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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局公示了
#

月中旬全国电

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情形#

""$

部被公示的影片中!名为$邓紫棋成

长记% 的纪录影片遭到网友大量吐

槽#众多网友对此表示不能理解!认

为给一位出生于
%&&%

年的年轻艺

人拍摄纪录片属过分之举# 邓紫棋

所属经纪公司回应称! 该片已经开

拍!目前在制作过程中!相关情况不

久会正式公布#

在国人的惯常思维中! 拍摄个

人纪录片者!像出版人物传记一样!

要么是功成名就的暮年英才! 著作

等身!德艺双馨!拍摄个人纪录片是

为他们的辉煌人生打个 &总结'(要

么是英年早逝的青壮年才俊! 贡献

卓越!却突然撒手人寰!拍摄个人纪

录片!是为悼念与铭记之)而邓紫棋

只是一位
&'

后歌手! 出道没有几

年!至少成名没有几年!就敢&冒天

下之大不韪'! 为自己拍片立传!网

友自然不能理解! 甚至表示出不屑

与揶揄)

这个时代就是这么怪怪的!很

多人渴望成名! 但是看见别人成名

了!心里就酸酸的!甚至但凡看见一

个正在成名上升期的人! 就恨不得

挖出一点这个人不堪的往事 !&抹

黑'了才好)

事实上! 邓紫棋拍摄个人纪录

片!无可厚非)这件事本身是纯粹的

商业行为!是邓紫棋所属经纪公司香港
!!

音乐的市场投资行

为!据说针对的主要是其粉丝群体!尤其是欧美粉丝!因为邓

紫棋今年将联手某国际知名演出公司!尝试打开欧美市场!故

而希望能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 让国外的歌迷对她有更多了

解) 由此观之!邓紫棋拍摄个人纪录片!与出版唱片新专辑一

样正常) 不是她的粉丝!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捧场)

至于有网友在争论$邓紫棋成长记%有无投资价值!以及

$邓紫棋成长记%是不是经纪公司在赤裸裸地圈钱!那是经纪

公司与邓紫棋的事! 投资追求回报! 这是市场法则的正常表

现!只要不像某些电影那样通过一次次造&绯闻'!或者通过组

织单位买单来保证票房) 何况$邓紫棋成长记%只是拍给粉丝

看的纪录片!也可能不上院线!只在网络流传!也就是非营利

性质的)为当红艺人拍摄纪录片在欧美是惯常的宣传手段!市

场行为西风东渐!也挺正常)

还有人认为! $邓紫棋成长记% 居然能通过备案和立

项! 可见我们的电影门槛奇低) 事实上! 中国电影要想得到

更蓬勃的发展! 就是要撤除樊篱" 降低门槛" 不论出身) 尤

其是中国的纪录电影! 业内人士认为! 纪录片在中国国内从

来没有成为一个行业! 无论是传播渠道" 电影行业意识! 还

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落后) 为使我们的纪录电影能更好

地发展! 我们不妨像对待综艺电影那样! 对 &粉丝纪录片'

秉持理性的支持态度)

不过!对于那些思想多样"风格多样的纪录片!我希望主

管部门也能像对待邓紫棋一样!网开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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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倌卜式到底是什么人
安立志

(%''

年前有一羊倌卜式!曾

被汉武帝刘彻赐爵 "关内侯#$任

为"御史大夫%!地位至少不低于

副总理级& 早年的周恩来曾诗赞

卜式'"男儿爱国事丛丛! 岂必枪

林弹雨中&卜式毁家抒世难
)

义声

唤起待洪钟*$周恩来早期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这个卜式

并非一般人物&

一介羊倌何以能爬上如此高

位(有史家指其曲学阿世!证据是

)史记* 将他写进 )平准书*!)汉

书*把他列入公孙弘$倪宽合传!

