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连子

息侯与楚庄的同路殊归
!!!读史札记之四

柳 岸

息侯与楚庄王! 这两个人看起来似

乎并无关联" 其实!还真有联系!楚庄王

是楚文王的曾孙!而楚文王后!正是息侯

夫人
!

息妫#" 是否可以把息侯看作楚庄

王的表曾祖父呢" 我之所以把他们联系

在一起!并不是因为这种$亲戚%关系!而

是他们遭遇了同样的事件! 也就是我说

的$同路%& 究竟是什么事件呢' 就是$酒

后乱性%&同样的事件!不同的方式处理!

不但折射出了他们智慧的高低! 而且结

果天壤之别!这便是我所谓的$殊归%&同

样是面对$酒后乱性%!息侯成了灭国之

君!而楚庄王成了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

这个霸主!不像宋襄公!徒有虚名!而是

名至实归的霸主&

息夫人!美名远播!传诵至今& 历史

上有很多咏叹她的诗! 我本人还为她写

了传()公子桃花*+" 息侯娶了这样一个

美丽的夫人!应是他的造化" 后来之所

以出了这样的事儿!大概是他不配有这

样的造化吧" 美丽的息侯夫人是陈国的

女公子!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

嫁给了蔡侯献舞! 妹妹嫁给了周慧王"

息夫人出嫁后回陈国归宁! 路过蔡国!

蔡侯以姐夫的身份设宴招待她" 蔡侯对

息夫人的美貌倾慕不已! 早已心系!所

以导致宴会上把持不住! 丑态毕露!轻

辱了息夫人" 息侯知道之后!非常生气!

可息国又打不过蔡国!他就动用了所有

的才智! 想了一条自认为得意的妙计!

就是请楚国帮他出气" 他来到楚国!挑

拨楚国与蔡国的关系! 告诉楚文王!如

果楚国想教训蔡侯的话!就佯装攻打息

国 !息国请求蔡国支援 !而后再活捉蔡

侯" 楚文王正想挺进中原!找不到合适

的理由!息侯正挠到他的痒处" 于是!楚

国大军直进息国! 息国向蔡国求援!蔡

侯果然上了圈套!被掳到了楚国" 蔡侯

被掳 !楚文王本想杀掉他 !被楚国的大

夫鬻拳刀谏!才留下性命" 当然!按照当

时的规制 !楚文王既然不杀蔡侯 !就要

以国君之礼享宴!放他回国" 楚文王是

个爱张扬的主儿! 他在享宴蔡侯时!把

后宫最美的女子 ! 都使出来给蔡侯进

酒 !向蔡侯夸耀 !看看我楚国的美女怎

么样' 这时蔡侯知道是息侯陷害他!也

想了一条更毒的计谋!报复息侯" 他说!

君王后宫的女子确实很美啊!但是不及

息夫人的万分之一!天下最美的女子是

息夫人" 他知道楚文王好色!才故意这

样说的" 果然!楚文王说!那息夫人究竟

怎么个美法儿' 蔡侯说,口不能述!语不

能达" 楚文王叹道,孤若能见一见息夫

人!死也值了" 蔡侯趁机说!以君王现在

的实力!别说是息夫人!就是想要宋国-

齐国的美女!又有何难呢'息国已经归顺

于您! 见一下息夫人不是很简单的事儿

吗'

自此!楚文王便惦记上了息夫人!两

年之后!以巡方为由!到了息国!见到了

息夫人&楚文王见到息夫人!就英雄气短

了! 他才明白蔡侯为什么酒后乱性' 于

是!他灭掉了息国!带走了息夫人&.引狼

入室/就是说息侯的& 从此!息夫人变成

了楚王后&

息侯-蔡侯这两个小心眼的男人!就

是这样因为.酒后乱性%!互相算计!结果

息国灭亡了!蔡侯被囚死楚国!蔡国由此

而衰败&

再看楚庄王是怎么处理.酒后乱性%

的&

楚庄王经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

后!野心勃勃!侵吞中原!还到了洛阳王

城郊外问鼎轻重&不想!回来时遭遇了令

尹斗越椒叛乱&这次叛乱!楚庄王不但差

一点丢了王位!还差点丢了性命&楚庄平

乱之后!非常高兴!大宴群臣& 君臣们兴

致很高!从白天一直喝到晚上&楚庄为了

与臣工同乐! 让自己最爱的妃子许姬出

来敬酒& 夜幕降临!宴会大厅烛火通明!

