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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背景：

笔者写下这个
标题，就感觉进入
了某种套路情节，
把遏制校园暴力纳
入“ 重 要 议 事 日
程”，会不会让有关
部门的“重要议事
日程”太多，从而危
害到那些真正重要
的事业？但无论怎
样说，笔者都以为，
如果有关部门还停留在将校园暴力看成是
学校自己的事，有关部门不过是在帮学校或
教育部门擦屁股的话，那校园暴力与校园霸
凌就永远消失不了。

问问身边的学生或问问读书年辰较长
的成年人，有多少没遭遇或没看见过校园暴
力的？笔者想这比例应该不会太高。至于
闹成像泸县这样全球皆知的媒体事件，完全
是泸县有关方面处置不当而造成的。所以
绝大多数校园暴力事件都被各级各类学校
强有力的工作方式给按平了，这其中，自然
也少不了有关部门的辛苦付出。

但从笔者所知的一些校园暴力或更为
血腥的事件看，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学校
本身，对校园暴力的处置，大多都处于“就事
论事”、“平事息人”的水平，并未对频发的校
园暴力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更未见除了
思想政治教育外，采用过何种有效的遏制措
施。甚至在媒体上也难以见到有关校园暴
力的研讨性文章。或许，这同样是有关方面
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毕竟，“校园暴力”四
个字出现频率太高，对我们是一种“抹黑”。

就以上两个“校园暴力”案例以及当下
“校园暴力”的一般表现及后续情形而言，无
论各级各类学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都不
可能独力承担“校园暴力”的后果了，事实上
或逻辑上，本也不应该由学校来“独力”承
担。“校园暴力”，主要是指校园内外学生与
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从这一概念出发，“校
园暴力”至少涉及到学校、家长、法律等三个
环节，三个环节的事，凭学校单方面又怎么
可能处理得好？近年各地都建有警校联系
制度，客观地说那个制度在阻挡校外人员非
法入校时有些作用，但在处理学校内部的暴
力事件时，不但没多少作为，反而成了学校
以维稳之名掩盖事实真相的媒介。

因此，从现实层面看，“校园暴力”频
发，可以理解为法律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
并未取得一致，碍于一些约定俗成之见，以
及从办案须讲经济效益来看，校园暴力在
法律部门看来不过是鸡毛蒜皮之事，哪怕
是酿成流血事件甚至是死亡事件，主要当
事者也不是法律部门而是教育部门，且不
说法律部门可以在旁看笑话，法律部门事
后及时出动，还可以收到来自教育部门的
感谢。当然这也不能怪法律部门，只要学
校有事警察就进入校园调查，教育部门也
会不高兴的。因为华国有个传统，穿制服
吃公饭的人上门，是小事也变成了大事，确
实不利于学校正常秩序。

从更高的层面甚至“形而上”的层面看，
就是我们的理念与意识问题了，譬如，有关
部门是否把学校想得过于纯粹、简单与浪
漫，认为学校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是一个安
心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或学生皆为未成年
人，屁大的孩子，哪会有什么暴力出现？

其实，笔者以为，我们作为“后进”国家，
正走在现代化路上。而走在我们前面的国
家，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包括如何治
理“校园暴力”，只要谦虚一点，完全可以借
他山之石的。如果我们出于“公心”考虑多
一点点的话，如果我们出于“部门利益”或

“个人私利”考虑少一点点的话，“校园暴力”
真心不难解决。

四川泸县官方通报：2017 年 4 月 1 日，
泸县太伏中学学生赵某死亡事件发生后，
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尸表检验和调查走
访，赵某操作条例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
除他人加害死亡。但此官方通报并未获得
民众认同，有 5 名校霸将赵某共殴致死的
传说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另外，一段

“彭州隆丰中学校园暴力”的视频在微博流
传，一名黑衣女生在高处让一绿衣女一站
好，在随后的三十五秒内扇绿衣女生耳光
共计十四次。 （均据网络消息）

演员联盟不容小觑
该影片在保证高水准、高制作的前提

下，又力求真实。本片邀请到了电影《狼
图腾》的中方摄影师白龙担任该电影摄影
指导，曾在《彭德怀元帅》、《富春山居图》
等知名影视作品中饰演重要角色的著名
演员王艺嘉担任女一号，知名演员崔菁格
担任女二号。该影片男一号凭借电视剧

《封神榜》、《雷锋》、《楚汉传奇》而走红的
青年男演员杨铮，此次出演《六月与弓
箭》，杨铮一改往日荧屏形象，其在本片中
化身为贪财的“文物贩子”，相信会再次给
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波导演是四川人，目前是四川传媒
学院讲师、四川省科学与探险协会副秘书
长。1998年，他作为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
以队员身份，参与中国漂流探险史上重要
的一个里程碑——“98中国雅鲁藏布江科
考漂流探险队”，制作纪录片《消失的雅鲁
藏布江漂流》，现正制作雅漂20周年纪念
纪录片《疯子》。2001-2003年历时3年拍
摄纪录片《香巴拉神殿？德格》，获中国第
二届“纪录中国”导演金奖。2004年拍摄
中国道文化纪录片《道之源》。2015年《大
草原》纪录片四川篇总导演。 2016年执
导的首部康巴地区公路喜剧电影《六月与
弓箭》已经上映。

