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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小说家》：
文学与影视可以兼得
占思柳

, 2013年3月15日，傅莹进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主持总理记者会。

《刺杀小说家》看完手心冒汗，淋着小雨走回家，心中兴奋。
回家又翻了一遍小说，依然想多说几句，和诸位分享。

电影改编于同名小说《刺杀小说家》，是收录在双雪涛小说
集《飞行家》中的一个短篇，不长，只有几万字。作者在扉页里写
道：这九篇小说，是我寄出的几封书信，我已经三十几岁，没能学
会几件事情，这可能是一件，就是在写信的时候小心翼翼一点。
双雪涛写得孤独而诚恳，他写下艳粉街爱跳舞的姑姑、东北国营
厂的变迁、异想天开的和不得志的叔伯，他写的是东北，是童年，
是小人物，再往内探索，他写的都是自己。这也是电影里的一个
精神内核——它关乎我们人生的意义悬于何处。

有人说，双雪涛小说固然生猛，但电影能够交割到这种水
平，作者应该给导演磕个头递个烟。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双雪涛
说看电影过程中，几次想拿掉3D眼镜拥抱导演。

电影的好首先在于成熟：叙事完整，剧情紧凑，演员表现扎
实，基本无漏洞——讲好一个故事，尤其是玄幻与现实交叉的这
么一个极容易令观众分神的故事，仅做到这一点就十分难得。

其次是诚恳，电影特效制作了 3 年：魏晋南北朝时的密檐
砖石残塔、佛龛石窟造像、龙骨水车、埔寨火龙、祥云孔雀花
车，东方古韵被细致地用于布景；而在打斗时，赤发鬼的数万
根毛发伴随着呼吸舞动；祭拜时的大仰拍、诡谲的暗色调和阵
阵击鼓，你能感到光的层次和画面的质感，能感到令人呼吸紧
张的美学。

但这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特效和美学的确使电影增色
不少，但视听仅是电影艺术的一种表达，和近几年几部特效惊艳
但叙事和精神内核一塌糊涂的电影不同，《刺杀小说家》做到了
特效是为了剧情和小说的想象力服务。

小说里，主角接下任务的目的是获得去北极看熊的酬
金。文章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其与一位啰里啰嗦老先生的交
流，提到了塞林格和他的小说《心脏》，这是小说的语言艺术，
那些晦涩和表达作者个人喜恶的东西，被改成了更易理解的

“寻子”动机，电影中的“老伯”也被改成了科技公司 CEO，加入
了对科技社会和个人隐私的思考与隐喻。但导演真正厉害的
地方在于，影片在努力通俗化、拉近与观众之间距离的同时，
没有放弃“文学性”，比如关于人生意义的表达，关于小说家内
心的思索，导演聪明地用一句四川方言“只要写小说，就觉得
还活得起”来表达了。

“活得起”，多么简单而又直击人心，这和玄幻世界里的少年
“去找赤发鬼，成为他活着唯一的意义”如出一辙。雷佳音被赋
予了“击石”的超能力和搞笑又强大的“铠甲伙伴”，这也为弑神
成功增加了信服力。这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基于尊重小说、尊重
观众基础上的苦心。

“一介凡人，竟敢弑神”，这种热血和单纯既是电影里清晰的
的主题，也是《飞行家》的副标题：大雪覆盖不了凡人的热血。

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这都是一个关于热爱和执着的故事，
是一股少年意气的相逢。

黄岩岛上风波起
在这本《看世界 2》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篇章，名叫

《中国的黄岩岛与 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其他篇章下
大多有脚注，何时在何处发表过，或者系傅莹在何时接
受某媒体采访。唯独这一篇没有任何脚注，说明这个故
事是首次公开发表。

傅莹在故事末尾交代了写作缘由：2016年，她应邀
与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在香港以“私人身份”会面，寻找
缓解中菲紧张关系的途径。在交谈中她发现，“拉莫斯
和他的团队对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黄岩岛事件
的了解，与我掌握的情况差别比较大”。