轻歌曼舞& 美人美酒!酣畅淋漓!群情鼎

沸!不拘于礼&忽然!一阵风刮进大厅!扑

灭了所有的蜡烛&大厅里顿时一片漆黑!

许姬正在为人斟酒! 不想有一个人趁着

黑灯瞎火之际!拉住她的袖子!去捏她的

手&许姬倒也厉害!顺手把那人帽子上的

缨子揪了下来& 她快步来到楚庄王跟前

告状!央求楚庄王命人点烛!她手里有这

个人的帽缨!一看就知道是谁调戏她&

调戏君王的宠妃! 无疑是对君王的

羞侮!是大逆不道之罪!要杀头的& 这时

的楚庄王!非但没有听从许姬之言!而且

还高声喊道,切莫点烛0寡人今日要与诸

卿开怀畅饮!为了尽兴!大家统统把帽子

上的缨子摘掉!不摘掉!就是不尽兴& 确

定群臣都把帽缨摘掉之后! 楚庄王才嘱

咐点烛& 楚庄王和许姬都无从知道拉袖

子的是谁& 散席后! 许姬责怪起楚庄王

来&楚庄王笑道,寡人请文武百官是来喝

庆功酒的!大家喝得高兴!男人在酒醉后

出现点狂态!又有什么奇怪呢'如果寡人

按你说的把那人查出来!必然杀头!这样

显示了你的贞节!却让群臣不欢而散!也

就失去了宴会的意义& 群臣都会说我胸

怀和度量太小!轻将军!重女色!谁还会

为我拼死效劳呢'

后来!楚国与郑国交战时!前部主帅

的副将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当先

锋!为大军开路&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使楚军进展顺利&楚庄王问他!寡人对你

并没有过分的恩宠! 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呢' 唐狡磕头答道,上次.绝缨会/上!去

拉美人手的便是我呀0 蒙大王昔日不杀

之恩!末将今日才舍命相报啊0楚庄王知

道之后!要厚赏唐狡& 唐狡却红着脸说,

大王只要不治我的罪! 末将已感激不尽

了0 如果您赏赐臣!是纵臣犯逆& 唐狡由

此逃遁&

同样是君主! 同样面对自己心爱的

女人受到.酒后乱性/的轻辱& 息侯以一

个小男人的胸怀!私谋个人恩怨!结果家

国破碎!由一个国君!沦为亡国草民& 楚

庄王却巧智宽宥!把.平安宴/开成了.绝

缨会/!由一个三年不语的雏王!成为一

代霸主& 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同&

.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古来有

之&胸怀!真的很重要!成也由它!败也由

它&

!最本土"的电影
!最青春"的风格

!!!电影"我的青春你来过#观后感

吴继峰

近日!本土电影)我的青春你来过*

在淮阳县第一高级中学举行点映式 &

岁月如歌!青春如诗!这部散发着校园

活力与芬芳的作品! 随即在当地引起

强烈反响!赢得好评如潮&

这部与周口有着深厚渊源的电影!

之所以能在众多青春故事题材的电影

中赢得观众脱颖而出! 正是因为影片

本身具备了 .最本土 /的吸引和 .最青

春/的张扬&

说它.最本土/!是因为影片有很多

.周口元素/&这部戏的剧本改编自青年

军旅女作家宋启的处女作111中篇小

说)十六岁的生命册*& 宋启是周口人!