理由是公孙弘曲于对策$ 卜式曲

于助边$倪宽曲于封禅&总之!他

们是一类人!卜式并非扎根基层$

艰苦奋斗的成功人士! 而是攀龙

附凤$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人们

不解的是!卜式并非学人!何来曲

学阿世(

查阅一下史书记载! 卜式从

政前只是一个放羊大户! 因善于

经营而成为洛阳首富& 令人生疑

的是! 他的事迹似乎总与国家时

局紧密相关&

汉廷北伐匈奴! 致使国库紧

张&卜式主动请求!捐出一半家产

支援前线& 慈善动机往往遭遇质

疑 ! 刘彻派人问卜式 '+欲为官

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

不愿也&% 使者曰'+家岂有冤!欲

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无+

所争! 邑人贫者贷之! 不善者教

之! 所居! 人皆从式! 式何故见

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

+天子诛匈奴! 愚以为贤者宜死

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

灭也%*$汉书%卷五十八+)

从这段对话来看! 卜式的动

机不仅+政治正确%!而且高风亮

节!可谓无私奉献之楷模&正是官

方对其捐资动机之质疑! 才显出

卜式的人性光辉& 这段对话很重

要! 从中可以看出卜式所秉持的

信念与价值&而他之后的行为!都

可从其信念或价值中得到解释 &

然而!在当时!武帝却听了公孙弘

的建议!认为+此非人情%!不足效

法!竟然拒绝了卜式的请求&

汉军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

利!匈奴浑邪王投降!为安置俘虏

与移民!耗费很大!府库空虚&当

此之际!富豪之家争相藏匿钱财!

又是这个卜式! 主动向官府捐献

('

万&刘彻在河南上报的扶贫名

单上!看到了卜式的名字&如同所

有的政治家一样! 武帝很懂得榜

样的作用!他抓住卜式这一典型!

封官赐爵!奖赏良田!诏告天下!

以其事迹教化百姓& 而卜式不仅

返还了朝廷的奖赏! 而且拒绝担

任官职!最终还是以中郎身份!布

衣草鞋!在皇家牧场*上林+放羊&

刘彻对他放牧的效益很满意!他

告诉皇上'+非独羊也! 治民亦犹

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

败群%*$汉书%卷五十八+)

卜式这套+牧羊治国 %理论 !

使他正式走上仕途& 他在担任缑

氏$成皋令任内!政绩突出!又被

任为齐相&恰在此时!南越战事又

起!卜式随即上书!请求武帝批准

他父子和齐国熟习舰船的人前往

疆场效命& 卜式此举获得武帝的

高度赞赏! 他在诏书中称!+日者

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

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

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并下令+赐

式爵关内侯! 黄金四十斤! 田十

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一旦成

为典型!往往是马太效应$锦上添

花!荣誉$金钱$地位!纷至沓来&

武帝此举无疑强化了卜式的晕轮

效应&说来巧合!在武帝平息边患

的几年中!北伐$西征$南下!几乎

每次战役卜式都有上佳表现 &因

此! 卜式不久即登上了其人生的

顶点---升任御史大夫&

一个牧羊人!封侯拜相!身居

高位!原因何在哉(班固认为!卜

式+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

豕之间! 非遇其时! 焉能致此位

乎%!并非毫无道理&除了+德才兼

备$需要机会%这层意思!任何时

代!官方确立推崇的典型!其言行

往往是官方价值的外化& 卜式作

为草根阶层而崛起!没有代表性!

他从慈善家$爱国者到高官!一路

走来!一帆风顺!正是基于他的行

为与官方价值的一致性& 一旦他

进入皇权内部! 特别是担任御史

大夫之后! 权力运行的规则与其

内心秉持的信念不一致! 势必发

生冲突&而这时!他的人生轨迹就

不会那么顺遂了&

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是武帝

时保障财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带有

鲜明的国家垄断色彩!自然弊端多

多!卜式秉书评斥!随后被贬为太

子太傅&失宠的卜式!竟然不开眼!

