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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最大的难处是我老公当
导演啊，太难啦！最大的乐趣是我老公
当导演，好开心啊！”说到老公王新军
执导并主演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河
山》，秦海璐一脸幸福。

《河山》凝聚了王新军秦海璐夫妻
的心血。秦海璐不仅是主演，也是监
制，其名下的褀美映画也是该剧投资
方之一。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时，秦海璐说，抗战题材的作品
已经很久没人拍了，自己作为行业的
中流砥柱，有责任用一种新的方法把
这个题材捡起来。在她看来，这部作品
播出后，收到的正面评价就是最大的投
资回报，“这可能要比赚多少钱来得更
好，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河山》中，
你演的姜雅真是一名地下党，不久前
的《老酒馆》中，你饰演的谷三妹也是
地下党，两个角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秦海璐：这两部戏是我同时拍的。
《老酒馆》是一个传奇剧，讲的是民间所
谓江湖上的事情，谷三妹身上也有这种
江湖气，她更多的是在民间搜集情报。姜
雅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工作人员，
她身上有非常强的职业特性，她面对的
人也都是经过专业的、高精尖培训过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次“夫妻
档”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秦海璐：最大的难处是我老公当导
演啊，太难啦！最大的乐趣是我老公当
导演啊，好开心啊！难是因为我对他非

常了解，他对专
业 要 求 非 常 严
苛，也非常执着。
但庆幸的是，他
不是一个固执的
人，是非常理性
的、可沟通的导
演。第二，我非常
清楚知道演员做
导演的优势在哪

儿，他会更注重于人物。我们这个戏很
大不同就是我们一直在写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此前有抗
战剧被质疑为雷剧、神剧，《河山》在制
作中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秦海璐：抗战题材是有庞大的观
众基础的，但是这种戏不是很少的投
资就能够做的，也不是花一两个月就
可以拍完。《河山》对细节要求非常高，
整个主创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大电影制
作团队。我们的爆破场面和战争场面
非常专业，从头到尾，从台词到阵地布
置等等都是有军事指导跟在组里面，
也有顾问团把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次邀请
了李雪健、张嘉译、辛柏青、尤勇等资
深的演员配戏，作为监制和这些演员
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秦海璐：跟这些老师合作让我非
常感动，他们为这个戏都很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次你自
己的公司也有投资，担心赔本么？

秦海璐：我在中年这样一个年纪，
在这个行业里算是中流砥柱。这一类
题材，这几年都没有人拍过。我们很希
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把这个题材
捡起来，这个是作为中坚力量应该有
的责任和担当。

现在看到大家的评价说“入眼、入
心”“一集入坑”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
投资回报，这可能比赚多少钱来得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
峰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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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成都迎来一个诗人们
集结的崭新诗歌节——“客家龙王，诗
意乡村”首届西江河乡村诗歌节。在成
都市青白江区龙王镇的一个草坪上，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新泉，以及
哑石、邓翔、刘红立、向以鲜、凸凹、吕
历等7位著名诗人在现场获得成都市
青白江区龙王镇红树村“荣誉村民”称
号。据悉，此次诗歌节吸引了来自成
都、德阳、绵阳、内江、南充、广安、遂
宁、攀枝花等近百位诗人，他们将在此
持续采风，用诗歌的方式为成都正在
蓬勃发展的乡村立传。

7位诗人获得“荣誉村民”称号

“地散千林，天罗万壑。有杞有桑，
既优既渥。享龙庙之雍雍，得西江之濯
濯……”首届西江河乡村诗歌节，以当
地学生朗诵青年作家杜均的《红树村
赋》拉开大幕。随后是邓翔、向以鲜、李
永才、彭毅、王国平、易杉、印子君、李龙
炳、胡仁泽、邓万康、羊依德等诗人献给
成都多个村庄的诗歌，用学生朗诵和诗
人朗诵等多种形式分享给参会嘉宾。

首届西江河乡村诗歌节的亮点，
是主办方向张新泉、哑石、邓翔、刘红
立、向以鲜、凸凹、吕历等7位著名诗
人现场颁发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镇红
树村“荣誉村民”证书。

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张新泉:
对龙王镇非常向往

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原《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张新泉，
满头银发亮相，赢得掌声一片。他说：

