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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不仅是世界巨变的年度，也

是电影遭际不幸的年度，但中国电影

第一个恢复基本常态，第一个凸显超

越性架势，已经获得 130 多亿人民币

票房，难能可贵占据世界电影第一高

位，中国电影国庆档开启了全年第一

个兴旺档期的模样，激发起后三个月

观影热潮。由此，我们当然应该珍惜

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它们为人们返

归电影、欣赏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这一个国庆档期各类型影片中，

具有独特意味的小制作《一点就到家》

题材和表现都别具一格。影片由陈可

辛监制、许宏宇导演，也正以为监制

者，所以人们由不得联想是《中国合伙

人》的翻版。也许表面而言，的确魏晋

北（刘昊然 饰）、彭秀兵（彭昱畅 饰）、

李绍群（尹昉 饰）三人联手的故事貌

似翻版，但三人奋斗克难攻坚的故事

构架的确并非陈可辛首创，但《中国合

伙人》为主流形态电影带来一种叙事

的张力确影响不小，这一次显然又有

了新的地域和新的开拓。但局限于此

显然不公平，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影片

如此密合时代而产生更多值得关注的

因素，认识就局限了。影片观照现实

的透射力更多站在当下时代的最前

沿，却巧妙表现关切中国发展的最新

现象，以喜剧玩味和正剧故事的混合，

牵连着生活鲜活状态而凸显时代创造

意味和新鲜表现的价值。看到片名

《一点就到家》似乎点化电商加快递的

形象概括，但其实还要感知到影片事

实上超越售卖层面，而充满了一个对

于现代生活最迫近表现的艺术抓取的

突破。

一、青春故事的现代性

无疑，从电影形态来看，是讲三个

年轻人在农村这块地域开拓新的创造

性的事业。青春故事惯常的路径是两

个要素，其一，是校园青春的苦涩羞涩

和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表达。青春固然

属于校园生活，而且应该有更多可以挖

掘的余地，但是青春故事要造就出生龙

活虎的气息，难免就是一种初恋伤感、

爱情碰撞，挫折哀伤以至于出轨等等相

关联的青春表现，久而久之，让青春故

事变成了一种羞涩到苦涩、痛楚的成长

过程表现。青春故事的第二种常态表

现，是都市青春生活的命运在商战中、

在生存压力里、在生命的城市消费之中

消逝。从理论上说，都市青春故事自然

是青春在一种繁华迷茫之中表现的最

佳天地。但是青春的质朴、青春的纯

洁、青春在生活土地上磨砺而呈现出的

精神气质，却多多少少丧失在上述两种

形态中，而得不到更为真实的表现。

本片似乎不去刻意表现青春的故

事，但是青年人的创业，新人创业路途

上的苦楚，青年人自己和上一辈人以

及和环境、和他们生活理想之间的搏

击，却体现出青春固有的一种伴随着

成长、伴随生活而凸显的进取意味。

影片中的青年们把青春的汗水洒落在

一个边远的云南的乡村黄路林之中，

最需要看到的是摆脱了既往的青春在

乡村表现中的苦难的奋斗，尤其是祛

除了苦情戏的表现而意味深长。因为

现代青年的心理和环境已经不是旧有

形态的感知，同时，青春和喜剧相联系

是一种最巧妙的联姻，对于青年而言，

青春的所有可能是个体遭际的青春期

苦楚，再“创痛巨深”却很大可能会被

时间历史一带而过，回望却是一种喜

剧。从一开始三个主人公都经历的

事，是青春时候难免具有的喜剧色彩，

包括一时挫折失败后无地自容的跳

楼，但是影片没有把它变成一种跳楼

的悲剧，而变成喜剧似的被拉回。在

乡村办“异类”的快递点遭遇各种挫折

的时候，一种巨大的退货的浪潮也变