第二年!他借天气干旱$官方求雨

的机会!又上书弹劾皇上信赖的财

经官员桑弘羊!指斥其纵容官员经

商$与民争利!且用语苛刻'+县官

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

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不能说卜式的主张没有道理!这种

颇近于+政府退出市场!鼓励公平

竞争%的理念!终因过于超前而沦

为空想市场主义&现代历史学家陈

寅恪先生对此评论道'+卜式输财

助拓边!弘羊主计散官钱&相违却

有相成妙! 何事相攻笑后贤%*$陈

寅恪集,诗集%+)

由此可见! 这个曾被汉武帝

树立的楷模! 并不是没有缺点与

不足!不过!他的不足并非曲学阿

世!恰恰相反!而是秉公上书$仗

义执言&在这一点上!班固指卜式

之+质直%是准确的&不过!在官场

被视为不足的! 恰恰体现了他的

理性与良知!自古及今!这都是一

种可贵而罕有的品质&

歌乐年华：西政78级9班的故事（上）
张建田

当社会上议论西南政法学院

*简称西政+

*$

级现象时!令我引为

自豪的是! 其中不少人出自我当

年上大学所在的
&

班& 作为当年的

班长! 我对朱孝清$ 贺卫方$ 阮

其林$ 张鸣起$ 杨忠明$ 裴显鼎$

曹守晔$李伯桥$王凡$叶峰$李玫等

同学颇为熟识!昔日同窗四年的大

学往事记忆犹新!跃然纸上&

西政法律系
*$

级共有十个

班级&入校伊始!学校根据管理要

求! 分别指定了班级支部书记和

班长& 来自山东龙口某农村大队

书记的张鸣起入学后 +转岗不转

行%! 当班党支部书记轻车熟路!

众望所归!四年下来!连续当选&

行伍出身的我!虽自感水平不济!

但责任心尚强!前后也任期三年&

任职初期!不敢懈怠!在较短的时

间里掌握了全班人员基本情况 '

全班同学共
+,

人!分别来自全国

%!

个省份!其中男生
+'

人!女生

,

人!号称+五朵金花%!年龄最大

的是
%&-*

年出生并来自+盐都之

乡%自贡市的夏根*俗称老夏+!年

龄最小的是
%&!+

年
$

月出生$现

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的黄永维&

上学前!全班党员
&

人*在校期间

发展
&

人+! 其余均为团员和群

众!出身经历各自有异!工人$退

休军人$知识青年$科技干部$机

关职员$中学生等应有尽有&记得

已有两个孩子的老夏用四川口音

打趣地对小黄说!咱们可谓+父子

同学嗦%&

初次召开班级会! 鸣起书记

传达学校党委的若干指示! 内容

无非严格按照学校确定的 +半军

事化管理%的要求和+绝密专业%

的标准!克服条件差等困难!争创

+三好%班$保证学业圆满完成!云

云& 当听到同学们对我那一口闽

南普通话窃窃私语时! 一度让我

郁郁寡欢&

当时学校没有编配辅导员 !

班上的行政管理! 主要在党支部

一班人的领导下!由班长*兼支部

副书记+ 负责& 班级工作事无巨

细!杂事繁多!上传下达$请假销

假$组织讨论$调整宿舍 $评选奖

学金等&更令我烦恼的是!地方院

校与军事院校管理毕竟不同!在

工作中难免遇到诸多尴尬& 学校

与部队某营区相邻!起初!每天一

早起床号一响! 我便会按照部队

作息习惯!逐个敲开男生宿舍!催

促大家起床晨跑& 一些同学睡意

正浓!甚为不悦!有的磨磨蹭蹭不

愿出门!有的私下嘀嘀咕咕!直言

不讳'+这不是军队院校! 瞎折腾

啥(%+中美合作所关押的犯人也

没有这么早放风,%学校规定晚上

%%

点熄灯!于是每晚熄灯时间过

后! 在东山大楼学生宿舍走廊巡

查成为我的一项神圣职责! 每当

敲门催促寝室熄灯时! 一些苦读

书的 +夜猫子% 总会对你咬牙切

齿&一次晚自习回来!见有的同学

在宿舍私点电炉时!我怒不可遏!

上前就把电源插座拔走! 若没有

其他同学好言相劝! 险些酿成一

场+战斗%,当意识到在地方高校

当班长这活儿吃力不讨好后!我

便向支部提出辞职&此后朱孝清$

叶峰两位同学陆续接任! 各担任

一个学期的班长& 后来不知什么

原因! 全班同学又把班长这一光

荣而艰巨的担子交给了我! 使我

再有机会为
&

班同学服务! 有幸

在每位同学的毕业鉴定表上!郑

重地签上我的名字&

现任江西省高院副院长的方

晓春说过! 总结 +西南
*$

级现

象%!不论是西政学子明星般的列

举!还是对西政人的+博学$善思$

实干%的评价!总觉得有一种西政

的问学秘方!至今被人们所忽略!