在香港的“私人会面”非常成功，傅莹和拉莫斯达成
了 7 点共识，在拉莫斯的提议下，双方向外公布了共识
的内容，在两国都受到了欢迎。拉莫斯特别建议傅莹，
写下“黄岩岛事件”的经过，让更多人了解。

于是，就有了这篇1万多字的长文章。
傅莹在文中首先讲清楚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主

权。1279年，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
测验”，南海的测量点就在黄岩岛。无论是民国时期还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始终对黄岩岛行使管辖权，中
国渔民经常在此作业。1997年以前，菲律宾从未对黄岩
岛提出过领土要求。

1997年以后，菲律宾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占据黄
岩岛。中国方面针锋相对，双方多次对峙。

傅莹在这里讲了一个细节：“1999 年 5 月 23 日，我
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期间，有中国渔船在黄岩岛附
近作业时遭遇菲方舰只的骚扰。渔船被迫向北返回
时，菲律宾军舰紧追不放，直接撞沉了这艘排水量只有
60吨的小渔船，导致 11名渔民落水，有 3位渔民被菲海
军扣留，带回马尼拉。中国外交部就此向菲律宾提出

严正抗议，大使馆则连夜交涉，渔民得以在第二天乘民
航飞机回国。之后，我应邀去马尼拉新闻俱乐部接受
记者采访，途中停下来，从街头报摊上买了一张由菲律
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出版的菲律宾地图。我在记
者俱乐部的答记者会上，将那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在场
的菲律宾记者和外国记者都看得很清楚，根据地图上
的标示，黄岩岛不在菲律宾的疆域之内。1999 年 6 月，
菲律宾教育部在新版地图中将黄岩岛，连同整个南沙
群岛列入版图。”

争端没有平息。2012年，一艘菲律宾军舰在南海中
沙群岛黄岩岛试图抓捕中国渔民时，被两艘中国海监船
阻止。5月，中国渔船重返黄岩岛潟湖作业，菲方竟然派
出小型公务船只进入潟湖内，人员配备有枪支，轮班驻
守，不肯离去。此时中方大型公务船已经实现对黄岩岛
外围海域的控制，但是，潟湖内的渔船没有任何保护，中
方决定也派出执法小艇进入潟湖。

这期间傅莹在许多国际场合都感觉到，外界对黄
岩岛事态严重关切，但是普遍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
么，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国际媒体充斥着菲律宾
的一家之言，中国被描绘成一个欺负小国的霸道邻
居。

此时美国试图插手，斗争形势更加复杂。2012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傅莹在美国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
基辛格主动向她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傅莹还为他
画了黄岩岛和潟湖的地图来作详细说明。

2012年 6月 1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专程
过来约见傅莹，情绪有点激动，表示不要低估美国对此
事的敏感，以为其会置身事外。

傅莹耐心听他讲完，在回应之前，提出一个一直萦

绕心头的问题：“美方在黄岩岛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当然，若你不便回答，我也理解，若能回答，希望讲
真话。”

傅莹这样描述：“我与坎贝尔也算是相熟了，而且我
们都性情率直，是可以对话的，所以我这样直截了当地
问他并不显得冒犯。他也很坦率地回应说：‘我可以很
负责地说，美国没有任何参与。’他的这个回答很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中方对黄岩岛事件的判断。”

傅莹向坎贝尔等人仔细介绍了整个事件过程，在事
实面前，坎贝尔也承认中方是在作出反应，但是希望中
国作为大国，不宜反应过度。

几天后，2012年6月8日，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将
要到访华盛顿，让中菲冲突成为访问焦点不符合美方的
接待意图。于是，坎贝尔接受了傅莹的观点，很快说服
了菲方撤出潟湖内的船只。

傅莹回国去机场的路上接到坎贝尔的电话，恳切要
求中方也尽快撤出。中国相关部门在确认菲律宾武装
船只已经撤出潟湖之后，开始调度中方公务小船也离开
潟湖。不过，傅莹与坎贝尔讨论的是潟湖内的问题，“而
没有涉及潟湖外的事情”。