"#

后&

$#%$

年她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

目前在陆军部某通信站服役& 入伍以

来! 火热的军营生活激发出她文学创

作的天赋! 至今已发表
&

部中篇小说&

)十六岁的生命册*首发)中国作家*!后

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她也和)建国

大业*-)离开雷锋的日子*)突出重围*

等作品的作者一道获得第四届中国作

家 .剑门关文学奖%& 该剧的导演连子

是淮阳县大连乡人! 毕业于四川音乐

学院歌剧专业 !为追 .电影梦 %漂泊北

京!历尽艰辛!痴心不改&

$'%%

年!他拍

摄短片)衣锦还乡*)家的感觉*在全国

掀起短片拍摄热潮&

$'%(

年!他执导的

公益微电影)母爱*荣获.中国首届公益

微电影节.优秀作品奖&同时!该剧全景

均在淮阳县第一高级中学拍摄!部分角

色也由该校师生本色出演&

说它.最青春%!首先是因为它取材

青春& 事实上!在电影)我的青春你来

过*中女一号肖格的身上!有着作家宋

启本人高中时代的影子& 因为宋启曾

隐约透露!)十六岁的生命册*可以看作

是自传体小说& 其次!是因为它的团队

青春& 这部戏的主创团队平均年龄不

到
%)

岁& 编剧宋启是
"'

后& 生于
%"**

年的导演连子则戏称自己抓住了青春

的.尾巴%!算是.准
"'

后%& 当然!还

有更青春的! 饰演女一号的演员李一

君!是
''

后!出演这部电影时!她刚刚

过完
%&

岁的生日& 这位中韩混血女孩

清新靓丽!如出水芙蓉& 她
"

岁曾担任

青岛电视台)小白帆大舞台*栏目主持

人!

$'%%

年作为国际少儿组合.一家一

女孩%的队长亮相星光大道!

%$

岁在电

影)蓝风衣*饰演女一号文君&其他演员

也都主打青春牌!.夏酷哥%陈曦扮演者

郑博元是北京电影学院
$'%+

级表演戏

学生!.冬暖男%张一柯%扮演者汪泽坤

是
$'%%

级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霸道

姐%罗楠扮演者周爽丽-.美胖妞%方欣

欣扮演者李佳媛都是北电在校学生 !

.真学霸%素丽-.假老雕%刘宏磊-.牛角

号%林浩和.马尾刷%安然都是河南淮阳

一高的在校学生&

这部现实青春版的影片!摆脱了以

往.忆青春%的羁绊!走进现实生活!直

面
$'%(

年高考生活! 的确让人眼前一

亮& 影片用诗般的语言叙述了我们最

好的青春!触动了我们心中回忆最美青

春的开关&随着影片在全国各地陆续上

映!将会有更多的观众沉浸其中!慢慢

回到青春世界!回味-思考&让我们一起

期待&

如果说!近年来火热影坛的)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的少女时代*-

)左耳* 等青春题材影片带给人们对青

春满满的回忆!那么!

$'%,

年即将上映

的)我的青春你来过*摆脱.忆青春%羁

绊!走进现实生活!直面
$'%(

年高考!

以女兵宋启为原型讲述发生在身边的

青春故事 !让人耳目一新 !堪称 .最青

春%的青春片&

!最青春"的剧本

.

"'

后青年军旅女作家%宋启是军

旅作家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已先后

发表多部青春和军旅题材的作品!引起

人们的广泛关注&)十六岁的生命册*是

她的处女作!首发)中国作家*!后被)中

华文学选刊*转载&她也和)建国大业*-

)离开雷锋的日子*)突出重围* 等作品

的作者一道获得第四届中国作家.剑门

关文学奖%& 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主人公

肖格就是电影)我的青春你来过*中女

一号的原型&

!最青春"的导演

.

**

年新锐导演 -音乐才子 %连子

执导)我的青春你来过*与当今活跃影

坛的音乐高人文宾联手!巧用如诗如画

的音乐歌舞!唱出最纯青春故事&连子!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歌剧专业! 为追

.电影梦%漂泊北京!历尽艰辛!痴心不

改&

$'%%

年拍摄短片)衣锦还乡*)家的

感觉* 在全国掀起短片拍摄热潮!

