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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讲的都是有大
善、大美、大智慧的故事，
作用是给孩子打好精神底
子。我以为，绘本阅读对孩
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全
世界范围来看，绘本其实是
童书的主打。中国的绘本阅
读虽然起步晚，但我们有非
常好的绘本故事，有一流的
编辑、印刷团队，出版的优
秀绘本一下子就与国外的绘
本拉近了距离。然而，中国
绘本阅读的情况是“雷声
大，雨点小”。虽然关注绘
本的人很多，但比起文字
书，绘本的阅读量依然是非
常小的。一方面是因为还有
许多人对绘本的认识不够，
另一方面是因为购买绘本的
费用相对高一些。

——作家曹文轩认为。

●随着新媒体的产生，
文化和文学的范围变得不确
定起来，各自的边界正在不
断扩展。网络文学的出现，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有了
多向度的进展，不仅增加了
文学新品种和新样式，而且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动员力量
及发表作品门槛的降低，使
得文学活动成为大众最容易
参与的文化场域。新媒体在
创造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
斥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它有
大包大揽的气概，新媒体所
开拓的空间可以并置、融合
不同时代的文化与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理事蒋原伦指出。

●近年来，在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发展环境日益复
杂，思想文化潮流日益多样
的形势下，国产电影持续保
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但中
国电影要想得到世界承认，
就需要更多青年导演的共同
努力。对于青年导演来说，
想做好的电影导演，就要明
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做一
个好的电影导演，既要热爱
电影还要热爱观众。只有这
样，才能做出好的商业电
影。

——导演非行说。

●电影语言与时俱进，
是与时代俱进，不是与市场
俱进，所以电影语言不是一
个雕虫小技，不是导演一个
小小的伎俩，耍一耍杂技。
导演的风格，应该是一个导
演流淌在血脉中的血液。现
如今，中国电影界确实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
导演，能做的就是挑战自
己，永远用适合的、独特的
电影语言来表达对当下中国
社会的关注。

——导演宁瀛认为。

●文学，一定要反映现
实，但现如今其更重要的责
任是去记录这个时代中各种
各样的人，进入他们的精神
世界，记录这些人对人生意
义的思考过程。

——作家格非指出。

●散文不会火，它的文
体特征决定它一直就这样不
温不火。但比起过去散文受
冷落，现在散文火了很多。
至于新媒体的发展对散文写
作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新媒
体的发展，对散文创作有好
的影响。如今大众都在走向
知识化、专业化，通过微
信，让大众和精英的界限瓦
解了。

——作家李晓虹认为。
（曹馨月辑）

他是目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2006年，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颁

给了他，以表彰他在神经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当年他还不到50岁。这是

中国人文社科最高奖，前三届颁给了王力、季羡林、俞敏等80岁以上的大

师。他就是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杨亦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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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江学
者，杨亦鸣教授
仍然坚持在本科
生的课堂上讲授

《语言学概论》。
在这群大一新生
眼中，他永远穿
着一身熨烫平整
的白衬衫、西装
裤，一丝不苟，
就像他对待学术
的态度。

顶着一头蓬
松白发走在校园里的杨亦鸣
甚是惹眼，除非走近细看，否
则你不能瞧见隐匿其中的几
绺黑发丝。如果你对杨亦鸣
的工作强度稍加了解，恐怕
就不会对他那一头花白头发
感到惊奇了。

据杨亦鸣的徒弟张强回
忆，杨亦鸣为了“熬”一篇论
文，曾经三天三夜在办公室

“闭关”研究。每当需要资料
时，办公室的门缝里就会递
出一张小纸条，心领神会的
徒弟们便将相应的文献送进
这间屋子。当第四天大门敞
开时，桌上只有他啃了几口
的烧饼，而另外准备的盒饭
仍摞在原处，一口未动。

这种“拼命三郎”的精
神，正源于杨亦鸣对学科发
展有着深切的责任感：“我
们会踏踏实实做好学术，目
标肯定是争取做到中国最好
的，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取自
己独有的学术地位。”神经语
言学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存
在太多未开发的领域，没有
可借鉴的经验，需要做大量
探索性的工作。而杨亦鸣自
己就是一个标杆，尽管他总
是说：“我算不上有远见，我
相信青年人会看得更远。”