摄影执导白龙是《狼图腾》摄影师，
北京草原往事文化传播中心艺术总监。
1997 年开始任内蒙古电视台品牌栏目

《草原往事》的摄像、制作。电影《天之恩
赐》获第八届巴黎中国电影节最佳摄影
奖、第 49 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
奖；电影《遗留者》获第 49 届休斯敦国际
电影白金奖。

女主角王艺嘉，新生代女演员，出道
以来就出演电影《富春山居图》《许海峰的
枪》《男人如衣服》《诡影迷情》《措手不
及》，电视剧《用一辈子去爱》《下辈子还做
我老爸》《彭德怀将军》等众多影视作品，
其靓丽的外形，高挑的身材，独具的冷艳
气质，以及扎实的演技为其争取了众多各

具特色的角色。
男主角杨铮，1984年出生于北京，毕

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1998年，还
在上大学的杨铮参演了电视剧《小鬼鲁
智胜》，饰演贾里而步入影视圈。1999
年，参演生活剧《儿子啊儿子》，饰演陈大
庆 。 2002 年 ，从 中 央 戏 剧 学 院 毕 业 。
2004年，参演古装历史剧《大清风云》，饰
演硕果。2006年，参演红色革命剧《那时
花开》，饰演贺明。2007 年，在古装神话
剧《封神榜之武王伐纣》中饰演殷郊。
2008年，参演革命历史剧《七十七封阵亡
通知书》，饰演段可喜。2010 年，参演历
史剧《雷锋》，饰演向秋生。2012年，由其
参演的古装历史剧《楚汉传奇》播出，该
剧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
委员会 2013 年年会上荣获 2013 年中国
电视剧优秀作品奖。2013 年，参演红色
历史剧《利箭纵横》，饰演赵金贵。由其
主演的历史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饰
夏建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演员桑珠泽仁是白玉县人，现任白玉
县艺术团团长，从小热爱艺术，基于藏民
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天
性，其编排的《手指锅庄》曾在康巴艺术节
北路赛区获得金奖，在康巴卫视 2017 春
晚中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全程爆笑 公路电影掀新浪
作为一部融合了公路与喜剧题材的

电影，《六月与弓箭》除汇集“灰色幽默”、
“爱情”、“公路”等元素外，还增加了“悬
疑”等亮点。包袱一个接着一个，笑点密
集，轻松快乐脑洞喷张的剧情一定会让观
众眼前一亮。

该片大量启用了白玉本土演员，片
中你可以看到藏汉文化的相互融合，藏
汉演员的相互配合，既展现了藏汉民族
深厚的友谊，也摩擦出很多戏剧化的情
节，影片中大量场景是在白玉县取景拍
摄，展现了白玉县奇美的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历史人文。

剧中大美白玉抢眼球

白玉寺位于县城北 1 公里的半山坡
上，站在高处望去，整个白玉县是一个半
城半寺的模样。白玉寺占据了整个白玉
县城二分之一。这大概是整个白玉县交
通最为方便的寺庙了，每个来到白玉的
人，都会被这座红教寺庙占据半山的气势
所震撼。

长长的茶马古道在雪线上绵延，驮脚
娃赶着骡马在卓达拉山穿行，高僧大德们
在哈气成冰的空气中吟咏佛号。法力高
深的密宗喇嘛也留下了行走如飞时，深深
浅浅的足迹。看到藏族先民们正在跋涉
的身影，仿佛又一次闻到寺庙大殿里来自
草原深处的厚重而又陈年的酥油味。

在白玉县的北边，从白玉县城出发走
上大概120多公里的距离，就到了广袤的
昌台草原。在海拔3900～4200米的高原
之上，从遥远的印度洋与广袤太平洋吹来
的季风在这里交汇，温暖湿润的气流让这
片土地上的一切都茁壮成长，便有了这片
高寒草甸地带。

如果幸运可以看到奔跑的骏马，这里
没有内蒙古草原的平坦，也没有新疆草原
的丰富，但是，却有着川西草原独特的大
气和苍茫，辽阔和高远。在海拔接近4000
米的川西草原上奔驰，这是在平原上奔跑
的马儿无法媲美的壮观！

白玉巴巴沟又叫日杂秋耕。由瀑布、
一道海（彩色湖）、二道海（翡翠湖）、峡谷
风光组成。有简易便道，4公里左右。这
其中最为著名号称比海更蓝的巴巴海位
于巴巴沟中途，是一个比较大的堰塞湖，
因其颜色呈深蓝色，比海水都蓝而闻名。
沟内大树参天，奇峰峻立，景色异常优美。

白玉至巴塘路段，是格萨尔机场和亚
丁机场的中转站，国道317 和国道318 的
重要连接点，175公里左右的路程，每一公
里都充斥着奇妙的际遇，每一公里都昭示
这是一段不朽的传奇。这条路不仅是自
驾游的天堂，更是徒步旅行者的乐园。这
里一步一景，一里一奇，一路惊喜。

（本版图片由白玉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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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白玉县与四川福森时代影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投拍的院线电影《六月与弓箭》

在全国各大院线隆重上线。白玉县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不遗余力推介本土文化旅游，电
影正式与观众见面，这无疑是我州文化生活的一个大事件。

该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中国河坡藏民族手工艺锻造技艺之作
“河坡藏刀”为引子，讲述了红军后代在藏区寻找帮助先辈的藏族同胞后人并送还信物的
故事。该片大量启用了白玉本土演员，展现了藏汉民族深厚的友谊，展示了白玉县独特的
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是国内首部康巴地区公路喜剧电影。精彩内容，相信观众观看之
后，一定会对大美白玉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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