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芳华》：时代的变迁

也无法抹杀善良的底色

由冯小刚执导，严歌苓编剧，黄

轩、苗苗等主演的剧情电影《芳华》几

经波折后终于上映了。电影根据美籍

华人、著名作家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充满理

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

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

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

从文革时期到 1976年惊天巨

变，再到改革开放，直至剧终的2016

年，影片为观众塑造了一组部队文工

团士兵的人物群像及沧桑巨变，描绘

了他们在四十多年前那样一个特定

的历史年代和特殊环境之下的人生

轨迹。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命运、梦

想、价值都不得不和时代和集体紧紧

地绑缚在了一起，但是随着战争的到

来，随着时代的变更和集体的解体，

这一切最终又都烟消云散。

导演冯小刚定位《芳华》主题为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电影里有前半

段美好的青春芳华，也有后半段辛酸的

流逝，以及表现岁月在时代变革中流逝

后的拘谨仓促和无可奈何，这何尝不是

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甚至是七十

年初出生，一代代人的生活写照呢？

影片中《绒花》这首歌唱道，“世

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铮铮硬骨绽花开，滴滴鲜血染红它。”

显然，严歌苓和冯小刚不仅仅满足于

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还想通过影片表

达他们想要表达的立场与价值观。影

片中乐于助人但已情感萌发的刘峰、

敏感脆弱又坚强执拗的何小萍、外表

娇媚实则心机颇多的林丁丁、满怀正

义感和同情心的萧穗子等人，如今都

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各自的原型。《芳

华》中最令人感慨万千、最难让人接受

的真实，要数刘峰与何小萍截然不同

的人生，最后又殊途同归的命运。

刘峰，一个木匠，参军后由于表

现出色从基层连队被调到了文工团，

在这个以高级知识分子和军政官员

的子女居多的群体中，刘峰深知自己

跟他们的差别，这是一种骨子里的自

卑，所以他才会事事争先，去做“活雷

锋”、去成为标兵模范、去帮战友做沙

发、去谦让上军校的名额。

“我们是信奉平凡即是伟大的一

代人”，严歌苓在原著中写道。她将

“平凡即伟大”的极致倾注到小说中

的“好人”刘峰身上，他超乎常人的心

灵手巧、超越自我本能的善良和利他

心，他以“模范标兵”的姿态在被需

要中活得心满意足，却因一次“触摸

事件”遭遇人生巨大转折。

何小萍，一个文革中被打倒的

“坏分子”的女儿，甚至为了生活不

能姓自己生父的姓。在那个唯成

分、血统论英雄的年代，她无疑是最

底层的存在。何小萍勤奋刻苦，但

因为身上背负着不应该背负的包

袱，总是有意无意地成为被怀疑被

嘲笑的对象。

刘峰跟何小萍踏过了两种走势

相反的路：刘峰从前途无量的楷模

成为“不幸生还”的残疾军人，何小

萍从心灰意冷的杂役成为救死扶伤

的战地英雄。但他们有一点相同，

无论是鲜红伤口上的白布条，还是

被鲜血染红的白大褂，都不是他们

想要的结果。这也是让观众最难以

接受的结果？为什么“好人没有好

报”？为什么炽热的情感不仅没有

回应，还反遭讥讽和落井下石？为

什么善良被欺负、正直被辜负？我

想，观众的这些呵斥和责问，正是编

剧和导演小心翼翼呵护的善良的底

色。无论时代的变迁，也无论社会

的变革，善良、正直永远是不可或缺

的，永远是时代的一抹亮色。

片尾，在站台上刘峰与何小萍

那一抱是那么的令人难过，二十年

前的青春年少时，这一抱是一个埋

藏在心底的秘密，而当这个秘密最终

实现的时候，两人却是一个肢体上残

缺不全、一个心灵上千疮百孔。

悲凉、感伤之余总有缕缕温

暖。片尾旁白说，“他们从未结婚，

却待人温和，彼此相偎一生。”最终，

当我看见刘峰与何小萍俩人能走到

一起时，还是禁不住有片刻的心满

意足，祈愿善良不被欺负、正直不被

辜负，祈愿善良、正直的人们终会有

幸福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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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融入到世界级生态岛发展

