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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收视、热度、口碑一路冲高……《麓

山之歌》破圈甚至爆款了，如同专家赞

叹：“充满熟悉的陌生感，充满惊奇的意

外感。”

这似乎也意味着，多年来，工业题

材，现实主义，主旋律……这些在观众

之间横亘的所谓“语境壁垒”，也是很多

创作者自设的心理壁垒。

用好用好““的地得的地得””
大家都快乐大家都快乐

罗筱晓

最近，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胡金牛的“自嘲式”简

历走红网络。这其中有个有趣的细节：虽然胡教授研究的理

论、开展的研究对大多数人来说犹如天书，但不少网友却从简

历中挑出了教授的一个错误——在描述自己的某一研究方向

“目前火得一塌糊涂”时，胡金牛写成了“目前火的一塌糊涂”。

无独有偶，不久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引发关注的电影《妈

妈！》近日上映。据部分观众反映，影片字幕里好几处该用

“地”或“得”的地方都用成了“的”，让人瞬间出戏。

结构助词“的地得”错用不是偶发现象。只要稍加留意，

在网络大 V发布的文字动态中，在产品广告文案中，在影视剧

字幕中，甚至在公开发表的报刊书籍中，都能发现各种“的地

得”不分的例子。

就个人而言，作为中文系毕业生和文字工作者，每见到 3

个本该各司其职的助词被混用一次，我的心里就会不自主地

感到膈应一次。好玩的是，因为“的地得”错用而有不适感的

并不只是像我这样必须咬文嚼字的人。去年 8 月，一个名为

“的地得警队”的小组在豆瓣网成立。小组成员自称“警员”，

在生活中发现错用现象后组内发布并纠错，则被称为“出

警”。截至目前，这一小组已有成员 2.6万余人。

有人较真，就有人反对。在习惯并支持混用“的地得”的

人看来，在社交对话和有上下文关联的语境中，用哪一个“de”

并不会影响信息的传达和理解，秉承简洁的原则，何必非要分

开使用？

这样的观点很像是在为偷懒和学艺不精找理由。不必从

专业的角度掰扯语法知识，只要有义务教育学历再加上一点

母语语感，绝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到“艰难的决定”和“艰难地决

定”强调和表达的语义并不相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网

友甚至举例说，卖同样的西瓜，“甜得舍不得卖”和“甜的舍不

得卖”的广告效果估计要相差好几倍。

“的地得警队”小组介绍的第一句话是“天下苦乱用的地

得久已”。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的地得”都被用在正确

的位置，但若是放任甚至鼓励它们随意被混用，除了造成信息

被误读，也会对正在掌握中文的下一代造成不利影响。试想

小学语文老师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教学生区分结构助词用法，

转眼一部电影一本童书又把三个字混为一谈，孩子们想“走正

道”都挺难。

如此下去，文字规范会受到伤害，中文独有的表达魅力也

会受到伤害。

近年来常被错用的汉字并不只有“的地得”。有人“在”

“再”通用，有人“做”“作”不分；范围再宽一些，各类网络用语

的风行也引起过“不这样就不会说话”的讨论。尼采认为，我

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互联网时代，即时

沟通让书写变得碎片化，碎片化的思维和错误的文字表达也

被允许存在。我们当然不能再回到出门在外报平安也要仔细

酝酿写封信的年代，但若是任何时候都把快速、简洁作为交流

的最大追求，那么对文字的尊重将会一减再减。

到最后，不仅优秀的中文写作会变得稀少，作为中国文化

重要表现形式的汉字的魅力，恐怕也会大打折扣。

话说回来，在表情符号都能成为“呈堂证供”的现在，谁又能

保证“的地得”的使用不会影响到一起纠纷、一个案件的走向呢？

从这个最实用的角度看，用好“的地得”，大家都快乐。

沉浸式体验中国古代书房
近日，北京市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内，游客正在欣

赏“照见天地心”展览。此次展览以中国书房的意涵与物
象为主题，旨在探讨和阐释中国书房的文化内核以及如
何赋予“书房”这一意象以时代精神的问题。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展品涵盖书画、器物、家具等
类别，包括郭熙、文天祥、米芾、米友仁等名家名作，展品
时间跨度从西周至明清，系统性地呈现了传承中的中国
书房。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日，故宫也将陆
续推出多种线上观展窗口，为观众提供便捷观展渠道。

本报实习生 王芊艺 摄

《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孙怡 郑丽）日前，《秦皇

岛市山海关古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要求，古城应当整体保护，保护各类文化遗产，保

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擅自改变与其相互依

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要求传统风貌建筑的维护修缮遵循不

改变传统风貌特色原则，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结构、材料进

行修复，不得改变传统风貌建筑外观特色和院落格局。在山

海关古城从事建设活动，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

整性，不得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不得随意拆除体现城市特定

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凝聚社会公众情感的既有建

筑，不得对古城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条例》规定，山海关区应制定古城民居管理办法，编制古

