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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微的人性》
作者：李玫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

深

阅

读

中

练

就

好

文

笔

健

康

的

人

生

需

要

养

心

编者按：《幽微的人性》取材自李
玫瑾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访谈内容。
她在书中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犯罪
心理画像理论，并通过近年来国内外
轰动一时的恶性犯罪案件剖析了犯
罪人的心理成因，阐释了犯罪心理学
在预防和惩治犯罪方面的重要性，呼
吁全社会关爱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
童，重视他们的成长环境，对他们加
强心理教育。

01 犯罪心理画像靠谱
吗？

窦文涛：今天我终于
见到了一位我一直想见到
的老师——— 李玫瑾老师。
虽然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
到您，但是在我和傅剑锋
做的节目当中，我们好像
都无数次采访过您，通过
电话连线。今天终于是见
着真人了，我觉得您真是
很有风度的一位女士！
李玫瑾：谢谢。
窦文涛：最近我尤其想见到您，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怎么好像成了个
审判的季节，一连串的案件，而且这
些案件存在太多让人们觉得有争议
的地方。您这个犯罪心理学家还搞什
么犯罪画像？
李玫瑾：对，这是我们侦查的一

种手段，但我主要还是搞犯罪心理研
究。
窦文涛：什么叫心理画像呢？
李玫瑾：画像实际上有两种：一

种就是类似照片的画像，是静态的，
比如说你坐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画；
还有一种是心理画像，看不到你的面

孔。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犯
罪人跑了，被害人死了，目击证人没
有，现场找不到物证。这种情况下困
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侦查时没有可以
凭借的线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是
谁作案”这样的分析。只要犯罪人作
案的行为多了，我就可以从行为角度
来分析。当我分析他的时候，我就会
描述说，比如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比较
细心还是比较粗鲁的人，他喜欢什
么，他会出入什么场所，或者他的年

龄多大，他应该是干什么
样的职业，他受过什么样
的技能训练……
窦文涛：警察根据您

这个画像就能逮着人？
李玫瑾：对，心理描述

可以让警察大致明白这应
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
哪儿去找。这就好比我们
看《红楼梦》，我们谁也没
见过大观园，谁也没见过
王熙凤，但是如果我们选
演员的话，大家会有共识

的，觉得这个人就像王熙凤。
犯罪心理画像，就是在心理学

研究的基础上，在侦查阶段根据已
掌握的情况对未知名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相关的行为、动机、心理过程、
心理状态以及心理风格等分析，进
而通过文字形成犯罪嫌疑人的人物
描述。
——— 摘编自李玫瑾专著《犯罪心

理研究——— 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明日关注：谈及“画像”，人们首

先想到的是画笔画出的图像。这种画
像是以脸的轮廓和五官为指标，通过
专业人士的画笔并结合证人或当事
人的描述绘画而成。

《写作课》
作者：叶开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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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仑奴》的故事里，可以把崔

生走后原文没有提到的那些场景，都
实际写出来。原文的视角就像摄像机
镜头，都是跟着崔生走的。他回到家
里，朝思暮想，胡思乱想，为伊消得人
憔悴，让磨勒看见了觉得奇怪。现在，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要“花开两朵，各表
一枝”。一个摄像机镜头跟着崔生，另一
个要跟着红绡。如，红绡在传递消息出
去之后，在老爷的宴会结束后返回闺
房，心神不定地走来走去。有些剧不讲
究技巧，还把内心活动说出
来。例如，崔生他到底明不
明白我的心啊？他够不够聪
明啊？他会不会来啊？就这
么唠叨这么走，差不多一
集也就走完了。
这是一些注水连续剧

的常规做法。严格要求的
话，自然不能这样。
首先，就不应该改成

四十五集。
我们看，《福尔摩斯探

案集》人家英剧改编是一
季三集，四季十二集。
这怎么注水？不可能注水，只能

压缩、挤干，全是干货。
又比如英剧常青树，已经延续了六

十多年的《神秘博士》，现在拍到了第十
季，前面已经播放的第八季、第九季，都
是十二集。美剧《权力的游戏》，除了第
七季七集，第一季到第六季，都是十集。
《纸牌屋》，每季十三集。《疑犯追踪》，第
一季、第三季都是二十三集，第二季、第
四季，都是二十二集，第五季，十三集。
《反恐24小时》算是比较长了（每一集
约一小时），第一季到第八季，每季二十
四集，已经拍到第九季。这才是精工细
作、独出心裁的英、美剧风范，其风靡