“我今年 78 岁了，迄今为止已当过几
个村的村民，除了今天的红树村荣誉
村民，我也是龙泉驿区的桃花村、都江

堰市柳街镇的荣誉村民。我是因为诗
人李龙炳知道了龙王镇和红树村，当
年我在《星星》诗刊编辑他的诗作《一
百吨大米》，就对龙王镇非常向往。这
就是诗歌的魅力和力量。今天来龙王
镇红树村，我会老老实实下村、采风，
给这个地方写些作品。”

对于龙王镇，成都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著名诗人凸凹已是常客，他专
门写了《天平堰演义》，讴歌当地乡村
的变化。

著名诗人、成都市作家协会诗歌
创作委员会主任李永才，代表主承办
方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
他表示，从诗歌的发生学来看，诗歌诞
生于乡野，最初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号
子，人们在艰苦的劳作中，用舒缓的节
奏轻松的号子释放疲劳和压力，成都
市作家协会因此特别重视首届西江河
乡村诗歌节的举办。“举办乡村诗歌节
的要义，就是让我们走进大美的乡村，
体察万物的生存与变化，与这里的山
水、林草进行沟通和对话。用诗人的独
特视野和语言技术，对乡村美学进行
诗意的表达。从诗歌的写作题材来看，
乡村书写一直是许多诗人一生都绕不
开的主题。”

著名诗人、龙王镇红树村村长李
龙炳告诉红星新闻，他发起首届西江
河乡村诗歌节，就是团结诗人用诗的
形式为乡村立传，呈现田园水乡的诗
意栖居，讲述客家人的乡愁故事，也
期待用优美诗句给乡村振兴留下厚
重的一笔。

据了解，陶春、曹东、桑眉、徐甲
子、胡马、张选虹、熊游坤、陈维锦等近
百位诗人参加了此次大型乡村诗歌
节，由著名诗人陈修元主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摄影报道

2012年，冯唐曾提出“金线”一
词：“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
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
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
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
明眼人，一清二楚。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这句话出自他评论关
于韩寒代笔门写的文章《大是》。

冯唐金线论，在网络上被热
议，甚至有网友将其列为网络新成
语，在网络上搜索“冯唐金线”，显
示“网友自造的成语，类似班门弄
斧的意思，主要用以文学领域，表
示一个文学水平差的人，拿着自己
的线到处评论别人的文学水平。”

这一次，他也再一次坚定表明

自己坚定“金线”的文学观：“感受在
边缘，理解在高处，表达在当下。”从
文学到做事、从情感到人生，独特张
扬充满态度，让读者充分领略他眼
中的尘世风景。他认为，自己年轻时
的文字狂傲不羁，充斥着青春的欢
喜之气，年长后的文字淡定无畏，领
悟人生中途有定力地行走。

冯唐到成都聊新书 回应外界质疑：

鸡汤不可怕，但不能是鸡精汤
曾因为一句“春风十

里不如你”走红，因一篇《如
何避免成为一个中年油腻
猥琐男》刷爆朋友圈的作家
冯唐，在今年9月出版新作
《春风十里不如你》。11月
17日，他在成都举办了读
者见面会。现场座无虚席，
可见冯唐人气很高。

1971年生于北京的
冯唐是一名医学博士，曾
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
人。业余写作，著有“北京
三部曲”及《女神一号》《在
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等。

17日下午，冯唐接受
采访时谈到，书名选择这
句话因为这是他最出名的
一句话，用以总结过往的
三十年写作非常合适。

这些年，冯唐一直在商
业工作的过程中，体会人性，
体会世界，然后记录一些细
节，把最想表达的写出来，比
如《北京三部曲》就是这样的
表达。过去二十年，“我经
历、我理解、我表达，构成我
写作的方式。”冯唐说，自己
到了这个岁数，开始写非文
艺的作品，比如最近的一部
作品《成事》，集合了曾国藩、
麦肯锡与冯唐个人二十年的
管理实践，讲的是简单实用
的成事方法论。

谈到成都，冯唐表示内
心很喜欢，“这一直是在我
心目中最有意思的城市之
一，我来过很多次，虽然没
有深度了解过，但它有足够
潜力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
城市。成都为何让我觉得丰
富？我们去看过三星堆、金
沙遗址，金沙有可能是成都
挺有意思历史小缩影，商代
晚期西周城市聚集地，我很
少看博物馆非常震撼，金沙
遗址是其中之一，比如去大
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去的次数多了，现在看金沙
给我震撼，远远大于前两
者，丰富程度、保护程度令
我惊讶。在原址上建立了一
个遗址，玉器、陶器等都非
常丰富。”