城传统民居风貌导则，强化居住吸引力，延续古城居住功能，

保持古城生活真实性和整体活力。

目前，山海关区已成立了山海关古城管理委员会，负责对

加快古城繁荣发展的统一指导。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国家文物局在

京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通报内蒙古呼和浩

特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遗址、山西兴县碧村

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都书院街

商代墓地等 4项重要考古成果。

此次会议聚焦史前文明化进程与夏商文

化研究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进展。

后城咀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

发 现 规 模 最 大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石 城 遗

址，2021 年以来重点发掘了石城最外重防

御体系，包括外环壕、外瓮城、马面、台基等

组成部分。其中外瓮城下面发现 2 条地下

通道，兼具进攻、防御双重功能，进一步揭

露了后城咀石城复杂完备的城防体系，为

研究北方地区史前城市防御体系提供了新

的线索，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演进的生动

实物例证。

碧村遗址年代距今 4000年至 3700年，是

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

大型石城聚落。考古工作揭示出了城墙圪垛

地点由“品”字型墩台构成的东城门遗址，该

处城防设施规模宏大、结构规整，显示了河套

地区石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东城门

遗址和已发现的小玉梁地点核心建筑区、石

门墕地点城防设施遗迹共同组成了碧村遗址

的聚落结构，凸显了碧村遗址控制晋陕高原

交通要道的重要战略位置。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多

网格式城市布局，2021 年以来考古工作陆续

揭露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遗

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

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

工作坊，祭祀区以西发现有二里头文化大型

居址及高规格墓葬，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

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

题的重要线索。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是一处商代中

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考古发现 2
条壕沟与 25座墓葬，其中 2号墓（M2）是郑州

商城目前发现的陪葬品

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

等级最高的墓葬，出土

青铜礼器、兵器以及玉

器、金器、贝币、镶嵌绿

松石的牌饰等各类器物

200 余件，进一步丰富

了商代中期文化内容和

郑州商城聚落结构布局

的内涵。其中最被关注

的是一件被掩埋数千年

依 然 金 光 闪 耀 的 金 覆

面 ，覆 盖 在 墓 主 人 脸

上。据测量，金覆面长

18.3 厘米、宽 14.5 厘米，

重 约 40 克 ，含 金 量

88%。这是全国所有商

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金覆面，也是唯一一个

金覆面。墓中大量使用黄金随葬的现象，也

是首次发现。

此次通报的 4 项重要成果，展现了中国

史前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

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聚焦史前文明化进程与夏商文化研究 “考古中国”发布 4项重要成果

二里头发现高规格墓葬 郑州商都遗址出土金覆面

感受恐龙时代

9月 20日，由北京自然博物馆与内
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共同主办的

“龙行戈壁——内蒙古白垩纪恐龙展”在
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聚焦 20世纪 80年代发现于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白垩纪代表性恐龙
化石。这些在内蒙古戈壁盆地和二连盆
地陆续发现的爬行动物化石，填补了古
脊椎动物学和演化生物学等领域的空
白，生动讲解了白垩纪中国北方恐龙群
的演化历程和物种多样性。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发现的金覆面。 国家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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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剧工业剧《《麓山之歌麓山之歌》》厚植厚植““工基因工基因””火爆出圈火爆出圈

““是时候让年轻人重新认识是时候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三工三工’’，，重新热爱工业了重新热爱工业了””

本报记者 方大丰 王鑫

“将主题表达凝练为一句话，就是‘咱们

工人有力量，更有知识’。”

高频次接受采访，毛卫宁每次都会说出

这句话。让冷题材热起来，让硬主题“软着

陆”，不只是毛卫宁一个人的理想。“现在一说

‘大厂’，大家想到的是一些互联网企业，其实

我们忘了传统意义上那些有着上万工人的大

厂。”编剧王成刚说。

《麓山之歌》播出前一天剧名还叫《重中

之重》，主创团队的硬核初心一直很真切，甚

至急切。但恰如剧名的蜕变，他们也一直在

梳理工业与公众、工厂与人间烟火等等各种

关系，试图在“共情”中把工业之美渗透到人

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里。

来得正是时候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已经发生，

而且就发生在年轻人的身边，但年轻人仍然

在逃离工厂。

“现在中国的工业和工厂，已经超出了观

众的想象。”在工程机械之都长沙那些充满

科技感的企业采风和体验，《麓山之歌》主创

团队震撼了团队震撼了。。

再次接受再次接受““命题作文命题作文””的总导演毛卫宁说的总导演毛卫宁说

道道：：““变化太惊人了变化太惊人了，，是时候告诉年轻人这些是时候告诉年轻人这些

巨变了巨变了。。””在接受在接受《《工人日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采访时，，他他

还特别强调还特别强调，，有必要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有必要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三三