江苏师范大学的语言学学科
团队是我国神经语言学的开拓
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即将语
言学理论知识与神经科学等相结
合，设立神经语言学研究方向，
招收和培养国内首批神经语言学
博士和硕士人才。目前学科研究涉
及阅读障碍，神经词汇学，神经句
法学，神经语音学，手语、口吃以及
失语症等语言障碍的神经机制等，
取得了高水平研究成果。

2008 年，江苏师范大学在原
语言研究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科力量基础上，成立了我国唯
一独立建制的语言科学学院，教
育部副部长、时任国家语委主任
郝平为学院揭牌，并指出“江苏
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的成立是
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
2010 年 1 月，学院发出一封

寄往荷兰的论文，4个月之后，这
篇 修 改 了 5 年 之 久 的 论 文 ——

《中英人群发展性阅读障碍：从不
同的语言中分离出阅读障碍效
应》 被国际脑科学顶级期刊 Brain
（《脑》） 刊登，Brain编辑部以

“文章写作和构思出众，是本领域
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成果，作者应
该为此成果而感到自豪”来评价
这篇仅被改动两处标点符号的处
女作。这是国内第一篇发表在
Brain 杂志上的语言学研究论文，
论文发表后，2年内就被SCI期刊
引用40多次。

文章的第一作者——该团队
的博士生胡伟，那年才31岁。

在杨亦鸣看来，年轻人“早
日挑大担”比什么都迫切：“青年
人做科研没有劣势，只有优势，
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从年轻时做
起的，青年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只要做就会有优势，不做才是劣
势。”

杨亦鸣教授
的专著《语言的
神经机制与语言
理论研究》获得
了国家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 。“ 十 一 五 ”
之后，神经语言
学研究小组又被
遴选为江苏省第
一批科技创新团
队，“语言认知

科学与文化艺术”学科获批
江苏省优势学科。

神经语言学属于语言
学、认知科学、脑科学、心
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
学等相关前沿交叉科学，科
研时遇到的难题往往无从借
鉴。这非常考验个人及团队
的创新能力。

在学科草创之初，团队
里的年轻人大多是文科背
景，当时经费也十分紧张，
没有做实验需要的磁共振设
备。他们跑遍徐州大小医
院，终于在一家医院找到了
合适的设备。但是他们仍需
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自学
物理知识，动手做反应按键
盒，在线路上包裹防磁材料，
制作可以放入磁体间的反光
镜、毛玻璃镜框，说服被试者
参加实验。他们就是靠这样
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从而
收获了大量宝贵的基础数
据，使后续研究得以前进。

2014 年，神经语言学研
究团队承担了由中国政府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
的，以“语言能力与人类文
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的首
届世界语言大会的主要筹备
和策划工作。同年6月，中
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
以“‘多言多语’促进沟
通”为题报道了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我国合作召开的
世界语言大会。杨亦鸣带领
的科研团队及其研究成果在
大会中展露风采。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
杨亦鸣和他的创新团队以科
研为信仰，以创新为灵魂，
在新的起点上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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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红星，1963 年生
于上海。1985 年起，在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工作，历任编导、副
总编和副厂长。2006 年
12 月起，担任中国电影
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现
调入北京师范大学。

镜头聚焦于邓小平访美

傅红星很健谈，但对电影拍摄过程讲得不多，而
是津津乐道于邓小平访美那9天的每一个细节，所有
的人物、地点、时间、活动、背景，都深深地印刻在
他的脑海中。如果说制作领导人题材电影需要的是艺
术家的投入和政治家的敏锐，那在傅红星这里，还有
一种历史学家的精确和对现实的观照。

拍摄前，傅红星坚信自己能过审。果然，《旋风
九日》2013年9月立项，2014年5月就开机了。傅红
星带着团队，在美国跑得马不停蹄。“我希望这个影
片的视野很开阔，不是狭隘地只有我们中国人自说自
话，而要去事情的发生地，看看美国人怎么说。” 除
了当年陪伴邓小平访美的中方官员、中南海保镖，美
方的相关人物也都倾情出镜，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卡
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等。