那就是讨论课 &

&

班在学校给人

们留下的印象比较内敛! 但就班

上而言!学习讨论风气之盛$双方

唇枪舌剑气氛之浓! 令外班同学

们广为称道&在校学习期间!虽然

国家仅有
*

部法律! 可供研究探

讨的法律图书资料稀少! 但各种

法制影片$+文革% 案例$ 社会现

象!都能成为课堂上的热门话题&

一些同学看了电影)追捕*之后!

第二天教室里就出现了热烈的争

论&有人说!杜丘身为检察官!为

什么遭人诬陷后竟然采取了逃避

司法当局追捕的办法! 而不是理

直气壮地到法庭去据理力争(还

有人说! 被人驱使去诬陷杜丘的

横路夫妇!一个横遭杀害!一个被

药物弄成白痴!难道他们被杀$被

害就石沉大海! 永无真相大白之

日( 班级组织讨论的题目大多围

绕现实中的法治主题! 诸如人治

还是法治$蒋爱珍案件$张志新案

件等!讨论氛围格外热烈!惊动了

学校宣传部领导关注! 专门派人

来我班进行摄影报道&我想!贺卫

方$阮其林$李玫$陆绮$杨忠民等

人之所以能有今天那一副能言善

辩的口才! 或许多少是从当年
&

班的讨论会和寝室的+卧谈会%中

受益的吧&

学校前后为本科学生开设
(!

门必修课!

&

门选修课&在
*$

级法

律专业的
+!'

多名同学中! 唯一

的一位全优生便是出自于我班的

朱孝清!堪称名副其实的+学霸%&

记得入校后期末的第一次考试

前!孝清虚心向我请教!我便拿出

自己的笔记本娓娓道来! 看着他

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的虚荣

心得到极大满足& 但考试成绩下

来后!他的几门功课全优!而我优

良参半!心情极其沮丧&事后!我

请他为全班同学讲授考试秘诀 !

他的经验之谈! 着实让大家醍醐

灌顶&然而!四年之后!尽管全班

同学乃至整个
*$

级同学都在+头

悬梁$锥刺股%般地学习!但除了

朱孝清! 还是无一人能达到门门

功课全优的标准! 当有的同学质

疑他藏匿着考试秘诀时! 他无奈

地摇头!仍然是一副谦恭的表情&

四年下来! 数我班同学在全

国各地和校刊发表文章和论文最

多!高达
-'

多篇&其中李玫$贺卫

方 $李伯侨 $朱孝清 $王凡 $朱晓

武$曹守业$尹向兵等人!都曾经

在 )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

放军报*)重庆日报*)四川青年*

)西南政法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

论文$文章!内容题材各异!通讯

报道$诗歌散文$讽刺小品文$学

术文章等应有尽有& 我至今仍然

保存着尹向兵的 )多么好的集

体*$贺卫方的)镜子篇*$李玫的

)模拟法庭开庭记*$王凡的)也谈

+清官%*$李伯侨的)也谈+猫懒鼠

勤%*等文章!有的幽默诙谐!有的

笔锋犀利!如今时常翻阅!仍有新

的启迪&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法律人的大学
!

%&$(

年
!

月的 &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七八级部队学员毕业留

念')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抢坐“挎子”去办案
董永格

%&$,

年!一个月集训结束!我

如愿被分配到起诉科& 起诉科有

%-

个人! 对于只有四五十人的检

察院!这俨然是超强大的阵容了&

我所在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三

组六张办公桌! 西墙上整整齐齐

挂着一些工作规定! 东墙上有个

门连通科长和内勤的办公室& 没

等坐稳!+师傅% 就对我说' +明

天去外调! 快去办公室要车! 晚

了就没了&% 那时的办公室承担现

在政工$ 调研$ 行政后勤以及法

警的职能&

+师傅%是个女的!个子不高!

一根大辫子很精致地盘在脑后 !

