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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电影《芳华》中，
谁的表演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歌苓：看过电影后，这些
年轻演员的表演我都很喜欢。
在这些年轻演员里，我认为最
突出的是黄轩和苗苗。苗苗演
戏的爆发力很强。我看过黄轩
的《推拿》，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好的演员。片中的这些年轻演
员确实演绎出了我们那个时代
的风貌。

成都商报：剧里的刘峰这
个男主人公有原型吗？其他角
色呢？

严歌苓：其实都是有原型
的，但是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在
那个时代，我们认为他就是活
雷锋，做尽了好事。有一次他去
跟独唱女演员（算是明星了）说
他爱她，要她和他一块回北京。
把这个女演员吓得大哭，她觉
得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
的话！她在我们面前猛哭，就像
受了惊吓和屈辱。还有一种就
是幻灭，你这么一个人，已经像
石膏像上走下来的人忽然对你
说爱你，这是特别大的荒诞、特
别大的惊吓，所以这个女孩被
吓哭了，就是这么一个很荒唐
的事。很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这
件事他是不是特别丑、瘸、瞎？
没有，他就是稍微矮一点，人也
长得蛮端正。大家在这个事情
上，我分析了很多为什么，他要
去爱一个女人，或者摸了一下
她的手，就造成对他那么大的
颠覆性认识。

成都商报：你在自己的青
春里面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
情？或者是错过什么？

严歌苓：遗憾就是爱上一
个很不值得爱的人，因为年纪

小，现在想想这样的人跟我太
两极的，我怎么可能喜欢这样
一个人。但是在年轻的时候这
种代价、这种学费你必须要付
的，青春就是充满错误的一段
生命，每个错误都将塑造你未
来的人生。

成都商报：书中的萧穗子
这个人物，给比她年长的男性，
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书，这
是不是你的一段真实的往事？

严歌苓：勇敢地回答你，是
的，是我干过的傻事。她叫萧穗子。

成都商报：如何看待你笔
下的这些青春回忆？

严歌苓：青春当然是会有
很多的恋爱、莫名其妙的情愫，
甚至有很多的错误产生的时
期，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的，
因为那个时候人把自己的感情
最当真。我青春的时候也做过
荒唐事、也做过傻事，现在再给
我一次，我想一定会做更多不
同的傻事，青春做傻事是做得
起的，爱错也爱得起的，犯错误
也犯得起，这就是最有意思的
一段时间。

成都商报：你对那个时代
的爱情和对现在爱情的看法是
什么？

严歌苓：现在我不知道怎
么谈恋爱的。我觉得最理想的，
你会写情书，两个人要用心去
表达，情书都不会写、也没有这
种交往，这是不是很大的遗憾？
爱情的各种段落，你缺了很诗
意的部分，那不很惨吗？现代人
情书都不写了，到老了拿出来
看看一张张的纸，每张纸都是
实实在在的，都是白纸黑字的
一种结盟，这种结盟本身就是
有意义的，在你的潜意识里就

给你一次一次确认这个爱情。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理上
的享受或者折磨没有经历的
话，我不知道这个爱情怎么谈。
我跟我的先生在1992年结婚之
前，我们还经常写情书的，拿英
文写情书。所以在这个没有情
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
非常苍白。

成都商报：看过电影后是
否留有遗憾？

严歌苓：从某种程度上说，
小说家都是自恋的，电影不可
能完全诠释小说的东西。所以，
你说的“遗憾”是必然的。不过，
过去当自己的小说作品被改编
成影视作品后，会怀着一种全
新的眼光去看它，好奇和天真
的眼光。而这次我是做编剧，当
时写完《芳华》以后，我跟小刚
导演说：我把小说发给你，但可
能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文工团
的小说，虽然故事是发生在文
工团里，但它也写到了人性的
弱点。小刚看完后，非常喜欢，
于是我帮他做了电影的编剧。
在此之前，我已经很多年不给
自己的小说当编剧了。《芳华》
是我听到的导演异议最少的一
个剧本，他大部分都是肯定的，
创作过程非常顺利。

