觉得

就是一个执法者在处理认为日常的

法律程序之中!能够把尊重人权%保

护人权作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这

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直觉告诉我! 讲述一个公诉人

的故事! 往大了说一个普通执法者

的故事可能比较讨巧" 首先是因为

我熟悉! 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都有

这样的故事#其次是对于观众而言!

可能比较新鲜" 对于检察官这个职

业包括检察院的职能! 大多数公众

是陌生的"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我国的法治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然

而很多人是无感的" 这跟政法队伍

的害群之马的恶劣影响有关! 跟普

法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有关! 我觉得

跟法律影视作品的黯淡也有一定关

系!因为客观地讲!尚且没有一个像

杜丘一样的执法者被大家所接受"

.绿海副刊/0宏大的法律主题

往往让人感觉空洞! 无法把握&$无

法证明% 如何去表现这样宏大的主

题#

朱晓华0我先说说*无法证明+

的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检察官

竞远在办理一起发生在二十年前的

命案的过程中! 发现嫌疑人陆润堂

是自己母亲婉心的初恋情人! 也是

导致自己父亲郁郁而终的罪魁祸

首" 少年时代母亲偷情的一幕成为

今天竞远这个检察官挥之不去的心

结" 为父报仇的情绪始终缠绕在竞

远办案的过程中"面对恶人陆润堂!

是公器私用还是秉公执法$ 年轻的

检察官竞远陷入了面临人性和人权

的两难选择" 所有的大主题都无法

表现人性! 我力图通过表现人性去

表现宏大的法律主题"所以!这是一

部考验人性的电影"在电影中!竞远

的人性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考验!

就是我要讲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

上讲! 竞远是一个非传统意义的英

雄!其行为也并非常规意义的%大家

能够一目了然的惩恶扬善" 他有私

心!也会仇恨!他的痛苦就是他的仇

恨遭遇了其由来已久的职业素养以

及法律信仰的坚决抵抗" 因为他最

终战胜了这个抵抗带给他的煎熬!

所以他会被看作英雄"

.绿海副刊/0众所周知!一个故

事的灵魂就是人物&人物立不住!这

个故事势必就是苍白的&如何在
.+

分钟之内塑造一个可信的人物!难

度不小&既往的法律题材的电影中!

具有执法者身份的主人公! 其执法

为民的心理依据无外乎都是公共动

机!即对人民无限的热爱!对法律无

限的忠诚&诚然!现实生活中并不缺

乏这样的执法者&但在
.+

分钟的电

影里如何让观众相信执法者的心理

依据!相信他的执法动机!这的确有

些困难&你是如何处理的#

朱晓华0在*无法证明+的创作

中! 我尝试着从主人公的私人动机

入手!来展现他的心路历程"这也许

是一个模式! 即所谓从可见的私人

动机出发! 最后抵达隐藏的公共动

机!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人公不遗余

力地去实现%达到私人欲望!到最后

才发现自己的血液里其实早已经隐

藏了富有正义感的公共动机! 只是

自己不知道而已"在*无法证明+里!

检察官竞远千方百计地想合法地利

用自己的权力去证明一个自己无比

憎恨的人陆润堂有罪! 但是最终的

结果是无法证明! 而这种无法证明

的无奈和挫败感恰恰体现了他身上

隐藏的正义感!体现了法律的精神"

.绿海副刊/0完成了人物设计!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情节& 如果人物

和情节是互不相关的两张皮! 那么

也无法支撑起整个故事& 在情节设

置上!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朱晓华0 情节承载着人物的情

感!所以必须要精彩%巧妙!这样才

能配得上气场强大的人物"所以!我

选择了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的 &白

骨案 '"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具

备了扑朔迷离的特征" 案件只有扑

朔迷离! 才会给故事提供悬念"此

外!它应该还是一波三折的!案件只

有一波三折!才会给竞远以及他的对

手陆润堂带来压力!才会使他们的情

感在波折中为之反复颠簸! 这样观

众才能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内心"

.绿海副刊/0在影片中!主人公

检察官竞远被塑造成一个特别复杂

的人物!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这

是从市场的角度考虑的吗#

朱晓华0在*无法证明+的创作

中!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电影就是

电影!而不是预设前提的宣传"电影

就像生活一样!绝非谁是好人!谁是

坏人那么简单" 我不能给我的人物

做简单的道德判断!给他们贴标签"

因为人性是复杂的! 电影跟文学一

样! 其存在的使命就是揭示人性的

复杂"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就是陆

润堂在得知竞远是他年轻时的偷情

对象婉心的儿子! 并且感受到竞远

来之不善的时候! 提出了更换案件

承办人的请求" 婉心获悉了这个情

况! 并且知道她是否对她与陆润堂

的关系予以证实将影响检察院领导

的决定!于是陷入了两难"一方面!

尽管过去了二十年! 她依然深爱着

陆润堂!如果肯定了这层关系!竞远

就有可能被撤换! 那么她爱的陆润

堂获得自由的几率大增#另一方面!