眼睛不大但很明亮! 检察服穿在

身上平平整整!裤线笔直!一派很

精干的样子& 她的肩章和别人的

都不太一样! 一圈黄边是用金色

丝线绣上的& 那时检察院办案就

是+一检一书%的搭配!书记员统

称检察员 *助理检察员+ 为 +师

傅%&

第二天一大早! 一个法警开

着一辆军绿色挎斗摩托车就在楼

下等我们了! 引来科里其他同事

无比羡慕的表情&

后来我才知道!院里一共有
!

辆车!一辆老上海轿车!一辆
(%(

型和一辆
%(%

型吉普! 两辆挎斗

摩托车!还有一辆+三蹦子%&那辆

轿车表面上看着光鲜! 但经常趴

窝&听师傅们说!老检察长经常下

车推车&一次开会回来!老上海半

路又熄火了!大冬天的!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儿! 老检察长穿着棉袄

棉裤冻了个透心凉! 最后搭过路

的马车回来的& 两辆吉普一般也

轮不上我们坐! 只有到上级机关

开会或出县城到更远的地方外调

才会派上用场&那辆+三蹦子%好

像是柴油机! 后边扣了个铁皮篷

子!专门为院里拉些办公用品!有

时也会为有需求的干警家里拉冬

储大白菜和煤球之类的& 当时的

北京区县检察院大都如此&

+挎子%就成了我们经常用的

外调工具!抢+挎子%也成了对书

记员能力的考验& 抢到的欣欣然

一路冒着烟就走了! 抢不到的悻

悻然! 骑上自行车一路摇着铃也

走了&

要车不易! 外调的准备工作

就要格外细心& 黑皮革文件夹是

工作必需品!打开黑皮夹!右边装

笔录纸! 尺子. 左边装红色印油

盒!小刀.中间插两支钢笔 !必要

时还得外带一瓶墨水以备不时之

需&做笔录有讲究!字迹要工整!

纸面要干净!重点要突出&到了现

场!手绘一张现场图!尺子就派上

用场了& 最后核对笔录时发现有

错别字! 用刀尖儿轻轻地刮掉然

后用钢笔尾端蹭平滑! 再把正确

的字填上去! 几乎看不出修改的

痕迹& 这在现今是绝对不可想象

的!一字之改!嫌疑人没有确认摁

手印!或非法证据排除!或涉嫌弄

虚作假!后果严重&

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抢到

+挎子%!开离单位有四五里地!突

然发现没带印油! 师傅惩罚我跑

回去拿&那一次记忆深刻!从此再

也不敢粗心大意! 外调前该带的

东西一件一件核对! 写好的文书

逐字校正外加朗读一遍&

那时候外调是件当然又平常

的事儿! 公安机关移送过来案件

中的证据都要去一一核实! 几乎

没有把被害人$ 证人通知到院里

来询问的& 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

走了十几里路到一个村子去找被

害人!从村东找到村西!最后是老

村长带着我们到自留地里找到

的! 田埂路边的大杨树下就把笔

录做了&

前几天! 一个年轻的承办人

向我汇报一件寻衅滋事案件 !案

情很简单' 一个工程项目要被另

一个开发商接管! 执行经理找到

保安公司队长! 吃饭的过程中交

代尽量用+软方法%&第二天一早

在工地大门口会面时执行经理才

发现来了
!'

多名保安&进入工地

后! 执行经理简单安排几句就到

一间办公室喝茶去了! 结果外边

双方保安发生打斗! 造成原工地

保安两个轻伤几个轻微伤& 混乱

中不知谁拉了闸断了电! 也不知

谁拆了监控&承办人滔滔不绝'此

案经过向公安机关两次退补!无

法认定执行经理构成寻衅滋事

罪!应当存疑不起诉&首先!目前

没有证据证明执行经理有寻衅滋

事的故意! 无法证明之前他们有

过商议使用暴力&第二!在案嫌疑

人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实! 发生

打斗时执行经理确实不在现场 !