成了一种喜剧式的化解过程。影片略

带着轻松的一种生活履历表现，符合

现代人感受时代的气息。超越过去类

似题材表现带着城市或者现代文明社

会的价值观，这一次转化角度，既是青

春天生具有特定时刻的悲喜剧转换，

也是历史来看的喜剧性，从而具有打

破习俗的舒展化解。所以《一点就到

家》不仅是某种当下写真，还是对于青

春时代的超前描摹，由此更意味深

长。其实还可以说喜剧贴近青年生命

本质，也贴近情感审视，扭转了青春的

小资情态和矫揉造作的个人悲苦，具

有更为贴近整个青年生活向上状态的

描摹而令人欣喜。

二、叙事表现的得与失

这类题材在意念创新中如何加以

妥帖表现，却是得和失所在。魏晋北

（刘昊然 饰）失落欲轻生、彭秀兵（彭

昱畅 饰）成功却不满足、李绍群（尹昉

饰）独往独来却被乡人除名，于是三个

青年聚会云南小山村黄路村开始合伙

人的创业历程。显然影片叙述的开

始，是魏晋北都市生存从成功到失败

后顿然痛不欲生的横空出世，属于急

于凑齐和他人聚会因缘，勉为其难。

而彭秀兵在众人顶礼膜拜的快递状元

高峰期却突然宣布辞职，不仅是他草

率而且我们也不明就里，原来是为了

成就回报乡村梦，显然没有摆脱观念

设置的匆忙。而恰好在魏晋北跳楼之

际彭秀兵为了完成最后一单，竟然能

追到天台就有点匪夷所思。李绍群尽

管有叙事交代其“死亡”的铺垫，但快

递送到后山导致三人的奇遇，也许揭

示了乡人惧怕其父亲而讳莫如深，却

总觉得有点故弄玄虚。

也许我们可以转念从喜剧表现的

虚拟性去理解这些创作用意，或者是

说为了凸显主要场域即乡村中三个人

的奋斗故事的快捷交代，而且事实上

后面的故事的确有许多动人的所在，

但是这种设计的瑕疵显然是一种急功

近利的表现。即便用主次的重要性来

区分，或者用喜剧表现的方式虚拟而

可以被理解来敷衍，却总是觉得剧作

上的缺憾不能轻描淡写。

也许进入乡村的故事才显示了创

作用心所在。和我们的心理感受可以

理解合拍的，是一些叙述细节都附着

在喜剧性的表现上，而构成叙事着力

的重心。比如为了完满完成最后一单

的彭秀兵，没头没脑地冲上天台无关

生死就喊住即刻跳楼的魏晋北，完全

超然于惯常的悲戚紧张的悲剧性场景

的表现，将我们拉回到放松的喜剧氛

围中。而他却忽然又加码竟然不管不

顾的推搡魏晋北一把，转瞬令人心

惊。原因显然是后者已经为生存意念

所动而动摇了决意辞别人世念头，于

是观众释然明白，而角色对生死的调

侃看淡也跃然而现。魏晋北被动到云

南显然心理生理都格格不入，于是初

始连虫子都专门打击他叮出肿眼，被

乡民按照习俗强制让牛舔他的红肿

“牛眼”的细节，而后竟然真的完好如

初梦幻一般，恰好和他开始逐渐适应

乡村生活形成暗合关系，却也充满了

生活气息。后来，三个来源不一却聚

集乡村的合伙人聚集在硕大树干上倾

谈，仰望星空的情境，更充满了青春需

要的梦幻、浪漫和抒情的效果，让合伙

人叙事顺理成章。

三、电影暗含的当代性意义

《一点就到家》显然是当代中国现

状不动声色的艺术性真实表现。我们

强调其不动声色的乡村变迁，与微动

声色的青春奋斗来概括，其掠动人心

的青春奋斗意义和表现前已述及。这

里前强更为重要的是不动声色的乡村

生活变迁的价值所在。包括：不仅是

对于乡村大改观现实图景做了有声有

色的描绘，超越了此前表现乡村的俗

套故事，而且事实上触及当下脱贫大

业，却将扶贫并不挂在表面，但以实际

行动做了不动声色的透视；影片对于

时代趋势的深入乡村的现实，借助超

前的快递、电商和互联网展开，鲜活的

显示中国当下生活状貌而没有政策的

演绎之嫌；对于青年观念转变，不是斤

斤计较与符合概念的呈现，而是从沉

入生活的实际事务表现来平实托出落

实，充满了青春奋斗的真切气息。

1、乡村生活的大改观图景：在农

村题材影像表现上，近十余年数量既

少也难有出色的新鲜角度创作。而对

于都市生活广泛性的表现掩盖了农村

生活的变化。机遇到来显然和这几年

有关，即中国都市表现的深入后需要