“十三五”规划等确定的新任务中去谋

划部署，融入到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各

项工作的新要求中去谋划部署。要以

解决当前重点难点问题为抓手，推动

落实基层党建工作。树立“对标意识”，

对标上级要求找差距，对标先进单位

找差距，对标自身实际找差距，不断提

高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唐海龙强调，要突出政治功能，

以新时代的要求加强改进基层党建

工作。在增强政治领导力上下功夫，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落到

基层，切实加强党组织对各领域社会

基层组织的政治领导。在增强思想

引领力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实践活动，坚持学原著、读

原文、悟原理，把学习实践活动同“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

起来。在增强组织战斗力上下功夫，

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严

肃党内组织生活，创新党组织活动方

式，提升基层党组织能级。在增强推

动发展力上下功夫，以“党建+”保障

促进“+生态”“生态+”发展战略的有

效实施。在增强群众凝聚力上下功

夫，用好4D立体式党建服务体系这一

载体；认真贯彻市委关于大调研的决

策部署，通过机关联系基层、干部联

系群众“双联系”活动，深入基层群众

问需问计。

唐海龙强调，要认真履职尽责，

以新时代的担当不断提升基层党建

工作水平。各位书记要抓好责任落

实，作为抓基层党建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做到重大问题亲自研究、重点

难点问题亲自解决、重点工作亲自调

度、关键环节亲自督导，推动党建工

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有机

统一。要注重统筹协调，既要善于全

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又要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关键性

紧迫性问题。要推动工作创新，想出

来的办法、推出来的东西，要更加便

于联系服务群众、更加利于经济社会

发展、更加符合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要

求。要全力营造鼓励基层党组织工

作创新的良好氛围，以基层党建“焦

点项目”为抓手，建立健全特色项目

培育机制，着力打造具有崇明特点、

生态特色的基层党建品牌。

会议最后，参会人员还进行了民

主评议。

以新时代要求加强改进基层党建工作

（上接1版）切实改进履职方式，不断

增强履职实效，为推进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来，区政协坚持把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作为履行职能的中心，通过加

强学习，切实增强全体政协委员建设世

界级生态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去年6月12日，区政协召开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区委务虚