对现场发生的状况并不知情//

我打断了承办人的汇报! 问了几

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去过现场吗(

工地是相对开放的还是绝对封闭

的(有现场图吗(执行经理去喝茶

的办公室是楼房还是平房( 距离

现场多远(承办人支吾不清&我要

求他们'现在!亲自去现场,第二

天!承办人拿着现场图来见我!从

图上看工地只有一排平房! 打斗

现场就在平房前空场! 那间办公

室距现场不足十米//

这个案件使我又想起当年的

外调!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校园

寝室等等! 都曾留下过我们的足

迹&现今!一个基层院的刑事案件

比当年多百倍千倍! 人员远不足

当年的占比!案多人少!成了基层

院的常态! 但人员素能比当年高

得多!别说法学学士!就连硕士博

士也比比皆是& 法律经过多次修

订! 执法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但

是!对关键证据的+亲历性%仍当坚

持和强化!在审查关键证据时应认

真听取嫌疑人辩解和律师意见$被

害人和关键证人的证言$破案经过

和鉴定人意见!把死板的书面证据

还原成真实的现场细节&证据本身

是实体公正的重要实现者!同时也

承载着程序公正的重要使命!无论

何时!至关重要&

感谢我第一任 +师傅 %!她教

会我对检察官职业的态度! 她叫

侯月珍&

!

检察卅年
!

!

文
化
时
评
!

用同一种理性读书
汪宇堂

发现自己极不擅长说好话& 别人写书评基本是为推荐好

书!而我的书评老报些不必读书目&虽说在这文字垃圾泛滥的

时代!择书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然也不

能排除卖弄心理作祟!因为批判似乎比表扬更能显示高明&

+同一种天性%的书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镜子!照见

自己.一类为火炬!烛照理想&

镜子类的书是我心照不宣的知己! 也是我重点研究的案

例& 于我而言!卢梭$昆德拉$卡夫卡$鲁迅$林黛玉$张爱玲皆

属此类& 也许你会说这几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思想$性格皆大

异其趣&比如卢俊有些娘!昆德拉却很男人!卡夫卡像个+苦行

僧%!鲁迅像个+斗牛士%!林黛玉伶牙俐齿!张爱玲木讷内敛&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生活的严肃主义! 活得相当的彻

底而激烈!他们的文字即是一部贴上个性标签的心灵成长史!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回避内心的真实!写敷衍面子$自欺欺

人的话& 仿佛文字是把手术刀!他们需时时借用它切开肉体!

清除体内随时长出的狡黠的毒瘤&但常常因用力太过!而将自

己逼入绝境&

火炬类书籍似乎离我很远! 或者说我一直刻意与之保持

着距离& 因为这类书籍象征着巅峰$终结& 我希望心中有座高

耸入云的圣殿! 但并不想早早地步入其间做不食人间烟火的

僧侣& 那是收束我漂泊灵魂的归宿!是我的母亲& 累了$倦了$

痛了的时候!我会像个迷途知返的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捶胸

顿足地痛泣一番!用母亲的乳汁洗却周身的疲惫与伤痛!然后

重又踏上新的征程& 我喜欢母亲的预言在我一次次的莽撞的

冒险中得以证实&好像我只是将自己作为试验品!而游戏的结

局早在意料之中!可我仍试图开创另一种可能&而当此种可能

的幻想破灭时!我亦不会丧魂落魄!宛如脚下的大地被撤空!

如无名的尘埃悬浮半空& 我反而会欣喜地发现母亲的道无所

不在的威力!带给我如卧子宫般的安宁&我至少开掘了一条通

往+道%的新途!尝试并展现人类在背弃+道%的过程中所有可

能闪现的恶念并招致的惩罚&

最近读了一本深受启迪的书---)上学记*! 何兆武口述!

文靖撰写& 我在文靖的后记中得知!她当初接受这项采访任务!

只想找件事将时间填满& 可能她当时正遭遇了什么困境!时时

有种想逃离现实的冲动& 可她万没想到整理何兆武的一生!也

完成了自己人性的涅 & 而我读完这本书后!也如炎炎烈日下

喝了碗冰镇酸梅汤!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和安宁& 我在同一本

书里读到两类+同一种天性%---文靖是镜子!何兆武是火炬&

因为我无法足够深刻地认识足够多的人! 我只想足够深

刻地认识我自己! 摘除戴在我肉眼上的种种天生以及后天形

成的有色眼镜!还原世界本来的样子& 在阅读中!我把自己全

然地交出!并不是为了相信!也不是为了接受或反驳!而是学

会分享用同一种天性读!用同一种天性写&

郭山泽
,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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