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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你不可不知的历史和现实
■郑从彦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

史。 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里，

每一个朝代 、每一代君主 、每一

代人民都在面对新的问题，产生

新的疑惑，探究新的答案。 历史

的车轮永不停歇，解读一段国家

历史，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

包括各种新的可能和新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可不知的

西班牙史》可谓是一本非常好的

大众通俗国别史读物，可以帮助

中国读者从各个角度了解西班

牙的辉煌历史。

原始的西班牙人不可不知 ，

他们是颇具天赋的艺术大师，超

凡的创造天赋，令阿尔塔米拉洞

窟笔画举世闻名；西哥特王国不

可不知 ，西哥特人的狂飙 ，狄奥

多里克大帝的辉煌，托莱多王朝

的转折 ，八王更迭的混乱 ，再次

印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

句亘古不变的真理；阿拉伯统治

西班牙不可不知，近 800 年的统

治，让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在碰撞中加速交融，成为欧洲文

明史不能绕过的重要篇章。 基督

教王国收复失地运动不可不知，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

分”， 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成为收

复失地的一面旗帜，伴随着运动

胜利结束，阿拉伯人的统治也宣

告终结； 发现新大陆不可不知，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西班牙

历史的荣耀时刻，而建立一套复

杂严密 、等级森严 、庞大的殖民

统治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

了西班牙的强大；哈布斯堡王朝

不可不知，“日不落帝国”绝非浪

得虚名，可是再鼎盛也躲不过夕

阳西下的历史命运， 政治混乱、

经济崩溃 、民不聊生 ，王朝最终

走向没落和灭亡；伟大的波旁王

朝不可不知， 资产阶级革命、波

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第一共和

国建立、殖民体系瓦解等一系列

重大历史事件，让整个王朝在西

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第二共和国不可不知，西

班牙的 “十月革命 ”虽没有俄国

“十月革命”为世人所熟知，但是

革命者的鲜血没有白流，相信群

众和依靠群众的革命经验已经

深深印在人民的心中；现在的西

班牙不可不知 ，毕加索 、达利等

世界级绘画大师誉满全球 ，斗

牛、地中海美食、葡萄酒、橄榄油

无一不让人神往， 巴塞罗那、皇

家马德里 、马德里竞技 ，这些耳

熟能详的西甲豪门令球迷们心

潮澎湃。

西班牙历史的文化价值与

精神价值，依然具有原始的生命

张力， 闪耀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指引着西班牙未来的前进方向。

而对于读者而言，如何从这部史

书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改变自己

的思考方式、迎接未来的巨大挑

战，都值得深思。

当然，深思是任重而道远的，

可往近处讲，改变个人对历史学

的印象，似乎是当务之急。 在普

罗大众的认知和印象里，历史是

非常枯燥和呆板的。 那么，如何

平衡历史学的专业性和读者阅

读的趣味性，则成为了每一位历

史写作者都必须好好思考的问

题。 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尚德

君也直言道 ：“鉴于中国和西班

牙不同的历史发展，笔者历经苦

思冥想 ，秉持大胆假设 、小心求

证之原则，然后用尽可能简单的

语言，欢乐的方式来讲述复杂的

故事，力求以诙谐幽默的语言风

格将西班牙几千年文明史发展

脉络呈现给大家。”相信读者合上

书的那一刻， 一定会认可这位勤

奋的历史写作者， 因为其确实做

到为读者展现一个 “历史和现实

中栩栩如生的西班牙”。

是枝裕和眼中苍凉世界的温柔
■韵 竹

干净通透的画面，配上三上雅彦的原声

音乐———是枝裕和的电影， 乍一看很小清

新。 无论是《海街日记》里坐在自行车上、沐

浴在樱花雨下的烂漫少女，还是《无人知晓》

里被父母遗弃却能自得其乐的流浪儿童，都

向观众传达出一种生命的律动和质感。他的

作品视野算不上广，题材无外乎描写日常生

活，承袭了自小津安二郎以来的日本家庭片

传统。 作为导演，他擅用镜头捕捉各种细枝

末节，看上去无关紧要，却是在时光流转之

间，一点点构筑了我们波澜不惊、日复一日

的生活。如果你习惯看那些刻意营造戏剧冲

突的影视剧， 是枝裕和显然不会是你的菜，

但你不得不承认这类情节推进缓慢，叙述循

序渐进的电影，却有一种别样韵味，也十分

接近电影的原初定义。

电影的发明， 最早是为了记录生活点

滴。 可以说，电影的纪实功能，贯穿了是枝裕

和的创作生涯。 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这

本自传中，是枝提到了很多早年拍摄纪录片

的经历， 对自己日后投身电影事业的影响。

身为创作者， 无论拍摄纪录片还是电影，都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情节的预设和

客观现实？ 如何协调和平衡 “刻意作假”和

“情感的自然流露”？ 初涉电影工业的是枝裕

和，对此不甚了然，以至于电影处女作《幻之