对一些没有影像资料的情节，傅红星还别出心裁
地用动画代替。“一开始审查时有点担心，毕竟领导
人嘛，用漫画有点不敬的感觉。但时代毕竟越来越开
放，没有任何问题就通过了。”

《周 恩 来 外 交 风
云》 和 《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光碟封面。

导演傅红星十多年前拍了《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

主席刘少奇》，票房辉煌，甚至超过当年的贺岁片。如今，他

又带来《旋风九日》，把镜头聚焦于邓小平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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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晶

傅红星

解密历史
讲好故事

曾拍过刘少奇、周恩来

拍摄 《旋风九日》 前，傅红星笑称自己的工作是“守了
7 年仓库”。他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双肩挑”，既当馆长，也
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实际上，从 1985 年复旦毕
业，傅红星基本没离开过电影工作。“我在上海长大、读书，
专业是中文，但是想拍电影，就来了北京，到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 （下文简称新影厂） 工作。它当时有在全世界拍
片的条件。”

刚参加工作时，傅红星拍过很多与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
电影，比如西藏。那个年代，去西藏并不容易。因为条件艰
苦，很多人也不愿意去。1988年，厂里要派人去拍藏族同胞
过藏历土龙年，领导最初分派的一位导演不愿意去，因为拍
摄期间也是汉历春节。又找到傅红星，他很开心地说：“求之
不得。”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

33岁时，傅红星决心要拍一部关于周恩来的纪录片。辛
苦制作两年，《周恩来外交风云》于1998年2月登陆院线。仅
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此片的单片票房就突破了 150 万元，创
造了国产影片在一家影院单片放映的最高票房收入纪录。而
此片1998年的全国票房，则超过了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和
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当时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
琛评价它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部教科书”。

观众对 《周恩来外交风云》 的热情还未散去，傅红星又
趁热打铁，于 1998 年 11 月推出了一部 《共和国主席刘少
奇》。片子讲述了刘少奇为探索中国命运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以及他个人命运留给人们的深深反思。制作完这部片子，傅
红星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和以前的照片对比，他觉得自己
成熟了很多。片子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当时的新影厂，“大家突
然发现，历史解密的电影其实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当然，讲
好故事也很重要。”

还想拍关于毛泽东的电影

“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傅红星再
一次执起导筒已是2014年，对10多年没有拍过作
品的他来说，首要的感受是制作方式。“我拍上一
部影片时，还是导演中心制时代，这部影片已经
转变到制片人为中心的时代。大制片厂时代结束
了，以前你在一个大厂子里完成后期的所有制
作，现在不可能了。数字化以后带来的是全球
化，你不需要属于哪里，你属于你自己就行了。
只要你自己够优秀，就会被选入某个好团队。”

傅红星的父亲傅泉是一位老革命，12 岁就加
入陕北公学，当了个“娃娃兵”。“他一辈子把毛
主席当成偶像，信奉革命，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
者。”傅红星也遗传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尤其在导
演之路上。“我不想走老路，想超越自己。”他舍
弃过去驾轻就熟的方法，在新时代里按新方式来
制作《旋风九日》，同时坚持要让这部片子经受市
场的检验。因为他更想让“80后”“90后”了解邓
小平的魅力。“这不是什么老掉牙的历史，历史它
从来不会走远，而是会照亮未来。”傅红星说。

在电影资料馆7年，让傅红星对电影有了更深
的理解。“每个入学的研究生，我都会问他：电影
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会认为电影是艺术，我会告
诉他们，艺术是电影最里面的东西。电影可以是
政治、是外交、是教育、是语言、是经济、是历
史、是档案……它是一切。艺术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把电影做好，才能成为艺术。”

所以，对他来说，拍片子完成自己内心的理
想才是正经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梦想，那就是
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要让观众热血沸腾
的”。为此，傅红星已经做了20多年的功课。

（据《环球人物》报道）

非常非常

杨亦鸣开创的“透视分
离法”被誉为“近代音研究
的一项新方法”。然而，他
的科研道路并未沿着传统语
言学的方向继续发展。上世
纪 90 年代初，杨亦鸣开始
注意到国际语言学研究的转
向。自此，杨亦鸣和他的创
新团队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
趟漫长的科研征程中。

2014年7月拍摄《旋风九日》期间，傅红星 （左） 在美
国与美国前总统卡特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