会会议精神；6月29日，召开政协机关

务虚会，就贯彻落实区委务虚会精神，

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开展学习讨论；8

月28日，举行专题学习报告会，邀请市

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作“上海未来发

展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专题讲

座；11月16日下午，区政协邀请上海

市政协研究室主任邢邦志作“学习贯

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加强人民政协民

主监督工作”专题讲座。……为更好

地适应新形势，区政协明确把学习作

为履职之基，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通过政

协中心组集体学习、专题学习报告会、

委组专题学习等形式，加强学习工

作。学习凝聚了思想共识，政协委员

心中更清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

是说说而已，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建

言献策是自己的使命职责。

撤县设区后的区政协党组是一套

全新的班子，如何在政协工作中发挥领

导核心作用，是“大换班”之后的区政协

党组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各民主

党派界别在政协履行职能中发挥着非

常关键的作用，新一届区政协党组把目

光聚焦于此，从去年2月起，区政协党

组分别前往7个民主党派区级组织和

部分人民团体，了解情况、听取建议。

崇明现有民盟、民建、民进、农工

党、九三学社、民革和致公党7个民主

党派，共计约700名党派成员。发挥各

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引导

各党派界别在区政协平台上充分发挥

作用，是这次走访的目的所在。“这次调

研不把各党派聚在一起搞一次性座谈，

而是逐个走访，目的就是全面深入地学

习党派历史，通过充分调研了解党派建

设情况。不向任何党派提要求，只对如

何做好区政协工作谈意见，提建议。”在

区政协党组调研党派工作座谈会上，区

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邹明如是说。区

政协党组集体走访各民主党派，在近

十多年政协历史中是第一次。“进一步

加强委员履职的支持力度，丰富委员

活动的形式……”调研中，各党派纷纷

发声，为更好地开展政协工作建言。

区政协还进一步明确了逐一走访

常委、委员的制度，去年7至9月，区政

协主席和参议会副主席连续走访了20

多位常委、委员，听取对区政协工作的

意见建议。通过走访，政协与各民主党

派、常委、委员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加通

畅，政协履职的舞台更加牢固，各民主

党派和委员也敢于唱戏、能唱好戏。

按照惯例，年度协商计划是在当

年年初确定的，但为了就一项重要工

作建言而调整年度协商计划，区政协

去年开了个头。去年8月10日，区政

协就新的崇明区总体规划编制举行的

专题协商会，就是这样一次“计划外”

的专题协商会。当时，崇明区总体规

划（草案）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这是上海首个进入公示环节的区级总

规，无论是对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还是对上海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区政协主席会议立即研究部署，

并向区委请示，决定在原有协商计划

之外，专门增加一次专题协商会，从而

在区总规草案公示阶段汇集更多政协

智慧和声音。“计划之外”的协商会收

获了“意料之中”的履职热情，当天的

协商会收获了90多条意见建议。

去年8月22日，一场主题为“落实

‘十三五’规划，助推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专题议政会在区会议中心

召开，民建区委、区工商联等5个单位

的委员代表分别围绕主题向大会作议

政发言。会议还安排与议政发言内容

相关的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作回应发

言，互动交流，使专题议政会的成果转

化得到了有力保障。代表区政协经济

委员会发言的顾锦匡委员特别高兴，

“职能部门第一时间肯定了我们的调

研成果，并对如何落实我们的建议提

出了思考，这让我们觉得这半年的辛

勤劳动没有白费。”

这些只是区政协“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一个缩影。一年来，区政协围

绕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通

过常委会专题协商、主席会议调研协

商、专委会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

形式，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实效，为

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频频

发出政协“好声音”。

创新谋发展 履职写新篇

走访民主党派 抓住履职关键

主动协商有作为 服务大局求实效

明确工作主线 形成思想共识

区委民主协商会举行

（上接 1版）全区上下对坚持生态立

岛不动摇的认知更加清晰、态度更

加坚定、行动更加自觉。崇明聚焦

水土林气等领域，大力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自然生态环境品质不

断提升。

2018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

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施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

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崇明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凡是

有利于生态岛建设发展大局、有利

于推动生态岛建设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增进群众福祉的事，竭尽全力

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努力让广

大群众分享更多生态建设的红利。

唐海龙在讲话中希望各党派团

体在参政履职中，充分发挥自身界

别优势和人才优势，努力在围绕中

心中定位、在服务大局中尽责，以更

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更多地考虑发挥组织的优

势和集体的力量，围绕每次协商议

题，精心准备、深入调研，尽可能把

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出来，切实

做到在建言献策中展示能力、在政

治协商中体现能力、在改革实践中

提升能力，努力为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党外代表人士联系各自

工作和生态岛建设实际，发表意见

建议。

全力打好

水治理攻坚战

（上接1版）他表示，崇明将按照市政

府要求，全力打好水治理攻坚战，力

争为全市水治理工作贡献“崇明案

例”。

白廷辉说，崇明在水务工作方面

定位明确、富有生态岛特色，值得全

市借鉴和学习。希望崇明水环境整

治实现全面提速提升，供水实现全

面提质增效，并全面加强海洋基础

管理。市水务部门将全力支持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在项目、技术等

方面提供更多支撑。

摘自丢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