《芳华》电影拍得非常美，我
看了电影后也非常喜欢，特别有
我们那个时代的那种氛围。我觉
得现在看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
看后会觉得满足。我们那个时候
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
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
生的这种美真的非常动人，会让
人感觉，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
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近日，最火的电影应该就是《芳华》了。《芳华》
根据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隐藏在成都的一
座旧红楼里、某部队文工团的内景中发生的军版

“才子佳人”的故事。《芳华》这本书的封面，用的是
严歌苓跳舞的剪影，当时的严歌苓二八年华，脸上
还带着婴儿肥。她从12岁到25岁都在军队里度过，
从小跳舞，后来成了部队的创作员。可以说，《芳华》
是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

“写出《芳华》，太自然了。”日前，严歌苓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大概在四年前，冯小刚导
演找到严歌苓说：“我们俩拍一个文工团的电影吧，
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严
歌苓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啊！”

文工团的经历 给了她源源不断的素材

在成都待过8年，让严歌苓听到成都二字，便格
外关注。9月为宣传电影她和冯小刚来到了成都，故
地重游，流露怀念之情。因为《芳华》小说和电影正
是根据她在成都8年的舞蹈演员生活经历创作。

严歌苓在军队待了13年，她12岁时来到成都的
部队文工团，整整跳了8年舞，演过《白毛女》《红色
娘子军……然后做了两年编舞，再成为创作员，与
笔墨打起了交道。严歌苓说，《芳华》是她最诚实的
一本书。她一直没有停过写部队文工团、写那段军
旅生涯。这段生活对她来说：“最最重要。”一个人的
世界观的形成，一个人心理的构造就是少年时期到
青年时期。这段人生左右着她一生的走向。严歌苓
说：“我亲眼看见了战争的残酷，青春生命瞬间的凋
零，这也成为我此后写作生涯里一种特殊的营养。
小刚来找我，我觉得是自己逃脱不了的经历，必须
写出这段青春芳华的交响曲。”

严歌苓看了两遍电影，在她心中，这部电影融
入了她很多感情。每次都看得泪流满面。电影中的
许多情节也是严歌苓本人的经历。

早年的感情不顺利 成为写作的营养

作为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有外人口中的“传
奇”式经历：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小说家、剧作家萧马，母亲则是一名话剧演
员。从小受到表演和文学双重熏陶的她既渴望登上
舞台表演，又很善于观察生活。

15岁那年，严歌苓迎来了人生最惨烈的一次爱
情。当时，她爱上了一位大自己7岁的排长。短短6个
月，就写出了160封情书。在部队里，谈恋爱是明令
禁止的，两人只能眉目传情，有时男兵和女兵碰头，
严歌苓就摸一摸第二颗纽扣，发暗号让对方去看
信。没想到的是，恋爱一事被上级捕捉到一些蛛丝
马迹后，对方居然主动拿出情书，检举揭发了严歌
苓。很快，严歌苓就被叫去，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
没想到，这段感情成为了严歌苓写《芳华》的素材。

谈到初恋，严歌苓不回避，甚至很超脱。“只能
说很早地就让我认清看穿了一些事情。这些经历都
会变成我写作的一种营养，包括对于人性的复杂和
丰富性的理解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如果说人的
一生注定要吃苦头的话，我是会选择早点吃苦的。
它会让你早对人生做一些准备。我成为一个作家应
该和早年的不顺利有很大的关系。”

《芳华》编剧严歌苓接受成都商报专访——

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
我对爱情的想象力
非常苍白

12月27日，2017“感动武侯”十大人物
暨“规划大会战”金点子颁奖典礼在蓉举
行。通过在19个片区征集的1516名感动人
物中层层选拔，最终，10位获奖者（团队）带
着他们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感动走上台
前，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也感动了在场
的市民们。