如果她否认了这层关系! 儿子竞远

就有可能不被撤换! 依照他在当地

政法机关无人匹及的业务能力!一

定会将她爱的陆润堂送进监狱"婉

心的人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母爱和情爱不能兼得! 必须放弃一

个!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一面"

.绿海副刊/0一个电影能不能

讲得吸引人!关键就在于其戏剧性&

观众能不能把电影看下去! 取决于

故事的戏剧推动力& 除了有一个好

的故事核之外! 主人公的心理逻辑

也是推动故事往前发展的核心要

素&$无法证明% 的戏剧推动力在哪

儿#

朱晓华0 我觉得极为重要的一

点是看主人公的心眼" 在 *无法证

明+中!写好竞远的心眼就是人物成

立的要素"作为一名成功的公诉人!

竞远承办的案件有很多! 接触的嫌

疑人很多! 那么为什么他对陆润堂

格外关注$ 当观众发现了竞远的心

眼,,,为父报仇之后! 自然就会关

注他的下一步行动! 这就是故事的

推动力"

.绿海副刊/0在一个以公诉人

为男一号的检察题材电影中! 女主

角的设置是不是更费心一些#

朱晓华0在*无法证明+中!婉心

这个人物是当然的女一号! 因为她

是整个故事冲突的策源地" 所以对

她的塑造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电影的

成败"在我完成剧本之后!对婉心这

个人物的设计曾受到了包括演员在

内的一些人的质疑" 他们觉得婉心

明知道陆润堂是一个采花大盗!为

什么还痴迷于他! 并且在二十年后

仍不改初衷$是不是显得过于愚蠢$

我经过一番思考!还是坚持己见"原

因在于! 我觉得一个人物之所以成

立!能够被观众所记住!其关键就在

于其独特性" 婉心的独特就是她用

一生去爱了一个并不爱自己的男

人!虽然旁人觉得她可笑!但她自己

觉得这种人生有价值! 她的选择有

意义! 这就是她不同于大多数女人

的地方"

.绿海副刊/0 一个电影作品固

然不是宣传品!但也应该有主题&这

个主题就是创作者所要表达的价值

观! 具体地讲就是创作者对这个世

界!对这个社会!以及对这个社会的

人的基本看法&天下的故事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这本身就

代表了你的意愿和见解& 电影之所

以区别于宣传! 是因为它的价值观

是被好的故事推导出来的! 而不是

先有了一个宣传要点! 再往这个要

点里填空&

朱晓华0客观地讲!当初在构思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确实想到了它

的主题! 想写一个执法者尊重人权

的故事"当整个剧本创作完成之后!

电影的主题就渐渐清晰了"近年来!

司法改革步伐日益加快! 势必将显

著地改变每一个公民的生活" 司法

改革有一个方向! 就是将从前的偏

重单一的打击犯罪的方针转变为打

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举! 核心是无

罪推定和疑罪从无" 在这个原则之

下公民的权利被放置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在这个原则之下!任何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即便他是

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都将受到法

律赋予他的权利的保护"

.绿海副刊/0

%+**

年!你编剧了

检察题材影视作品 $你是我的兄

弟%!时隔四年!这部同样以检察为

题材的作品对你意义何在#

朱晓华0*无法证明+ 对于我最

大的意义在于! 电影中人物如同生

活中的人物一样! 他们每天都在进

行各种各样的选择! 他们的选择不

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探索其中间的

灰色地带就是包括编剧在内的电影

人的主要乐趣"

电影.无法证明/

故事梗概

中国南方某县! 景区崖

壁山洞内惊现白骨& 法医确

定该具白骨是一年轻姑娘的

尸骨& 死者年龄在二十岁左

右!死亡时间在二十年上下&

鉴于案情重大! 检察院提前

介入& 负责侦办此案的检察

官竞远和公安局刑警队长维

维这一对已经离异的夫妻因

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凑到了一

起& 他俩很快确认了死者的

身份'姑娘叫李芳!是二十年

前的茶场的职工! 曾经和当

时的场长陆润堂关系暧昧&

与此同时! 同为茶场职工的

江子指认陆润堂就是杀害李

芳的凶手&

案情一波三折! 嫌疑人

陆润堂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

过失致人死亡! 不同罪名的

追诉时效将决定陆润堂的未

来&此时!竞远发现!犯罪嫌

疑人陆润堂是自己母亲的旧

情人& 竞远无法证明陆润堂

这个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人故

意杀人! 也无法证明母亲和

陆润堂之间究竟存不存在爱

情&身处情与法的纠葛!竞远

将如何抉择()

电影.无法证明/海报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北京飞天魅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江西省铅山
县人民政府联合拍摄的检察题材电影《无法证明》将于
2015年6月26日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由著名作家莫言
题写片名，改编自广西检察官朱晓华原著同名中篇小
说。本刊记者采访了同时担纲编剧的原著作者朱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