冯唐曾经来过成都签
售，作为作家，他没有想过
成都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他
的新书发布会，两次都围
得 水 泄 不 通 ，他 窃 喜 道 ：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严
肃作家，认真写作，也许
还有其他作家受到这样
待遇，可见，成都不仅是
接受演唱会、球赛，还接
受我们这样的作家，很
大程度上显示它的包容
和丰富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陈谋 图据主办方

有人说他的文字“鸡汤”，当被
问及是否介意外界的质疑。冯唐回
答：“我不介意，我养成了习惯，做
我认为对的事，剩下的就是两种，
关我屁事，关你屁事。”他认为，很
多人有误解，不能因为一些常识大
家周知，鸡汤就是错误，比如“平安
是福”，很多人认为是一句废话，但
是如果这句话搁在合适的语境，得
到触动就够了。比如当身边有人发

生了事情，突然深刻体会到平安是
福，如果诚心诚意去告知了，因为
别人有了体会，对自己以及对他人
有用，就不是废话。“我也是尽量说
一些我认为独特的角度，让别人理
解，有些常识是稀缺的，比如如何
避免成为一个中年油腻猥琐男。油
腻不是我创造的，但是我觉得中年
容易出现油腻感，于是这个词语传
开了，很多读者都对我反馈，开始

去油腻了。让这个词语处于新的语
境，有了创新性，我不认为这样的
工作不用功。”

冯唐还提到，自己曾经总结
过一些处世之道，有人也从中提取
到力量，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评
论自己，像他这样的人很害怕别人
的评论，需要这样的鸡汤来鼓励，

“鸡汤不可怕，熬鸡汤的人要给营
养，不能是鸡精汤。”

2018年，冯唐出版了自己的杂
文集《无所畏》，47岁的他在书中坦
露了自己的中年危机。更自嘲为“油
腻老祖”，不止一次感言“活着活着
就老了”。如何克服中年危机，冯唐
说，中年危机主要原因是经历过一
些事情，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五十而
知天命，有些路已经走过，容易抑
郁，怎么破解他没有有效办法，但是
他给了一些建议：体会细小的快乐，
每顿饭吃自己喜欢的食物，认真培养
一个爱好，插花、拓片等。他表示，自
己现在没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对很
多事情感兴趣，包括写作。“源头活
水，不要经过第三个人，从自己的角
度来触摸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冯唐如今同时从事着医疗投
资和文学创作，这两者之间有着密
切的联系，他曾在协和读了8年，他
说，学医的人有烙在心里的责任感。
行有余力，他便想为解决这个问题
多做点事。为病人提供安慰，他就感
到安慰。而他的写作，是为了自己

爽，为了自己开心。可以肆意，可以
任性。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文学有了
新意，有了创造；读者会意、开心，他
就更加开心。

而对于今年推出的这部半生
经典集大成之作，冯唐表示，刚开始
写作的时候年少轻狂，曾立志用文
字打败时间。三十年后，年轻气盛时
候的肿胀似乎消失了，又似乎以另
外一种形式存在着。青春挥霍不尽，
值得反复诉说，于是有了这次的作
品，写给过往青春，写给此时青春。

“这是一个坦诚的作者对过去30年
的回顾作品，如果第一次要了解我，
可以读这本书。”

全书收录了30年来的创作精
华，分为“很多了不起和钱没关系”、

“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文字打
败时间”、“诗歌是世上的盐”等7个
章节，其中包括39篇散文、6部小说
精华、62首诗歌、14幅亲笔书画，33
幅私人摄影作品。《如何成为一个怪
物》《活着活着就老了》《茶与酒》等
知名篇目均收录在册。

冯唐：
成都具有
包容性和丰富性
让人流连忘返

鸡汤不可怕 熬鸡汤的人要给营养回应质疑

回望青春 中年冯唐给建议 如何避免中年油腻

谈文学观 因为一个言论 被造出一个词语“冯唐金线”

首届西江河乡村诗歌节
鲁奖诗人张新泉等7人获“荣誉村民”称号

《河山》被评“入眼入心”
秦海璐：好口碑比赚钱更有意义

读者见面会现场

冯唐聊新书

剧照

7位诗人获得“荣誉村民”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