事后，菲律宾政府的声音并不一致，外长罗萨里奥
渲染中方要求美方对菲律宾施加压力撤离船只，而自
己伺机占据了黄岩岛。美方则同情和接受这一说法。
坎贝尔曾经当面对傅莹说：“是你成功地操纵了我们。”
在这样的认识的影响之下，中方被描绘成缺乏诚信的
一方。

这种认知不符合事实，如果依据这样的认知进行决
策更是危险。傅莹对此深感忧虑，她希望有更多的人了
解“黄岩岛故事”。

慕安会上与佩洛西交锋
2020年2月13日，傅莹应邀出席第五十六届慕尼黑

安全会议。在 14日的论坛上，她与美国代表团牵头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了一场“遭遇战”。

佩洛西侃侃而谈，反复要求欧洲国家不要靠近华
为，将“是否选择华为 5G”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允许
5G就是选择专制而非民主。”

傅莹决定反击，举手表示希望提问。
“我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外

事委员会。然后提到佩洛西几年前对中国的访问很有
成效，接着转向我的问题：‘技术是一种工具。中国自
从 40 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引进各种各样西
方的技术——微软、IBM、亚马逊在中国都很活跃。我
们使用的 1G、2G、3G 到 4G 技术都来自西方国家，来自

发达世界，而中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政治体制。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很成功，没有被这些技术威胁
到。为什么如果西方国家引进华为的 5G 技术，就会被
威胁到其政治制度？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已经如此之
脆弱，可以被华为这样一个高科技公司威胁到吗？’我
讲话语气柔和，甚至可以说态度是友好的，话音一落，
会场响起相当热烈的掌声，可见我的提问引发了一定
的共鸣。这个提问点到了她的长篇讲话中逻辑难以自
洽的关键漏洞，佩洛西一时找不到回应的焦点，回答颇
为闪烁其词。”

傅莹接下来的评点颇为精彩：“虽然言不对题，她也
不忘说些好话，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由此可以看出
她在公众场合老练的自律习惯。她说：‘我访问中国时

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在解决气候问题上走在世
界的前列，有很多很好的办法，我可以都列举出来。在
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合作’。”

但是佩洛西并不想以此作为讲话的最终调门，于
是把话题又转回到华为身上。论坛主席和主持人并没
有迎合她，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说法。傅莹认为：“从现
场回应来看，欧洲人对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存在犹豫和
怀疑的。”

这个实战案例告诉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仅仅
“怼回去”远远不够，矛盾双方都会坚守自己的立场，真
正需要争取的是“第三方”；而要争取第三方的支持、同
情、中立乃至不表态，就需要智慧技巧和风度礼仪，谁要
是气急败坏、脸红脖子粗，谁就失分。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努力
在书中，傅莹也谈到了一些不足。
她认为，在增进了解和减少误解方面，中方应更加

主动地与国际社会沟通。考虑到今日之中国在很大程
度上处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当我们发布一些重要文
件时，其贴切的译文的发布同等重要，对误解的及时澄
清也是必要的。

例如，2017 年 7 月在北京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
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

中国想要实现的是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之一，而不是
唯一和排他性的“中心”。但是，有的英文译文在翻译这
个中心的名称时，用了定冠词“the”而不是不定冠词“a”，
这样就被理解成“唯一的中心”，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傅莹回忆自己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有一次遇到涉
及中国的舆论高潮，她应约接受电视台的记者连线采
访，只有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她和助手商量了答问的

“口径”，打印出来差不多有 3000字。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提问角度刁钻，节奏快，准备的口径基本用不上；结

果是记者问到哪儿、自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由
于记者的态度批判性强，问题尖锐，刺激得傅莹也针锋
相对，态度强硬，立场明确，自认为应对得还不错。

可是后来新加坡大使也遇到一次舆论高峰，接受了
同样的节目采访，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指责性提问，他
没有发生情绪起伏，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平和说理的态
度，把重点放到了传播知识和信息上，用很快的语速大
讲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和做法。傅莹反思：“相比而言，我
太注重与记者争对错和赢高下了。”

