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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让我们过不去了？
——琢磨《没有过不去的年》

■文 /赵 军

（一）

尹力导演的《没有过不去的年》讲述了一个

相反于片名的立意，它出色地描述了当下中国

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一个怎样深刻的立

意呢？通俗地说，只有“年”到了很难过得去的

时候，我们才会说“没有过不去”。的确，影片的

这一个年很难过。

影片内容就写了过年前后的二十来天的故

事。但是这是一部视觉非常独到甚至毒辣的电

影，仿佛讲的就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家庭和每一

个人的故事。不仅如此，影片通过王自亮一家

子的事情，按照我们通常所讲的家国关系，就是

构造了一个当代并且是整个社会的透视场景。

而透过它的故事和所展示的社会生活场景，我

们看到了中国人无休止的欲望，永不会遏制的

欲望，也不能坦荡面对的欲望，一步步把一个家

庭又一个家庭拖到了难以安生的深渊。

一个曾经多么幸福的家庭，一个由老母亲

一手呵护着，从乡间进到了中心城市生活的四

兄弟姐妹之家，在风驰电掣的时代生活中变得

很难沟通——在这些儿女们都成为了中年人之

后。影片中有一句很典型的话：“人不都是裹着

走的吗？”这句似是而非的“生活哲理”，是一个

丧失了信仰和是非观的社会最为有力的写照。

这是从历史到现实当中无数中国人和中国

家庭的故事。王自亮“被裹着走”地成为了一个

成名的编剧，准备接手一个成功老板的个人传

记。他把妻子女儿都送到了美国，以能够把家

庭成功地安排在美国生活为出人头地的炫耀。

但是，还是被裹着走的王自亮，在承担着老婆与

两个女儿在美国生活的全部费用的同时，在国

内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还要包养情人。

而王自亮的情人在委屈和其母亲的愤怒之

下当然也给了王自亮越来越大的压力（情人的

母亲狠狠对女儿说，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太多

钱的人）。影片如此塑造一个主人公的确别有

深意，在国产片中这是一个突破，即一个不好不

坏的人作为普通人的符号，而在普通人身上，

“钱”和“欲”又成为了社会时尚的符号。影片描

述了当下的价值观，一种无耻地混着日子的伪

理想主义生存。

二弟王自建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公然

与破坏环境的不法老板合作，在自己家乡的土

地上大搞污染环境的项目，导致村民们不少人

得病患癌。而自建居然把得到的脏款藏在了大

哥自亮的一间老房子里。影片最后自建等待的

自然是获刑，但他仍旧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

当他被自亮在母亲面前痛责时，良心自责地表

示放弃母亲最后一次卖房子瓜分的钱款。如果

说大哥自亮选择的是虚伪，自建选择的便是不

归之路。

自亮的大妹妹向藜则是一个十分自我的女

性，性格尖酸刻薄，唯利是图，何以早就离婚似

乎不难理解。老母亲打算卖掉家乡的老房子，

决意把最大一份款项分给一直在家乡生活、视

同养子的元能，并且诚恳地告诉儿女们，元能二

十七年年年帮助他们家，而现在他竟然早早患

上了癌症！但是，向藜拒绝接受母亲的感情诉

求，拒绝理解母亲最后的心愿，其心性之寒凉，

其言语之冷血，可以直接摧毁所有善良人们的

意识的屏障！

至于小妹妹向薇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

于母亲的生活几近不闻不问。《没有过不去的

年》这一段接近着尾声，其实很深刻地讲了一个

悲凉的现代家庭故事。嘴边都挂着“妈在家就

在”，实际上母亲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变成了

摆设！这是一个可怕的当代巴尔扎克的故事，

法国两百年前资本主义制度吃人的现状活生生

地呈现在了我们的跟前。

这是一个应该给每一个中国人敲一记猛钟

的电影，不过这不是影片的立意所在，严格说影

片本身没有准备给观众提供什么具体而明确的

“立意”，重在把一个足足提升了好几个级别的

现代城市家庭，当作无数当代中国人、中国家庭

的写照，人们选择了富足但是愁云密布，人们选

择了自我但是心无所属，人们选择了自己的价

值观但是它在进入中年之后危机重重。

往深了说，影片的野心是希望带给人们对

于自己所选择的时代和社会作一次心灵的反

思，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不是初心的问题，而是初

心本身就是问题。它只是在人们走出去了很远

之后，才被发现没有了信仰和深情，而这样的道

路就是一条不会幸福的道路。影片采用了高明

的冷笔触，就像上帝的视野，俯瞰人间悲欢而不

阻止，除了在老母亲的戏上施以情怀，其余喜怒

不形于色。

（二）

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有一个历史的区别，

这里与是否传统美学没有关系。区别在于美国

电影惯于使用类型片的手法，而类型片的规律

无不是从讲述一个秘密入手，这个秘密支撑整

部影片的过程。譬如《卡萨布兰卡》、《蝴蝶梦》、

《拯救大兵瑞恩》、《美国往事》、《父辈的旗帜》和

《血战钢锯岭》等等，它们都有秘密，或者以人物

的故事，或者以事件的起因作为这一个“秘密”