关注乡村改造，而从都市在人们心目

中的价值改观，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

新感知，真正开启了乡村文明在生活

重建中的意义表现。《一点就到家》从

三个青年的不同角度看中国乡村生活

的确有新鲜感：三个失败的、回归的、

执守的青年人都有着对于都市的舍弃

而投身于农村改造的共同点。于是魏

晋北因为城市理想破灭无法入睡（预

示没有找到用武之地的病患），被老中

医启发意外和彭秀兵到云南入伙，彭

秀兵原本在城市从事快递业相当成功

拔份，却想报答家乡辞职归来农村新

创业，李绍群不以农村旧有老一辈观

念为准绳，“视死如归”般的抗拒旧俗

自创普洱咖啡，如此这般的青年在乡

村汇聚迸发出新一代的创造精神。三

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都舍弃大城市回

到云南千年古寨，事实上他们既投身

乡村建设又触碰到扶贫视野，但电影

就是不动声色地展现生活故事而呼应

这一切现实命题，不仅是改变中国投

入乡野习惯的苦情悲情表现，也改变

了对于观念政策的直接演绎，还改变

了局限于都市青春困扰挣扎旧貌，带

来新的农村电影生活表现新时代的艺

术景观。影片并没有把扶贫挂在表

面，但以现代发展观和实际行动实施

着如何摆脱贫困的时代需要。

2、时代趋向的落地实施：借助超

前的快递、电商和互联网，展开时代趋

势深入乡村的现实，显示中国当下社

会状貌，是影片切近现实的形象展

示。彭秀兵毅然开拓的乡村快递似乎

匪夷所思，魏晋北通过网络将李绍群

的普洱咖啡冲入世界评审的银奖，而

设计的农村电商竟然让小小山野的咖

啡通达全国等等，实际上呼应的是当

下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现实中国的

农村变革不仅有乡村改造、贫困村搬

迁、民宿旅游、特色种植等等多种形态

的脱贫富裕方式，更有极具中国化农

村发展的村村通电讯、乡间修路通达

四方等举措，而其中最新的快递业的

进入和乡村电商推广农产品已经开启

了现代化小康发展的景观。“一点就到

家，方便你我他”，已经不只是电影中

的人物台词，而是许多乡村的现实。

剧中台词直白且富有生活气息：“你有

快递梦，不好吗?我有电商梦，咱们三

个合伙吧。”哪里是梦想，放眼中国不

用说城市大街小巷，就是多数乡村也

开启了快递电商落地的步伐。一部电

影落脚于创业而不经意的定标在最为

前驱的时代潮流中令人佩服。

3、青年观念转变：从城市到乡野

认识变化是影片《一点就到家》中青年

奋斗的重要指向。从既往的青春表现

都只限于城市中的沉湎、苦楚和伤叹，

到开始进入农村去投身更广阔的事

业，影片给予人们许多启发。可以说

将浮泛于青春概念到沉入生活底层的

践行实际事务表现而不是概念演绎，

预示着时代新的趋向。“外面的路走的

慢，家乡的路任你闯”是三个合伙人的

乡村行动，召唤人们回归不仅是乡村

而是生活实际。诚如魏晋北无意说出

的事业一时失败的是事而不是人，同

理奋斗成功的是人的果敢和坚定，也

诚如李绍群执意守着后山不顾被逐出

家门的实验信念，因为“你有咖啡梦，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才是根本。

《 一 点 就 到 家 》的 英 文 片 名 是

《COFFEE OR TEA》，这是导演坚持

要改的英文片名，他认为 Tea 代表着

传统中国文化，Coffee 代表着年轻人

对新鲜感的感受，让大家选择传统或

是现代、中方或者西方，或是最后去寻

找共存，咖啡和茶都出于一个土壤，展

现我们既能做茶也能做咖啡的包容态

度。这认识也许就是符合人类命运共

同体时代的青年创造之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截至 10 月 8 日长假结束，放映 8

