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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挺喜欢章宇的，所以，当听
说《风平浪静》是他和宋佳以及王砚辉主
演的以后，就决定一定要去看，尽管网上
和周围朋友的评价并不高，有人甚至说
“故作高深，根本看不懂”，但我还是坚定
地选择了“看”，原因很简单，就是冲着演
员去的呀。
看完才知道，人们的吐槽并非没有
道理。当然我并没觉得这部电影有什么
难懂，其实故事很简单——
高三学生宋浩明明已被确认保送北
大，
却被告知其保送名额给了好朋友也就
是副市子的儿子李唐。
宋父冒雨去找李副
市长理论。哪知宋父前脚出门，宋浩后脚
也跟了出去，只是阴差阳错，他进的不是
李家而是李家对面的万有良家。
万以为宋
浩是小偷，两人厮打起来，情急之下宋浩
一刀捅向了万。宋浩夺路而逃，这一切却
被一直站在窗户后面的李唐尽收眼底，
而
他仓皇逃离的背影也被紧跟而至的父亲
发现。
宋父冲进万家，
为保护儿子，
决定一
不做二不休，将万活活捂死。只是年轻的
宋浩哪知这一切啊，连夜逃走，从此音信
杳无，
直到 15 年后母亲去世才再度回来。
此时，父亲已是手握实权的建委主
任，而李唐也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地皮
倒卖商（李家父子因为捏有宋浩父子的
把柄，宋父基本沦为了李家走狗）。只有
他，一无所有，连身份证都是过期的。所
幸，他开车回来时，在高速路收费站被同
学潘晓霜认了出来，潘继而对他展开了
热烈而单刀直入的追求。当然，最后两人
不仅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他呢，也在高
速收费站上起了班。
一切仿佛都风平浪静了。然而，风哪
那么容易平浪哪那么容易静！
在宋浩仔细地教完潘晓霜怀孕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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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呼吸才能缓解憋气症状时，电话响了
——李唐说他就在宋浩家楼下，让宋浩
下去。于是，好不容易回来的亮光又残酷
地熄灭了。李唐早已设计好一切，用宋浩
的手机约了他拆迁工地上唯一的“钉子
户”，也就是万有良的女儿万小宁，然后
又用宋浩的车，将万小宁撞死。一切障碍
都消失了，李唐亲自驾着铲车，将小姑娘
的家夷为了平地。然后拿着一包钱到收
费站，试图以钱了之。宋浩不堪命运被如
此摆布，更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在收费
站上演了一场车上追杀后，无奈地用刀
结束了自己以及父亲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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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就这么个故事。内容设置很大
胆，很多社会热点一网打尽。但是，看完
之后，我的感觉是为了拍一部有深度的
电影，硬生生编了这么个故事。
为什么说是硬编？因为漏洞太多。
第一个漏洞是得知保送名额被顶替
后宋父的反应。
不是应该去找校长理论吗？
为什么去找副市长？
就算去找副市长，
那请
问，
副市长家所在的小区是那么容易就进
得去的吗？
而且副市长家对门怎么会住一
个身份不明的人？
而且万有良也很可笑，
都
血流成河了，
居然还有精力唠唠叨叨地说
他看到了杀他的人。
这也太能编了，
而且是
比着结局生编。
第二个漏洞是宋浩刺向万有良的
刀。怎么突然就冒出一把刀了呢？
第三个漏洞还是这个情节。我完全
不相信这个命案会破不了，就算李唐守
口如瓶，警察也完全可以从门卫处发现
线索，怎么可能就不了了之了呢。
第四个漏洞是宋浩的母亲去世后，
老家的人是怎么知道宋浩的电话并通知
了他的呢？电影里有个镜头是宋浩曾经
想用公用电话和家里联系，但在最后时