“武侯有深厚的人文和历史积淀，我
一直希望能够拍摄武侯三国文化方面的
电影，让成都通过电影再‘火’一把。”华
谊兄弟最年轻的签约导演田羽生在颁奖
典礼上说道。作为当选的十大感动人物之
一，田羽生是土生土长的武侯人，因致力
于推广武侯文创产业而当选。当天，他执
导的电影《前任》系列的主演郑恺亲临现场
为其颁奖。

今年3月以来，武侯区在全区干部群众

中发起了“与真情同行”——2017“感动武
侯”十大人物暨“规划大会战”金点子征集
评选活动，在19个片区征集1516名感动人
物，通过武侯发布微信公众号投票获得了
2670万张选票。经过群众投票、专家评审等
环节，最终于昨日公布评选结果。据了解，
十大人物（团队）中有7名个人、3个团队，其
中既有真情关怀他人的普通居民，也有真情
参与武侯发展建设的行业精英。获奖人物中
有扎根大数据研究，将产、学、研融为一体，
在大数据创新实践上卓有成效的中国最年
轻的大数据专家周涛；有在危急之时挺身而
出勇斗歹徒，为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身中
数刀的见义勇为市民周聘德；也有主导武侯
区水韵天府休闲旅游街区打造，树立了城中
村改造全国样本的代旭等，涵盖面广泛。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实习记者 龚靖杰

闯红灯、逆行、无牌无证……不少超标
电动自行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存在各种
交通违法行为，给交通安全带来了很大的
隐患。12月27日，成都市交管局向社会公布
了2015~2017年来，超标电动自行车典型事
故案例以及造成事故的主要违法原因。

“侵走机动车道、逆行、闯红灯、不按规
定让行，成为超标电动自行车造成交通事
故的主要违法原因。”据成都市交管局事故
预防处理处民警周康华介绍，其中，侵走机
动车道的占总数的25.6%；逆行占总数的
20.6%；闯红灯占总数的18.3%；不按规定让
行占总数的13.5%，上述四种违法行为占总
数的78%。

2017年6月18日凌晨，吴某利驾驶川
AP3N××号中华牌小型轿车，沿二环路由

战旗东路方向往青华路方向行驶。5时47分
许，吴某利驾车行驶至成都市青羊区清江
中路与二环路西二段交叉口处，在路口交
通信号灯为绿灯时进入路口直行，遇龚某
英驾驶川A2186××号电动自行车在路口
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由清江中路方向往
清江东路方向行驶驶入路口，二车发生碰
撞，事故造成车辆受损，龚某英受伤。龚某
英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7年6月20日死亡。
经调查，龚某英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2017年10月26日早上，黄某东驾驶川
ABC7××号丰田牌小型轿车沿光华大道
由绕城高速路方向往三环路方向行驶。7
时52分许，黄某东驾车行驶至青羊区光华
大道蔡桥村路口，行进方向信号灯绿灯，
沿公交专用道驶入路口直行，遇相对方向
何某全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登记，悬挂号牌为川A8337××号的电动
二轮车，搭乘李某某在行进方向信号灯红
灯信号驶入路口左转，川ABC7××小型轿
车与悬挂号牌为川A8337××号电动二轮
车相撞，此事故造成何某全、李某某受伤，
车辆受损。何某全经医院抢救后于2017年
10月28日家属要求自动办理出院，回家后
当天死亡。经调查，黄某东、何某全各承担
事故的同等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交警提供

不报警
他直接走了 对方被碾身亡

10月24日19时左右，绵竹市
区天空还下着雨，路面湿滑、视野
受阻，成青路上的车流比平时少
一些。申强正驾驶着自己的无号
牌摩托车从市区出发，快速行驶
在成青路上，此时，赵成正踩着人
力客运三轮车在前面行驶，申强
驾驶的摩托车与人力客运三轮发
生了追尾事故。

碰撞发生后，两人均连人带
车侧翻倒地，赵成伤势较轻，稍微
缓一缓后，他便起身扶自己的人
力三轮车。“可能是三轮车的驱动
轮被撞坏了，他扶了很久，还一直
骂骂咧咧的。”据同一时段途经此
地的目击者回忆，当时事故的另
一当事人申强就躺在机动车道
上，由于下雨视线受阻，该目击者
并不能看清伤者当时的情况。