天、票房达到13.8亿元，即将超越《疯

狂动物城》创造中国内地市场动画电

影单片票房亚军好成绩的《姜子牙》，

却遭遇了影迷平台豆瓣评分从7.5到

7.0分的沉降。观众肯定其特效的奇

幻与酷炫，甲骨铭文、青铜器皿、玄鸟

神兽等传统文化的玄秘与惊奇，但是

对于剧情叙事则是多有微词。故对

于影片中部分故事线接续的弱隐或

者断裂的深刻原因，有待揭示。

多重世界间缝合中的断与续

评论者多将该片与《哪吒之魔童

降世》、《功夫熊猫》等单线行进、强叙

事类型的国内外动画电影进行比较

后，认为《姜子牙》的剧情线索有些凌

乱，情节转折的动力不足或者不鲜

明，以至于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晦明

不定，甚至断续凌乱。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在于《姜子牙》对于故事世界

的设定有些繁琐。

一般而言，世界上票房成功且好

评度高的动画电影，如《疯狂动物

城》、《狮子王》、《飞屋环游记》等，故

事发生在单一的角色世界。而部分

动画电影中角色的世界是两个，如义

体人与人类的《攻壳机动队》、人类社

会与鬼魂世界的《寻梦环游记》、人类

与异族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高科技与人类日常生活的《超能陆战

队》等。这些影片在矛盾构建时候，

采用了以人类为主、相对单线条的方

式，细腻刻画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也

便于观众清晰理解故事的整体框架。

相形之下，《姜子牙》中存在人类

（苏妲己）、妖（九尾狐与小九）、神（师

尊、更高级的神仙、玄鸟等）、怨魂（人

类的怨魂与狐妖的怨魂）四个族类。

其中，人类除了对九尾狐附身苏妲己

的历史进行补叙之外，一般没有直接

展示；而包括狐妖族和人类的怨魂，

是以群像性的符号化方式存在。至

于神仙，除了面目神隐、造型可见的

师尊之外，以玄鸟为代表的更高级的

神仙，在冥冥之中发挥着世界运行的

作用。可见，《姜子牙》构置了四个世

界的故事空间，而在影片时长既定的

情况下，在神仙与狐妖的犬牙交错的

矛盾中，既要叙述各自的前世今生，

还要穿插、升级矛盾对抗的烈度，这

种故事的难度可想而知。

一些角色的凌空出场后，仅仅进

行台词的补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例如，小九是有肉身和一些灵力的狐

妖，她曾经是九尾妖狐的元神；但是

在九尾妖狐的肉身被斩除之后，只是

剩下了灵魂。那么小九的肉身从何

而来呢？这个关系，没有清晰交代。

同样，影片中的小道具骨片风铃，很

是沉重和深意，其功用是“风吹骨响、

可慰亡灵”。不过在残垣断壁、荒无

人烟的幽都山路上的一个山谷，冤魂

潜伏，小九手上的几滴血，引发了怨

魂的暴躁兴起，姜子牙被一个鱼骨怪

物缠身而险些丧命，此时一个骨片风

铃缓解了怪物的心情，让姜子牙转危

为安。骨片风铃从何而来？这在影

片中也没有交代。骨片风铃作为莫

名其妙出现的道具，虽然完成了其情

节推动功用，却留下了断碎的缝隙，

影响了观众对于剧情理解的连续性。

另外，影片对于仙界的设定，增

加了叙事难度。更高级别的神仙只

有在姜子牙砸毁了天梯之后，才降罪

于师尊。观众可能会质疑或者困惑，