刻他放弃了，表明这十五年来他根本就
与家里断了一切联系，不然也不可能不
知道自己还有了个 6 岁的弟弟。
最开始的故事立不起，后面的情节
也就无从谈起。说白了，就是一群人，演
了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3
只是啊，就算这样，我依然觉得这
部电影还可以。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
群好的演员，凭着自己精湛的演技，生
生将一部 6 分的电影扛成了 8 分。
我一直认为，
《无名之辈》里演得最
好的并不是任素汐，
而是章宇。
这部电影，
我就拣最平常的一个镜头
来说说章宇的演技。
他开车回来在高速路
第一次遇见潘晓霜那个镜头。
因为有案底，
他显然很不愿意被人认出来，
所以一开始
他的表情是拒绝的，
敷衍的；
但眼见着潘晓
霜的热情，
他的表情明显有了松动，
一是不
忍拒绝，
二是颇为感动。
是啊，
15 年的亡命
天涯，
居然还能有人一眼认出他而且一直
记挂着他！
比起很多演员的
“面瘫”
，
章宇用
细微的表情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心路变化。
当然除了章宇，这部电影吸引我的
还有宋佳。自从 N 年前看了她演的《好奇
害死猫》以后，我就是宋佳的颜粉了。我
最喜欢宋佳的，是她身上那股“飒”劲。唇
红齿白，身材高挑，还一股飒劲，谁受得
了。这部电影里，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车里
打伞、送上家门几场戏，我其实并没有那
么惊喜，因为我看了太多宋佳的戏，觉得
这也就是她一贯的水准。
当然王砚辉我也喜欢，
《无名之辈》
里我至今都记得的一句台词就是王砚辉
贡献的：
“ 自从爱上你，老子就没有儿子
了！”中年男人面对爱情时的干柴烈火以
及身为父亲的无比愧疚在这句话里表现
得淋漓尽致。
（夏周）

我的
梦想

长大后我要去保护动物

我的梦想
成都市棕北小学六年级 李维翰羽
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想了又想，我觉得我的梦想是成为
一名著名的小说家，为人们带来无数优
美而有趣的故事。我幻想着我无论走到
教室或大街上，都能看到人们抱着我写
的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

几乎任何新版金庸剧播
出时，都会引发观众对老版
的回忆。张一山版《鹿鼎记》
播出后更不例外——它创下
了豆瓣近 5 万人参评、得分
仅 2.6 的新低，网友们纷纷表
示怀念起了陈小春、张卫健、
周星驰，甚至更久远的梁朝
伟版韦小宝，连当年被批得
最狠的黄晓明也收到了迟来
的道歉，
“ 对不起晓明哥，错
怪你的韦小宝了”
。
《鹿鼎记》不是我喜欢的
金庸作品，要不是这番声势
浩大的全民吐槽，我应该不
会去看。看了几集后不禁感
叹，
哪怕不是金庸粉，
不把这
当成金庸剧……这部戏也是
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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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是张一山，
他 可 能 承 担 了 95% 以 上 的
炮火。
凭借《家有儿女》刘星一
角出道的他虽然没有俊朗的
外形，但从《余罪》里的卧底
警察，到《柒个我》里的七重
人 格 …… 从 童 星 蜕 变 为 演
员，张一山既有 国 民 基 础 ，
又有不赖的演技口碑。可到
了《鹿鼎记》，他给我的第一
印 象 就 是 —— 表 情 和 动 作
都太多了。倒也挺放得开，
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既不
在乎满脸皱纹，也不介意装
疯卖傻，难怪网友说他把韦
小宝演得像泼猴，
“总觉得他
下一秒就要脱口而出：看俺
老孙七十二变！
”
“千万不要把我当特好
的演员，因为我也有演不好

典，这样才能提取药中精华。终于，我考
上了药学专业，翻阅医书，苦心专研，在
2056 年研制出一种可以治疗所有疾病
的药。
它的形状很像豆子，所以被我称为
“仙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豆消笑”，
寓意是吃了仙豆，
病消除了，
人笑了。
仙豆和白开水一起服下，可以治疗
百病，它一上市就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众多病人都慕名而来，在药店外排起了
长队。但我并没有因此骄傲，对贫穷的
人来说，他们吃不起饭，看不起病，更买
不起仙豆。
所以我又发明了一种吃法：把仙豆
和牛奶一起服下，
可以不饿肚子，
而且一
天只需要吃一次。
后来，
我把仙豆的价钱
从 100 元降到了 10 元，
价钱低了，
能购买
的人也多了。
为了加大产量，
我开了数家
制药厂和连锁药店，受益于仙豆的人越
来越多，
我的名气也日益增大，
我被医学
界授予“仙豆之哥”的称号，仙豆也成为
家喻户晓的名药，
被载入史册。