的核心。

因为是揭秘，所以我们发现美国的商业电

影都擅长于讲故事。中国电影的传统不是这

样。中国是一个不把秘密当宝贝的国家，最核

心的存在一定不是秘密，而是人际关系。电影

可以写秘密，但是必须服从于人际关系的传奇

与深刻。譬如《英雄儿女》、《小城之春》、《新龙

门客栈》、《红高粱》、《战狼2》、《泰囧》等等。中

国大部分著名影片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物关系

写得精彩、深刻、传奇。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美学

基因。

也正因此，中国人不停地羡慕美国电影会

讲故事，嫉恨自己拍不好类型片。但是中国电

影研究始终就没有人发现这里藏着两种文化上

的区别。我们暂且把美国的电影文化称作自由

主义文化，中国电影文化称作江湖传统文化。

就算在美国文化中浸淫成长的李安，其《卧虎藏

龙》还是把人物关系作为形而上学搁在了故事

秘密的上面而成为了影片的核心价值，其中的

李慕白就是因为杨紫琼而退出江湖，又因为章

子怡而重入江湖。这个故事的因由——人物关

系的主宰作用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没有过不去的年》完全没有核心的秘密，

不能理解稍微复杂的情节枝蔓的观众，这是无

法产生悬念令其被牵引的原因。他们首先看不

明白，为什么镜头的剪接会毫无连接意蕴的从

一处跳到另一处，譬如两次看到王自亮在自己

的老屋里突然翻到了一大箱钱，又可以跳到元

能在油坊榨油的镜头；从王与母亲的家庭戏，怎

么又可以跳到与情人一家子的另一场戏，等等。

我问过一个看完后离场的中年市民（绝非

没有文化的人）看得懂影片的内容和内涵吗？

他直言不讳地回答看不懂。我第二个采访了一

位最后离场的年轻人，年轻人表示不明白为何

镜头要剪得这么碎，然后他不停地说了几个例

子。说明观众适应电影的秘密套路，适应悬念

在于“秘密”，而如果以“关系”作为线索，这条线

索就要清楚而且传奇，写好人物关系并不容易，

《没有过不去的年》的每一对人物关系都是单向

度的，不错综、不复杂、不出戏。

而关系表现不打动人，故事悬念又不烧脑，

原因就在于影片缺乏一个牵动观众神经的核心

剧情。我们说这样的核心剧情就是“秘密”。如

果故事围绕着家乡老房子要卖掉而引发出它究

竟值多少钱，兄弟姐妹以及元能等近亲们又将

如何看待这次分钱来展开剧情，观众就能够接

受它再多的复杂，而愿意被牵着往前继续走。

这里可以重温清代戏曲评论大家李渔一句

经典的话：“一人一事立主脑。”再多出场的人物，

中心故事始终以一个人物的故事为主，叫作“一

人”；全剧的中心剧情也只能抓住一个故事，其他

人物的其他故事必须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叫

作“一事”。最后，故事的立意必须凸显出来，全

剧要有鲜明的立意，它是灵魂。加上一个典型的

人，一件传奇的事，这部大作就能够光彩夺目。

李渔讲的是戏剧，人类文明的后续文艺创

作无不从戏剧发展而来的，所以戏剧对于电影

创作同样有着一以贯之的属于基因的启迪。《没

有过不去的年》最大的“过不去”就在于四兄弟

姐妹都走到了人性的底线上，跨前一步也许就

会成为禽兽。尽管影片已经避重就轻、模棱两

可，但是这里头也就埋下了人物关系不太好写，

也很难写穿写透的阻力。

王自亮对于妻女和情人实际上两头撒谎，二哥

自建铤而走险在伤天害理地犯罪，大妹妹向藜良心

泯灭，小妹妹向薇麻木不仁。他们的人生只有钱一

个字，而他们的不安就是钱没有达到满足私欲的程