工工””，，重新热爱工业重新热爱工业。。

““重中之重重中之重，，还是人还是人。。””毛卫宁和主创团队毛卫宁和主创团队

非常精准地探及工业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相通

之处，并坚持以“工业精神为内核”进行创作，

在人与机器相处的真实场景中演绎戏剧性。

“把宏大命题落入细节现实，考验的是创作者

对生活的洞察，以及在戏剧中重现这种生活的

具体能力。”近年来屡屡在“命题作文”中破圈、

爆款，毛卫宁的这种深刻感悟，其实也给“命题

方”极大的启发：落实落地新型工业化战略，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乃至企业家

精神，既需要硬举措，还需要软实力。

因此，令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部

献礼剧、主题剧的出品方阵中，不仅有宣传主

管部门，还有工会组织。

共情发生了

工业题材在大众文化场域和影视创作中

的长期缺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工业、工厂

和工人因不了解而更加陌生。

工业与公众的“心理隔离”，看起来是一

种文化现象，落进经济发展的现实，还加剧了

工业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底层困惑——

“工业基因”的缺少，使得工厂越需要年轻人，

他们离工厂、离机器越远。

专家、学者从艺术上、技术上对《麓山之

歌》进行了各种褒扬和解读，但主创群体在创

作中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上述困惑。每个人都

想通过传递一份感动，去激发人们对“工业文

明”的亲近和热爱。

““一个机械手臂伸到上百米一个机械手臂伸到上百米，，似乎像中国似乎像中国

人举起的手臂人举起的手臂，，告诉世界这是中国的告诉世界这是中国的，，我还是我还是

很感动的很感动的。。””男主角卫丞的饰演者杨烁男主角卫丞的饰演者杨烁““代入代入

感感””很深很深，，并试图更多地并试图更多地““表现我的焦虑表现我的焦虑””，，他他

认为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还可以更好中国的制造业还可以更好，，可以培养可以培养

出更多优秀的工程师出更多优秀的工程师，，有技术含量有技术含量、、知识储备知识储备

的工人的工人。。””

装备制造业在长沙崛起，是中国工业、企

业家和工人迎接新工业革命机遇与挑战的一

个缩影。借《麓山之歌》真诚切入其中，毛卫

宁等主创团队都说触摸到了一段工业“创业

史”以及“心灵史”。乃至于，入戏很深的演员

还感叹，长沙“这个城市，每个人像追着太阳

的向日葵一样，工人也是”。

久违的工业精神与大众心理产生了共

鸣，共情发生了，众多观众在现代工业美学和

社会烟火气中找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片尾

在主演们一声声“师傅”的呼唤声中，包括“七

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等劳模、大国工匠、技

能大师纷纷亮相。这种近乎直白的“抒情”，

乃至于被观众接受并大赞“走心”。

工业是有温度的

艺术从来离不开生活。编剧王成刚在创

作中始终持有“批判精神”，坚信工业、工厂和

工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公众生活

和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工人是非常受社会

尊重的……”影视剧中很难看到蓝领工人成为

主角的戏，让王成刚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参天

大树之所以繁茂，关键在于根，工业的根就是

工人工人，，工人不被尊重工人不被尊重，，工业是没有根的工业是没有根的。。””

很可能很可能，，这句话不仅会是这句话不仅会是““工业题材剧工业题材剧””

再出发的底层逻辑再出发的底层逻辑，，还将是值得各界深入反还将是值得各界深入反

思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的一把思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的一把““钥匙钥匙””。。

数十年改革开放孕育数十年改革开放孕育、、积淀的中国工业积淀的中国工业

精神精神，，与一种被主创人员敏锐捕捉到的与一种被主创人员敏锐捕捉到的称之称之

为为““命运感命运感””的特质的特质 个人命运与企业兴衰个人命运与企业兴衰

深入骨髓地融为一体。《麓山之歌》努力传达

这种“命运感”，比如，很多演员都在与世界级

装备制造工厂顶尖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技能

工人面对面交流中，触摸到了所谓“使命感”

“责任感”乃至“家国情怀”。

“工业不仅仅是有温度的，也是浪漫的。”

杨烁描述，在智能化厂房的拍摄现场，两个机

器，一个机器上全是摄像头，对着一块钢板反

复看，吊起来，放回去，他觉得特别浪漫。“那种

凝视像是一对情侣，那么专注。”他进一步捕

捉到了工业现场“人与机器”的情感互动——

第一次拍81米的臂架泵车，“当它升起来，（与

它）对视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人与机器的深情凝视，不啻为《麓山之

歌》主创者的“诗意”发现。工业文明以及工

业精神的底色，其实都在这种深情和真挚的

凝视中，以此展开的“工业题材”艺术创作也

必然会充满生动性和丰富性。

与毛卫宁的采访，围绕“功夫在戏外”展

开。

记者注意到，《麓山之歌》很艺术地贡献了

对新机器革命时代观察工业、工厂、工人转型

升级的“洞见”：智能化升级远不止技术升级，

员工需要协同进步，而成功的企业都不惜花费

时间和成本“等待”员工成长之后的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