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 高牧云
我从小就很喜欢小动物，可长大后
发现，人类对动物并不是十分友好。
妈妈以前告诉我：熊的胆汁十分有
用，
可以入药，
也十分珍贵。
开始的时候，
为了取得熊胆，人们抓熊、猎熊，然后把
熊杀死，取出它的胆卖给别人。慢慢的，
人们发现，
胆只有一个，
猎熊所获得的熊
胆和胆汁十分有限，但活的熊却有源源
不断的胆汁可以产出。
于是，
那些为了钱
不顾一切的人，发明了“活熊取胆汁”的
方法。
就是在活熊肚皮上插一根管子，
直
接活体取胆汁。
熊被绑在柱子上，
一动也
不能动，
十分痛苦。
每当我看见有人在虐待小动物时，
我的心像刀绞一般，那些小动物向我投
来的求助的目光像火一样灼烧着我。
我想守护这些小动物，但是我年龄
太小，根本没有人会听我的劝阻。
所以，
长大后，
我要加入动物保护协
会，
把动物保护当成自己热爱的职业。

张一山这版《《鹿鼎记》》也不合格
哪怕不是金庸剧

一个很烂的故事
一群很棒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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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都有一本神奇的漫画书
成都市实验小学六年级 霍嘉铭

梦想好像春天 ，孕育着希望
梦想好像春天，
孕育着希望；
；梦想好像一束光
梦想好像一束光，
，照亮着前
行的路。
行的路
。小朋友们心中的小小梦想
小朋友们心中的小小梦想，
，看起来也许有些天马行
空，但也许就是不远的将来……

但有时我又觉得我的梦想是成为一
名魔术师，
在舞台上尽情表演，
让观众的
目光不停地从我的双手间移来移去，却
始终捉摸不透我表演的秘密。他们时而
惊讶，时而喜悦，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我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与激动。
我有时还希望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
家和发明家，
发明《哆啦A梦》里的任意门
和竹蜻蜓；
发明治疗种种绝症的特效药；
发明以99.99%光速行驶的火箭；
我还要发
明能随客流量自动分开、
合并的两座大桥
……
如果能成为警官也不错，拿着一把
枪，与犯罪分子战斗，再亲手给他们戴

责编 李学莉 美编 陈亦乐

上手铐，
那叫一个威风……
不过仔细想想，这些梦想都离我太
遥远啦，
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就做在这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仙豆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四年级 田博滔
指导老师 曹星昱
“姑妈，你一定要好起来啊！”我又
一次从梦中惊醒。可恶的疾病让姑妈陷
入危机，我发誓以后要发明一种什么都
能治的药，
帮助生了病的人。
不 过 在 那 之 前 ，我 要 好 好 学 习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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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我和朋友们去了香港
的漫威博物馆，那里有很多受我们欢迎
的“英雄”。但这些都不足以吸引我的注
意，
当我看到纪念品大型展区时，
让所有
人拥有一个超级漫画的梦想便涌上了心
头……
翻开一册册漫威英雄的故事漫画，
我被那栩栩如生的图画震撼住了。再当
我知道这些漫画已流传数十年时，我又
被这“不朽”的作品震撼住了。我想，假
如未来还有漫画，
那会不会……
我先要成为漫画家。画超级英雄多
单调，动不动就是打打杀杀，没意思！不
如我来画中国的传说、日本的传说、欧
洲的传说……嘿嘿，有什么有趣的传说
我就画什么，这样我们这些小朋友就不
用再去读单调的文字，枯燥的内容了，
把故事转换成漫画，岂不是更受欢迎？
更通俗易懂？
不仅这样，我还梦想着哪一天我的
漫画让小朋友读着读着，就从书里跳出
来个炎黄、忍者、上帝什么的，让那些从
书里蹦出来的人栩栩如生地演一场他
们的故事，
不就再现经典了吗？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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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张一山出面回应了
观众对他在这部剧里演技的
批评，诚恳真挚、态度谦卑。
可他继续解释，
“这版画风已
经往卡通和搞笑上走了，可
能表演方式会有些变化，有
时会写意一点，不会那么落
地，
这都是创作手法，
人和事
肯定是尊重原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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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这一版尊重原著了
吗？
以了解金庸作品著称的
六神磊磊说，这版《鹿鼎记》
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一样东
西，
一样关键的、灵魂的东西
——江湖气。
除此之外，
剧里
也没有人情。也就是说没有
基本的人情世故，角色们说
话做事，
哪哪都不合理。
除此之外，节奏混乱也
是新版《鹿鼎记》的一大硬
伤：开播 5 分钟，韦小宝就已
经 来 到 了 京 城 ；不 到 10 分
钟，他就已经混入了皇宫；20
分钟时，重要人物海公公就
瞎了眼；
半个小时后，
韦小宝
就和康熙成了好哥们儿……
第三集活捉鳌拜，第四集杀
海公公，顺便让鳌拜也领了
盒饭……这剧情，又迅速又
跳跃，
一展开即结束，
一点铺
垫都没有。再搭上随时飘出
的短视频神曲背景乐，表面
上是烘托氛围，实际上更容
易让人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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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编剧、剪辑、配乐
……每个环节都不对劲，几
乎所有演员的表演也都不堪
入目。
田宇在剧中不光眼瞎，
还瞎演！
从妆容到表演，
他都
把海公公演得像僵尸。中毒
后他从硬邦邦的躺椅滑下
去，
身体和腿脚僵硬，
只有双
手不受控制地反复震颤，眼
睛圆瞪，
极尽夸张之能事。
后
来明明看不见了，却屡屡释
放又狠又准的眼神，弄得我
和小桂子、皇太后一样困惑：
不是看不见了吗？
唐艺昕用尽了全身力气
去拼建宁那股刁蛮劲儿，殊
不知也是用力过猛。她被韦
小宝戳中痛处，气得躺在地
打起滚来——居然从屋里这
一头一直滚到了另一头。另
一场偷鸟蛋的戏，她顶着被
打成熊猫眼的妆，和太后的
丫鬟一起跑完了整个后宫。
一位公主没个正形，不讲规
矩，并不会让人觉得可爱。
（Atlas）