无所不明、圆融贯通的更高级的神

仙，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明察秋毫之

末，洞悉师尊的贪念和为非作歹，尽

快地避免战争引发的生灵涂炭并避

免姜子牙的不白之冤呢？派出了玄

鸟，来短暂地安慰冤屈亡灵和孤魂野

鬼，是敷衍了事的不作为，还是圆智

没有融通？仙界的运行法则是什么

呢？尽管《姜子牙》表面上渲染了仙

界的唯美与离幻，但是其功能和表现

说明，《姜子牙》中仙界的设定不再是

传统的仙界，反而是以纣王为代表的

人类社会的层阶制与丛林法则的一

种映射和复制，影片仅仅是做了虚化

与美化而已。

更让人齿冷的是，影片在神仙内

部暗设了一个“无间道”的情节。而

“无间道”的电影模式要仰仗一部故

事片的容量以及绵密缝制，才能做到

天衣无缝。而在《姜子牙》中，这个

“梗”的铺垫与展开，必然挤占或者切

除了其它线索的连续。

可见，创作者在《姜子牙》中蕴藏

了过多的深度思考，出现一些凌乱，利

弊共存。其利在于，线索多头、断续的

故事，有利于观众发挥自己的想象空

间，进行故事再度编织，故该片拓展了

国产动画的表述容量和成人向类型。

对于善恶的争讼与激辩，

极具情感的撞击力

姜子牙手持金剑斩除九尾狐妖

时，目睹了狐妖身体内部的元神，心

生一丝善念，只是断除了九尾狐妖的

肉身，放生了其灵魂，从而招致静虚

宫师尊的贬斥，在人间的北海修行以

断除“幻象”。十年飞逝，形如槁木的

姜子牙依然念念不忘。直到发现了

“小九”脚上的宿命锁之后，本片开始

了“侦探”风格的叙事。事实真相确

实如九尾狐妖所言：通过宿命锁，九

尾狐妖与苏妲己相连，造成了狐妖祸

害人类之后，师尊背弃了将狐妖升仙

的诺言，手刃妖族，并依靠这些“功

勋”而统治三界。

所以，姜子牙与师尊的分歧表面

上是“救一人”还是“救苍生”，不仅是

“一与多”的交换关系，而是师尊所谓

的舍的一人——苏妲己，已成了师尊

眼中的廉价且麻木的工具和砝码，故

“舍一人”实则是师尊贪权霸世的虚

伪托辞，在姜子牙“一人如露水、苍生

如江河”的智辩前不堪一击。这种对

于善恶的争讼与激辩，极具情感的撞

击力和深度的哲学色彩，与希腊神话

《安提戈涅》中的故事颇为相似。

《安提戈涅》描写了底比斯王俄

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后，尽管留

下二子二女，依然离开王位，流浪并

客死他乡。为争夺王位，一子波吕涅

刻斯率岳父城邦的军队攻打底比斯，

另一子厄特俄科勒斯率底比斯军抵

抗，兄弟二人都战死沙场。他们的舅

父克瑞翁趁机继任底比斯城邦的王

位，下令将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并

对敢埋葬波吕涅克斯者处以死刑。

俄狄浦斯之女、波吕涅克斯的妹妹安

提戈涅认为，即使哥哥叛徒，死后也

应当得到安葬，因为入土为安是天神

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安提

戈涅》的焦点是难以判定不同的人、

不同的立场的善恶观，克瑞翁身上带

有反“人道”、伪“理性”的诡辩色彩，

而安提戈涅身上带有反“理性”、伪

“人道”的激辩色彩，二者分别代表的

是城邦利益和家庭情感。

类似于此，师尊的“救众生”而舍

一人的诡辩，被姜子牙的“一人不救”