度（也永运不会满足）。有评论说“王自亮是一个水

来土掩的主”，只不过影片揭露了他掩不住东一头、

西一头的水了，这样真把王自亮看低了。

“人不都是裹着走的”本来可以不仅仅是一

句点破的话，也应该是一句结起全戏的人物关

系网络的核心思想。影片一再出现王家宗谱不

是闲笔，而是有着全片独到的象征意义，它就是

影片之中所有人物的关系所在，这种关系的表

现是可以变得很深刻的。王自亮是一个游走在

人性底线上的主，这里所有关系就可以统统落

在人性底线上层分缕析。

影片对之揭露得太过委婉，应该说这是不

暴露作品主观意图，留给观众更大评论空间的

愿望。殊不知，现实主义如果不加上“批判”二

字，那就只能是叹惋可怜之现实的不如意，而非

真切地批判可恨的现实之不合理。

批判现实主义一般能够达到社会伦理学的

程度，而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能够达到理想主

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人道主义高度在于剖析

人性在现实的龌龊泥淖中的沉沦与救赎，而不

能仅仅停留在苟且和叹息中。

影片在全剧中实际上出现了王自亮和母亲

两个中心，而事件多头演绎，立意也变的隐晦

了，因为价值观没有褒扬也没有批判。

对于观众来说思考要从悬念入手，了解人

物关系要从传奇角度入手，方能心甘情愿地曲

径通幽。但是我们因为看到了这样一个从来没

有过的角度，已经足够感谢编剧和导演。它会

作为这个当下历史的活生生的人性记录、人的

精神状态缩影而且多层窘境下的人间故事，而

让一次观影不会浅薄：我们能够用更多的社会

体验去补充对于影片的理解，人们是否正带着

人性恶的深重病症，在苟活之中踽踽独行？

2020年美国电影创作观察
■文/徐立虹

《火山》：理想国的朝暮人间
■文/王笑楠

在桃花源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具体来说，在人人向往、有着“下关风、上

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梦幻大理，如织的游

客是否改变了当地人古朴安静的田园生活？

土著青年是否也面临走出去的诱惑？慕名而

来的艺术家和都市精英们能否找到长留下来

的动力？在新作《火山》中，导演张杨将镜头对

准了自己居住多年的大理双廊，用纪实手法试

图还原出他所熟悉的那个理想国的朝朝暮暮。

主题：日常、平衡、比照

影片主要有三条人物线索。一是从上海

移居大理的艺术家沈老师一家人，他们住在一

个安静的山头上，沈老师搞创作，妻子秋秋孕

育着新生命，大女儿莺莺一边在家学习一边经

营网店。二是向沈老师拜师学艺的当地小伙

子定龙，他结识了杭州女孩徐琳并坠入爱河，

但是两个人却在婚姻问题上有了分歧。三是

当地白族老太太群像，她们来画社跟着沈老师

创作农民画，回到双廊镇依然是赶集做活、看

娃拜佛、修修房子、搞搞农家乐。

影片没有很强的情节性，大量呈现的是人

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片段，在波澜不惊

中记录了双廊镇的一年四季，大理当地白族保

留完好的传统生活习俗和礼仪贯穿在叙述的

过程中。如果说张杨导演的前作《冈仁波齐》

是以日常之轻击信仰、生死这样的宏大主题之

重，那么在《火山》里，似乎没有那么宏大的主

题，而只是日常。在日常体验中，带出了逃离

都市还是逃回都市，异乡人与新土著，如何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以及更深层面的，如何获得