后来傅莹就不再准备大量的答问口径去“押题”，而
是根据自己的传播内容和当时媒体乃至社会公众关注
的热点，结合起来设计三四个问题，考虑好简洁清晰的
回应口径，然后顺着记者的提问，引出自己的观点，把对
话拉入自己预设的轨道上来。

在2017年3月的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意大
利女记者问她：“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公民？”这
位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什么
叫“世界公民”？这个概念背后隐含了西方人的价值判
断。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傅莹

不能去跟她辩论和探讨世界公民的定义，也不能回避。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我理解，你

是想问，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她看着我
点点头，我继续说：‘那么让我给你讲讲，中国想在世界
上发挥什么作用……’”

就这样，傅莹让问答转换了轨道。
在书中，傅莹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传播

的思考，她希望当事方能够更加主动积极地发布信息、
改变“少说多做”“不愿炒作”的传统观念。“如果你的形
象是一座美丽的雕塑，别人在它的背上抹了西红柿酱，
你不去擦掉，以为别人没看见，但是它会真实地一直存
在。下次又出现，你仍然怕‘炒作’，不去处理，久而久
之，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你的固定形象。”

她语重心长地写道：“我希望能在年青一代中培养
起提升传播意识、提高传播能力的风气，希望将来世界
上出现的跟中国有关系的话题、跟中国有关系的事件，
都是中国人第一时间出来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如此，大
家都为国家形象的构建和维护贡献力量。”

现在，谈国际关系、天下大势似乎不需要门槛了，各

种自媒体、各路专家都有了“讲坛”和受众，各种观点都

不难找到拥趸和粉丝。在这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当

口，关于外交的“真知识”与“干货”反而显得格外稀缺。

傅莹，曾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菲律宾、澳大

利亚、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至五

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 年获聘清华大学兼

职教授，创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像傅莹这种既有一线操作成功经验又富有学养的

人，是有资格讲一讲“真正的外交是怎么回事”的。前不

久她出版了自己第三本书《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

和抉择》，很值得一看。

《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
傅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摆脱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以“寻找
中国复兴之路”为切入口，用平实的语言、生
动的细节以点带面地展现 20 世纪初中国非
凡的寻路历程。采用图文结合编排方式，80
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再现
历史人物的真性情、真面貌，是一部兼具学术
严谨性和可读性的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
党史读物。

《毛奇家族 一部战争史》
[德] 奥拉夫·耶森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毛奇家族是德国近代知名的家族之一，
以极为独特的方式与德国近两三百年的历史
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本书介绍了一个欧洲著
名军事世家两百余年的家族史。通过一个家
族，反映了整个欧洲近代军事历程。讲述了
大历史环境中，同一个家族中不同人物的不
同选择和不同命运。

《我们这一帮》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菲利普·罗斯作品集中别出心裁的小说
作品，中文世界首次引进译介。作者是美国
代表性作家，延续马克·吐温的政治讽刺传
统，直击上世纪 70年代美国腐败的社会政治
现象。通篇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以嬉笑
怒骂加戏仿的方式讽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
动和美国政客污蔑对手、争夺选票、推脱掩饰
的种种行为。

《乾隆十二时辰》
吴十洲 著
中华书局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京师。这一年，乾
隆帝 55 岁，政治生命如日中天。这一天，宫
廷上演着丰富而复杂的政治场景。紫禁城内
的清廷祭祀、君臣茶宴联诗，民间的祭星仪
式，以及道教的庙会，共同映照出一幅多种文
化并融并存的景象。本书体例新颖，以乾隆
帝一天的生活为线，呈现一代帝王的理想与
抱负、情感与政治。

《植物的“智慧”》
马炜梁 寿海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纯用通俗的语言，分享自己野外考
察中的所见所闻，普通读者也能从中真切感
受植物学家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方法。作者不
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生态摄影家，他
用创新的微距摄影技术拍摄的肉眼看不清的
细微结构照片，有助于揭示形形色色的植物
在不同生境下的生存“策略”和奇异美感。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傅莹带我们“看世界”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