难救众生的慈悲观所撞击。姜子牙

认为，师尊的言论，有悖于正义与公

平的天理，姜子牙的这种生命观，必

然衍生出人、神、妖都不可不救的担

当与济世情怀。当师尊的恶行昭然

于世的时候，姜子牙发出了“愿天下

再无不公”的宏愿，砸毁了人类误以

为能够救赎人升天的天梯，这是一种

“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决裂。最终，师

尊得到了更高一层神仙的惩治，这更

加印证了天道恢恢、不分族类的普适

性，强化了姜子牙悲壮的正义性，也

化解了观众难以遏制的悲愤。

幽默不是强甩的包袱，

而是有“意味”的机智言辞

《姜子牙》除了叙事的凌乱外，影

片中的有些台词过于粗俗，如果说开

片中的三个小男孩以及酒馆中的怪

物的粗俗，观众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活

在穷乡僻壤所致，申公豹的粗俗是基

于十年的苦修而无望的恼怒，但观众

的理解不等于就达到创作者期待的

喜剧效果。

粗俗的台词，除了塑造角色性

格，本意在增加一点幽默，调节影片

的叙事节奏。但是，《姜子牙》中的台

词粗俗段落，没有令观众浮想的想象

空间，更没有贴合角色的心理。例

如，长久地枯坐水边垂钓的姜子牙成

了雪人，却将上钩的青鱼放生了。申

公豹说：你连鱼都放，为什么不能放

自己一马？放生青鱼，是善的修行，

但姜子牙没有放弃自己的本真，没有

因为被贬下凡而抛弃自己的真性，更

没有对师尊等神仙妄加的“执着妄

相”所慑服，所以他是在执着于不升

即坠的纯净的本真心性。如果向师

尊致歉，虽然可以恢复神位，却堕落

了灿然的真性。申公豹作为曾经的

仙人，难道不理解这种机制吗？所

以，申公豹的台词，貌似幽默，其实是

一种不切主题的“机智”，木然而坚定

的姜子牙侧身而过的时候，申公豹又

说：苍蝇不抱无缝的蛋。其实，这是

用凡人眼中的客观属性的判定，是在

进一步诱导姜子牙。可见，二者貌似

志同道合，但不仅是性情不同，修炼

的心性方面亦不在同一层级，甚至让

观众怀疑申公豹来自静虚宫的身

份。所以，这种缺乏智慧的隔空碰

撞，只能显得申公豹的浅薄。

相反，充满市侩习气的酒馆老

板，见到光临酒馆的姜子牙，尤其是

众人都冷面斥之为“三界败类”的时

候，老板却说“要么看得开，要么就认

栽，认了就可以回去了”，这符合其商

人身份和心理的台词，是在智慧、庸

俗之间跳跃，反而有一些灵动。但

是，当狐妖小九出现在酒馆，询问是

否有前往幽都山的地图时，老板却滑

稽地说出民俗信物、生活小百科之类

应有尽有的饶舌台词。这种取悦于

当代人的台词，明显跳脱了一个远古

的怪物身份。

同样，酒馆的小蓝色动物在公牛

的酒碗中撒尿是公然的，却没有引发

在场的怪物责怪，反而让公牛误喝

了。这种照搬一些电影桥段的设计，

已然没有了令人发笑的新鲜活力。

当躲避公牛惩罚的小蓝色怪物逃到

了母亲的怀抱中，其母亲更加粗俗无

礼，要对欺负自己孩子的人“大卸八

块”，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就模仿孙二

娘似的无厘头台词，更没有了逗笑的

动力。至于昔日暴虐成性、滥杀无辜

的纣王，死后却被册封为像爱神丘比

特一样的姻缘神，尽管对于苏妲己的

爱是刻骨铭心，但其见到小九时候，

不是欣喜与亲近，反而是淫荡与轻

浮，同样远离了幽默感。

笔者分别两次走进电影院观看

此片，观众对于影片的幽默段落的设

计，都没有发出笑声。相反，在影片

结束之后的彩蛋部分，看到了哪吒的

贪吃与米粒挂腮的段落，孩子们反而

笑声不断。如果说小朋友不理解一

些别有意指的台词，还可以理解，但

是成年观众也没有发出笑声，说明这

些幽默的台词，仅仅是小品风格的强

甩的包袱，而不是电影的含有“意味”

的机智言辞。

尽管《姜子牙》有些许的不足，但

其票房的成功某种程度上说明观众

对于这部影片的优秀品质的肯定和

赞许。作为仍处于奋起阶段的国产

动画而言，本片的探索性和实验性，

为国产动画积累了经验。

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

化商品，参照国内外的成熟叙事模式

还是一种稳妥的商业运作方式。另

外，国外的一些动画电影中，一部影

片不同的段落和台词，都由更加细化

的几个撰写小组来完成。相反，如果

原有的团队、简单复制一部成功动画

电影的风格，或者透支消费一部影片

的IP，票房则是公正的评价。如诗意

雄浑的《狮子王1》1995年独步天下之

后，追求杂耍和小品风格的两部续

集，上映即遭遇票房惨败，至今已杳

无人知，便是明证。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

字艺术学院副教授）

不动声色的乡村变迁
与掠动人心的青春奋斗

——国庆档电影《一点就到家》分析

周 星

《姜子牙》：

犀利沉思和动画娱乐的
悬隔与缝合

张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