内心的自由和归属等重大命题。

因为日常感，我们发现世外桃源般的大理

双廊才不是一个乌托邦，而充满了烟火气。沈

老师一家人在优雅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当地古

朴醇厚的劳作之间求取平衡，一边是古典音乐

和高雅画室，另一边艺术家也要给婴儿洗澡、

照蓝光，调解母女之间的小矛盾；即便他们深

居山林，独享一栋别墅，还要依靠当地乡亲帮

忙收发快递，购买颜料画具，经营网店生意。

弟子定龙在艺术创作和见众生的抉择中经历

成长，他和女友在结不结婚、拍不拍婚纱照、婚

后在哪里生活等问题上从激烈争执到无奈妥

协。画社的白族老太太年高者已近九旬，她们

看似可以在田园牧歌中颐养天年，但却仍需通

过作画获取对抗俗务的自由感和自我实现的

价值感。

影片中存在多重对比，外来人和本地人，

汉族与白族，留下来的和离开的，以及他们所

代表的都市与田园，现代与传统，快节奏与慢

生活等生活方式及理念的差别。导演的记录

和呈现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心态，但这种比

照本身也为观众寻找答案提供了一些线索。

比如，片中大量展现了白族婚丧嫁娶等风俗，

白族是受汉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民族，很多习

俗礼仪在汉族已经失传，在白族还非常完整地

保存着。当地葬礼有一个仪式，乡亲父老可以

通过在孝子身上踹一脚来表达对其是否孝顺

的评价，这在汉族已经不多见了，所谓礼失求

诸野。还有留下来的新移民和“逃离”的土著，

定龙在先成家还是先立业的问题上征求师父

的建议，师父告诉他艺术创作不能脱离生活，

他也以师父为榜样劝说女友来双廊定居，但女

友认为沈老师段位太高，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

的，所以二人只得选择更为务实的城市生活。

创作：生活的质感与逻辑的真实

浓郁的生活气息，来自对生活之“真”的执

着探寻。《火山》与《冈仁波齐》相似，并非严格

意义上的纪录片，导演张杨自己解释说，他一

直把它当成一个纪录和剧情之间的东西。事

实上，《火山》中定龙的情节线是事发一年后由

人物搬演了自己的生活，这种做法在早期纪录

电影当中十分常见，例如弗拉哈迪和格里尔逊

的作品。德国著名纪录电影导演埃尔文·莱塞

说过，较之“纪录电影”，我宁可用“非虚构影

片”这个词，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这类影片

不是人为创作的，剧中人也不是演员扮演的，

他们有自己的名字，真实可信。

张杨在创作谈中也说过，《火山》就是由双

廊镇伙山村的村民集体“出演”的。无论是剧

情片还是纪录片，张杨一直在探索去捕捉那种

转瞬即逝的、最真实的生活质感：“我们有时候

写电影的目的性都太强，所有台词都是很紧密

的。但是在生活中，很多大段的对话，其实逻

辑是跳跃的、混乱的，有时候语言是前后互相

交叉的不搭的，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喜欢这种质

感的状态，就是反常规化的叙事逻辑，而恢复

到生活本真的状态。”

《火山》的画面是平静而克制的，但却带给

我们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于秀丽

如画的自然风光，更来自于这种环境中日常上

演的一次又一次吃大饭、拉家常。张杨长时间

居住在大理和双廊，从各个角度看到、感受到

了这种震撼，所以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并且，

因为与被拍摄对象的熟悉，不论是沈老师一

家、画社阿姨们，还是当地的白族村民，“演员”