光》是预先画好分镜图方才开拍。 直至被侯

孝贤导演看出，才意识到自己被分镜图绑住

了手脚。 日后历经多年摸索实践，是枝裕和

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拍摄理念：如若开拍前预

设了拍摄效果，并且困在这种思维中，不论

目标多么高远，都是一种“作假”。 身为导演，

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在现实面前始终保持

“开放的自我”，以一种“发现”态度对未知进

行探索。 倘若将自我封闭起来，让主观感受

凌驾于现实之上，都属于“作假”行为。

也是为了达到心中的真实， 是枝导演会

常用一些“小伎俩”，来捕捉演员在片场的即

时反应，并据此修改剧本，让这些无法取代的

珍贵瞬间构筑起后面的情节走向。 有意思的

是，在拍摄《距离》和《无人知晓》时，导演事先

给演员制造了不对等的信息量， 以观察他们

在镜头面前的反应，效果甚佳，出人意料。 换

言之，拍电影作为一项创意活动，充满了未知

与不确定，创作者原本可以走道路 A，却发现

不知不觉进入了道路 B，纵使到达终点，途中

风景已然大不相同，让人收获另一种美好。

在记录人生真实的过程中，导演眼中的

世界和生死是怎样的存在？相较于有意义的

死，是枝裕和的电影更着眼于“无意义却是

丰富的生”， 用镜头记录那些 “因为亲人离

去，被留下来的人”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位外国记者在某次映后座谈会

上作出的总结。 所谓留下来的人，包括被父

母抛弃的孩子，自杀丈夫的妻子，加害者的

亲属等等。 有关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他

的代表作《无人知晓》。 这部电影展现了被生

父母抛弃的孩子的日常生活。故事取材于上

世纪 90年代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当时新

闻舆论一边倒，谴责作为加害者的母亲不负

责任。 在电影中，是枝裕和并不想进行所谓

的批判和说教，抑或站在公寓之外讲述“地

狱”的残酷，而是去想象无人监管、失去任何

生活来源的孩子们面对断水断电、 没有温

饱、彻底成为无人知晓的“边缘人”时，他们

如何共同分享喜悦和悲伤，如何拥有属于自

己的成长和希望，以及同一屋檐下，兄长带

领弟弟妹妹共度难关的骨肉亲情。尽管故事

以悲剧收场， 对孩童情感的多层次展现，却

映照了生活的丰富，给予观众一种截然不同

的视角来观察日常。它印证了是枝导演的创

作理念：“电影不是审判官，也并非高喊口号

的东西。 设计一个坏蛋，可能会令故事更易

理解，但是不这样做，反而能让观众将电影

中的问题带入日常生活进行思考，以另一种

方式达到重新审视和批判社会的功效。 ”

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一书中，是枝

裕和还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在我

的想象中，如果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置于一

条纵轴， 那么孩子就存在于这条时间轴上，

从离我们较远的水平位置批判我们；而处于

纵轴上的则是死者，他们跨越时间的长河批

判当下的我们。 ”正如《无人知晓》透过孩子

的眼睛，达到批判社会的效果，在是枝导演

作品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的，还有死者。 死

去的人对留下的人的影响，在《海街日记》和

《步履不停》两部作品里有集中体现。 《步履

不停》中，主人公良多为参加已故兄长的祭

拜仪式，不得已重返老家，与隔膜多年的父

母相见。兄长离世已然 15年，母亲仍未走出

死亡阴影，日日沉浸于丧子之痛，可毕竟人

死不能复生，生活仍要继续。 同理，良多虽与

双亲处处不和， 甚至不想和他们多呆一天，

到头来父母离世，仍旧难掩悲伤。 错过归错

过，遗憾归遗憾，人们擦干眼泪，终究还是要

驶往下一个驿站。 在这部作品里，是枝裕和

更多融入个人体验，向观众表达这样一个主

题：“人生，好像总是有点来不及”。

就家庭片而言， 日本电影人或多或少

对“死亡”“无常”等主题有过深刻思考。 在

缓慢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中， 他们作品中呈

现的淡淡哀伤，令人怆然。 借由“家庭”这个

小小切口，观众得以窥见寻常人之悲喜，不

经意间的言谈背后，竟是暗涌浮动；唯美画

面之下，演绎着苍凉的离合悲欢。 然而是枝

导演终究是乐观的， 相较于追问生命的意

义， 过程的丰富和实感， 才是作品的着眼

点。 如同《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一书中导

演那温和平缓的叙述， 里面蕴含了对艺术

的谦卑，对生命的尊重，以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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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点展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讲好中

国革命故事的伟大实践，以权威党史文献资料为本，并

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领袖著作、领袖年谱等历史记录，

通过延安时期革命亲历者的真实回忆， 特别是通过在

延安访问或考察的外国记者、外籍友人、驻延美军观察

组成员等的记述，以“第三只眼睛”的独特视角，分别围

绕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对外“讲好中国革命故事”、如何对外“讲好中国革命故事”

以及显著成效和当下现实启示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