$'%+

年独立执导主旋律电影)蓝风衣*!获著

名导演谢飞的大力支持!谢飞导演在发

布会上呼吁 .年轻一代不能只看喜闹

剧%& 该影片荣获国家卫计委优秀文艺

作品-中国人口文化奖- 四川省.五个

一%工程奖!并荣登第四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舞台!受到

观众青睐&

$'%(

年!他执导的公益微电

影)母爱*!荣获.中国首届公益微电影

节%优秀作品奖&

!最青春"的主演

''

后中韩混血女孩李一君! 饰演

.乖乖女%肖格!清新靓丽& 李一君
"

岁

曾担任青岛电视台 )小白帆大舞台*栏

目主持人 !

$'%%

年作为国际少儿组合

.一家一女孩%的队长亮相星光大道!

%$

岁在电影)蓝风衣*饰演女一号文君!出

演电影)我的青春你来过*时!刚刚过完

%&

岁的生日& 虽然肖格文静内秀.乖乖

女% 的形象和生活中的李一君很吻合!

但要把不曾经历过的高考-遇上初恋等

情绪表达到位!的确是对她演技的一次

考验&

!最青春"的团队

主演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

岁 !

.夏酷哥%陈曦扮演者郑博元是北京电

影学院
$'%+

级表演戏学生!.冬暖男%

张一柯扮演者汪泽坤是
$'%%

级中国

传媒大学学生!.霸道姐% 罗楠扮演者

周爽丽-.美胖妞% 方欣欣扮演者李佳

媛是北电在校学生 !.真学霸 % 素丽 -

.假老雕%刘宏磊-.牛角号%林浩和.马

尾刷% 安然由淮阳一高的在校学生本

色出演&

最青春的演员-最青春的导演-最

青春的编剧!将在
$'%,

年为我们带来

三观皆正又接地气的青春校园故事 !

刮起一股新的青春校园风0 展现我们

最真最美的高中时光0 让过来人唤起

无限美好回忆! 让同龄高中生找到许

多心情共鸣! 让众多学弟学妹对即将

到来的青春充满向往& 对出现在你最

美好年华里的那些人!永远感恩铭记!

谢谢你来过我的青春& !网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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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高考学子

王伟

十几年的奋斗

十几年的拼搏

终于迎来了检验

终于要交上答卷

一年年寒来暑往

一季季雪雨风霜

流过多少汗水

咀嚼多少苦涩

都只为这

破蛹成蝶的时刻

带着父母嘱托

带着亲人希望

带着老师期盼

他们即将走上考场

人生之舟

将从这里扬帆起航

前方有鲜花 有掌声

也会有风雨 有阴霾

但不管前途如何

他们都要走过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青春没有失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付出就会有回报

调整心态 轻松上阵

仔细认真 从容答卷

来吧 为他们加油

来吧 为他们祝福

高考

辛欣

孩子要高考了

母亲的心慌了

如树上的枝叶

在流火中徘徊

西风吹 向东跑

南风吹 向北跑

母亲知道

不要问 不能问

每个夜晚

孩子挑灯苦读

母亲的爱在灯光里

在不冷不烫的水杯

小心翼翼

模拟考试

孩子在教室里疾书

母亲在校外踱步

祈祷在煎熬中普度

每个清晨

母亲都和晨曦对话

晨曦呀

请隐藏你多情的光芒

我的孩子

还在熟睡

请你默默地和他一起呼吸

高考

考孩子

高考

烤母亲

!六一"随想
徐萍

$一%

书声琅琅绕耳旁#

往事芬芳随风扬$

%六一&如期洒阳光#

昔日师恩犹难忘$

$二%

琴音悠扬荡心房#

心旷神怡思故乡$

少时学童浮眼前#

而今敬业育栋梁$

电
影
海
报

!最本土"的电影 !最青春"的风格
!!!"我的青春你来过#强势来袭 掀起校园青春旋风

小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