对导演给予充分信任，从而能够较为自然地

“出演”。

《火山》突出的形式特征，灵感就来自于农

民画。全片使用正方形画幅、固定镜头，加上

精巧的画框构图和绚丽的色调，使很多镜头都

如同一幅画作。而农民画就取材于身边的生

活场景，赶集买鱼唱鱼调，农历新年“迎本主”，

红白喜事，春耕秋收。片中多次出现从农民画

“还原”出的现实画面，为此影片还专门调高了

色彩饱和度，让人能够切身感受到画从生活中

来，电影到生活里去。

特定的画框视点，配合大量固定镜头、单

一机位、广角镜头和全景景别等拍摄手法，从

而让影片在主观化的客观呈现基础上，提供了

较大的解读空间。单一固定机位其实有一定

主观性，镜头对准哪里，观众就只能看哪里，有

时候说话的人都没有出现在画框当中，只能靠

观众自己脑补。但因为完全取消了推拉摇移，

又给观众较大的自由度，没有一个焦点的限

制，不强制带入，加上多采用20-25MM广角镜

头全景拍摄，从而保证画框内的大部分细节都

能够清晰呈现。影片中，沈老师一家从未解释

移居此地的原因，也未交代子女教育等问题如

何解决，我们能看到的仅是他们安宁和谐的生

活画面。正如当弟子定龙苦于无法说服徐琳

婚后定居双廊，沈老师给出的建议是，请徐琳

来双廊生活一段时间，好好感受一下。我们没

有在片中看到双廊的魔力在徐琳身上产生作

用，但却可以从这些充满细节的生活片段中得

出自己的判断。

影片结尾，定龙给沈老师的新作品拍摄

时，沈老师特意叮嘱，不要透视。而农民画的

布局结构也是所谓的“散点透视”，没有一个确

定的焦点。这或许是我们观看《火山》的一种

方式。

作者：回到原点和初心

张杨曾说“云南是我的新家乡”，对云南、

对大理，张杨有一份浓厚的情结。1998年张杨

从北京来到大理，先是旅居，然后长住。云南

大理作为张杨的创作基地和灵感来源，他一直

想用电影影像去勾勒一个朴素的大理，一个不

只是被世外桃源、风花雪月等标签符号化的大

理。《火山》，与另外两部同期拍摄的影片《大理

的声音》、《猫猫果考试记》一起构成了张杨的

“大理三部曲”。

王小帅导演在一次映后谈中说，张杨曾经

获得过商业上的成功、也拿过国际大奖，现在

回到大理，在他生活的地方，踏踏实实地去把

他的感受拍出来，甚至用纪录片的形式，这就

是创作者的初心。在张杨20年的迁徙图里，在

“大理三部曲”的镜头里，你可以据此勾勒一个

古城和海景房之外的完整的大理。

2020 年美国电影继续延续上一年的政治

化创作倾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平权运动引发种族议题影片创作激增，

众多新老导演纷纷声援国内抗议活动并直接

推动了好莱坞向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转型。女

性导演拍摄电影数量创历史新高，并斩获重要

国际影展奖项。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电影业

陷入困境，票房损失数十亿美元，是自1998年

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虚拟技术、云端技术及电

影发行PVOD商业模式被广泛推广，成为“后

疫情时代”美国电影积极自救的替代性方案。

社会撕裂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力作

2020年，不仅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

凭借其对个体存在经验的诗意书写获得了诺

贝尔文学奖，美国电影也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

收获颇丰。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影片当属华裔

导演赵婷荣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

《无依之地》和伊丽莎·希特曼荣获第70届柏林

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大奖的《从不，很少，有

时，总是》。不论是因失业陷入贫困而选择游

牧生活的年老白人女性，还是为了堕胎从宾夕

法尼亚州小镇远赴纽约的坚韧少女，都体现了

两位敏锐而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导演对当代美

国社会女性群体生存境遇的关注。

虽然《无依之地》和《从不，很少，有时，

总是》在表面上规避了公开的政治色彩，但

是当前美国的政治环境却不可避免地作为

现实生活的底色被呈现出来，并实际构成了

女主人公们的行为动机。前者改编自杰西

卡·布鲁德的同名非虚构作品，2008 年金融

崩溃造成的社会巨大断层使得弗恩们上路，

以致于有评论者将其与约翰·福特反映 20 世

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的《愤怒的葡

萄》进行类比。后者则暗示了美国医疗体系

的失败和女权危机，是“一部政治意义与其

对人性的浓厚兴趣相结合的电影”。

90岁的老导演怀斯曼的第45部作品《波士