嗯……或者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
本神奇的漫画书，想读什么书里就有什
么，有时候他们还能跟着书本穿越到故
事里，亲眼看看宙斯管理天宫，陪着奥
丁勇闯冥界，
见证盘古混沌开天！
诸葛亮有云：
“ 志当存高远。”虽然
我的梦想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这个
梦想不仅会给更多的人带去快乐，也会
让更多的人拾回童年那份稚嫩……

作家梦
天涯石小学四年级 赵正熙
有这样一个作家：她体态优美，一
头秀发乌黑发亮，言谈举止都优雅大
方。
她的左邻右舍都待她不错。
她十八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部
小说《神语》。这本书当年就被 52 个国家
翻印了 50 亿次，地球上几乎人手一本。
在随后的几年里，她连连突破世界纪
录，
出版了 57 本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
她最短的诗只有 20 个字，但最长的
作品必须分成 50 册来印刷，不然那本书
就会比她自己还高。当她灵感迸发的时
候，
不用思考就能挥笔写下几万字。
她最喜欢旅行。人们从她的笔下了
解世界上那些古老的村落、人迹罕至的
大山、神秘的史前文明；认识那些稀有
的动植物、快要失传的古老技艺和令人
垂涎欲滴的美食。她连载的侦探小说每
天都会引起上亿次的剧情讨论，无数人
寝食难安地等待着真相露出水面。
不 仅 如 此 ，她 还 是 一 名 专 业 运 动
员。她是奥运会滑冰比赛的冠军，并打
破了世界纪录。她推广并带动了滑冰这
项体育运动，无数人因为她喜欢上这项
运动。每次她比赛的时候，都是万人空
巷，
人们为她欢呼，
为她庆祝。
上亿家公司高薪聘请她：
米其林餐厅
希望她写写自家的美食；
七星级的大酒店
希望她谈谈入住体验；
玩具厂商希望自己
的新玩具出现在她的儿童读物里；
更不要
提那些杂志社、
影视公司了。
但是，
她都统
统拒绝了，
她说：
“作家是不会放下手中的
笔的，
也不会给笔套上枷锁。
那些被金钱
诱惑的人，
不是真正的作家！
”
我很仰慕她，可惜的是我还从来没
有见过她，她只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希
望她就是未来的我，这就是我的作家
梦。
谁能断言，
没有美梦成真那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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