扶三轮车用了较长时间，觉
得自己是被追尾方，赵成并未对
申强采取保护措施，也没报警求
助，淋着雨，推着三轮车就离开了
事故现场。

担心雨夜过往车辆会对躺在
地上的申强造成二次伤害，目击者
立即报警求助。“雨大，很多车车速
也快，在等待交警的时候，我试图
横穿马路去设置警示标志，几次都
没有成功，自己还差点被撞。”目击
者回忆，此后，他看到先后有两辆
轿车从申强身上碾压而过。随后，
120医务人员和交警赶到，医护人
员当场确认，申强已经死亡。

经对死者申强进行血检后，
警方鉴定申强血样中的乙醇浓
度为72.9mg/100ml，属酒后驾车
行为。

赵成这一走，让整个事件的
性质发生了变化。

这一走
本来无责任成了肇事逃逸

因摩托车系无号牌摩托车，
调查过程困难重重。

绵竹市公安局交警事故大队
办案民警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经
过大量的走访、细致摸排以及调
取监控与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进行
对比，展开调查。最终锁定赵成为
肇事逃逸嫌疑人，并同时锁定了
后来碾压申某的两辆小轿车的车

主信息。
民警柏勇分析事故原因表

示，一是申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资格证，酒后驾驶未经登记注册
的摩托车上路，在行驶过程中也
未因雨夜视线受阻而降低车速、
保持安全车速，导致发生追尾。
二是事故发生后，赵成未对躺在
机动车道内的申某采取保护措
施，匆匆离开现场，存在过错。三
是之后的两辆轿车均未在具有
影响驾驶视线的气象条件下降低
行驶速度。

明明是自己被追尾，而且对
方也是酒驾，自己却成了肇事逃
逸者，赵成心中感觉委屈。民警却
告诉他“只要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双方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及时报
警，保护现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调查处理”。柏勇称，赵成当时应
该做的是停车、救人、报警、保护
现场，等待警方去处理，但赵成没
有救人也没有报警，这一走，也就
成了交通肇事逃逸。

该案中，警方认定、申强、赵
成以及两辆汽车的驾驶员4人分
别承担同等责任。

民 / 警 / 提 / 醒
造成人身伤亡
应当立即抢救

“除非是轻微事故的互碰自
赔，否则事故中的任何一方，都要
等待警方前来处理，不能擅自离
开。”民警柏勇介绍，《道法》第七
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
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
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
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
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
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
应当标明位置。“发生事故时及时
报警，积极配合抢救伤者，也许能
为伤者赢得抢救的黄金时间，挽
回伤者的生命。”

此外，伤者如果有被二次碾
压的危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车主有义务设置警示标记或将
伤者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发生
轻微追尾，事故双方通过协商达
成一致，“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私了’，车主还是要留证据、可
以是录音、视频或者文字，以免其
他纠纷。”

刘菲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被追尾以为自己无责 撇下受伤者一走了之

这一走 走成了肇事逃逸
民警提醒：有无责任必须等警方处理，停车、救人、报警不能少

超标电马儿造成交通事故
侵走机动车道的占比最多

市交管局公布三年来超标电动自行车典型事故案例

2017“感动武侯”十大人物正式揭晓

作为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有人员受伤
应该怎么做？10月24日，绵竹市民赵成（化名）
便遭遇了一次追尾，另一当事人申强（化名）发
生事故后，因伤躺在机动车道内，而赵成认为自
己是被追尾的那一方，没责任，扶起自己所骑的
人力客运三轮车匆匆离去。此后，申强先后遭遇
两辆汽车碾压，后经医生确认死亡，赵成未救人
报警，警方找到了赵成，他也从“基本不用承担
责任的一方”，变成了交通肇事逃逸者。

严歌苓：
每次都看得泪流满面

事发后，绵竹交警在勘查现场

男子骑超标电动车闯红灯时与轿车相撞

严歌苓

严歌苓与《芳华》演职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