顿市政厅》是本年度的一部重要纪录片，通过

对波士顿民主行政组织的精准审视和对波士

顿市长、民主党人马蒂·沃尔什坚持多样性、包

容性社区理念的赞同，怀斯曼成功完成了一次

“反特朗普政治的实践”。

种族议题影片激增

5月，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

事件引发的BLM平权运动席卷全美，一系列的

示威游行、推倒雕像及正名运动将美国社会长

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以空前激化

的形式暴露出来。因此继2019年以反对当下

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颁奖倾向，2020年

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及《纽约时报》年

度书单作品分别颁给了讲述华裔演员努力打

破好莱坞刻板印象的《唐人街内部》（华裔作家

游朝凯）、以种族隔离法律吉姆·克劳法案盛行

为背景，描写劳改学校虐待黑人少年的《尼克

尔少年》（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和讲述

美墨边境移民危机的《失踪儿童档案》（墨西哥

作家瓦莱丽亚·路易塞利）。

在电影界，艾伦·索金、斯派克·李、雷吉

娜·金和卡米拉·福布斯等人也纷纷携新片发

声。《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誓血五人组》、《迈

阿密的一夜》巧妙地以古鉴今，《在世界与我之

间》通过对塔那西斯·科茨获得美国国家图书

奖同名书信体作品的创造性改编，表达了创作

者们对当今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鲜明立场。

其中艾伦·索金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以1968

年反越战和平抗议的七名组织者被当局出于

政治目的进行审判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并将焦

点聚焦在警察暴行和种族不公正上，直接影射

了2020年的当下政治时刻。艾伦·索金也明确

表示“我从来不希望这部电影是关于 1968 年

的”。为此，影片还有意味地选择了在总统大

选前的 10 月 16 日上线 Netflix，使这部反映了

“美国的所有冲突”的影片成为了反特朗普当

选的有效助力。

斯派克·李的《誓血五人组》则关注黑人群

体在越南战争中的创伤，并“对美国的过去和未

来进行了激烈的反思”。雷吉娜·金的《迈阿密

的一夜》改编自肯普·鲍尔斯的舞台剧，讲述了

拳王阿里、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歌

手山姆·库克和橄榄球星吉姆·布朗在1964年2

月25日夜关于种族不平等等论题的对话，并与

当今的美国社会现状形成了深刻的指涉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7月在Disney+上线的百老

汇名剧《汉密尔顿》，作为一部讲述移民通过努

力成为美国国父的奥巴马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作品，在四年后BLM运动的大背景下引发了美

国国内关于其“是否过时？”的激烈争论。随着

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等人因

被指种族歧视而被推倒雕像，《汉密尔顿》开始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重新评估，如

罗格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莱拉·蒙泰罗就认

为：“《汉密尔顿》讲述了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国

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历史话语的重新评

估促使好莱坞开始审视自身，重要的电影公司

都立即发表声明支持黑人运动并承诺将创造

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环境。《乱世佳人》

被从HBO Max内容库中移除，美国电影艺术

与科学学院也宣布将制定一个旨在推动多样

化的奥斯卡金像奖入选提名标准……而这一

系列的动向不仅仅是社会形势使然，也关乎到

好莱坞的经济利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

10月份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称缺乏包容

性将会导致每部电影损失1.3亿美元，种种迹

象均表明变革单一的白人至上主义价值观、提

供族裔平等的行业生态环境将是未来的大势

所趋。 （下转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