全球，确实有过人之处。
光看对话，大多是“话语风暴”

“话里有话”，每个人的话都带着鲜明
的性格特征，不会有那种长篇大论的
啰唆。
从剪辑上看，一集美剧起码两百

多个镜头，节奏非常快。
因此，我们写作，对话与身份一

定要相匹配。顶级杀手说话，跟摆摊
卖西瓜的人说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有同学很聪明，说万一摆摊卖西

瓜的也是顶级杀手呢？哈
哈，这个角色或许就更有
意思了。这个顶级卖西瓜
杀手，假装是卖西瓜的，却
做着“赏金猎人”的买卖，
这样，他的说话就可以在
貌似日常中，带着“威胁”
的气味。例如，他不经意地
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
西瓜切成了梅花状，等等。
身份是可以设定的，关键
人物要有反差，对话要有
风暴。如何有风暴呢？就是

日常说话跟他的身份有反差。一个我
们观众都知道的顶级卖西瓜杀手，他
随随便便说一句话都会让人心惊胆
战，或者浮想联翩。
有人喜欢第一人称叙事。
只有一位同学用第一人称。他的

情节是这样的：结婚八年后，红绡给
崔生写了一封离别信。八年了，因为
已经没有了感情，红绡要把残次品崔
生退回。
这位同学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

跟大多数第三人称视角不一样的方
法。让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不一样。

明日关注：第一人称叙事有一个
基本的要求：视角一定要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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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礼智

《声入人心》可以说是2018年最火
的一档综艺了，这档综艺成功带火了节
目中的成员，同时也让大家了解了音乐
剧和歌剧，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剧院去
听音乐剧。日前，《声入人心》音乐会巡演
开始，青岛站将于4月26日在青岛大剧
院上演。本次来青的阵容中有三位首席
成员高天鹤、蔡程昱、王凯，以及《歌手》
夺冠组合“声入人心男团”成员鞠红川，
“茱莉亚全A”贾凡，中央音乐学院专业
第一张超，“新声代”音乐剧演员高杨。

《声入人心》开启巡演

2018年，中国首档美声偶像男团
竞演养成类真人秀节目《声入人心》上
线。该节目旨在通过真人秀的方式消
除大众对高雅音乐的误解，并让大众
了解到这一行业从业者的艰难奋斗历
程和当下国内相对低迷的从业环境状
况。希望通过节目让高雅音乐和大众可
以进行交流，让更多人了解歌剧，了解音
乐剧，从而走进剧场观看现场演出。最终
的36人中有来自音乐学院的高颜值科
班成员、有曾学习美声的流行音乐歌手，
同时也有音乐剧圈中优秀的演员。在节
目播出后，观众感叹成员不仅唱功优
秀，颜值也高，加上节目新颖的形式，
很快俘获了大量观众和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声入人心》的最

终首席可以获得在全国巡演的奖励。

这种奖励既别具一格，又很让人
心动，毕竟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
会。意味着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展
现自己，也能够丰富自己的舞台经
验，获得更好的未来。日前，湖南卫
视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声入人心》开
启全国巡演，这次参加的人不只有最
终的首席，还有一部分其他同样优秀
的学员也来参加。

三位首席成员来青

近日，青岛站巡演也公布了阵容，
并官宣了开票时间。据悉，本次来青的
阵容中有三位首席成员：高天鹤、蔡程
昱和王凯，以及鞠红川、贾凡、张超、高
杨。官宣之后，青岛站被称为“巡演的
第一个全美声阵容”，备受关注。
在《声入人心》中，高天鹤常用丰

富的词语对其他成员表达赞美与夸
奖，被粉丝们称为“语文课代表”，而在
日前的《歌手》中又当了“声入人心男
团”的经纪人。1998年出生的蔡程昱，
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学习声乐 4
年，在《声入人心》中让人听到了音乐
剧和美声跨时代的对话。王凯资历颇
深，青年男高音歌唱家，先后师从曲学
选老师、宋一教授、金铁霖教授，曾获
意大利贝利尼国际声乐比赛金奖，不
仅为国家赢得荣誉，也让他走向国际，
活跃在世界的歌唱舞台上。
青岛站现已确定于4月17日中午

12时在青岛大剧院官网开始售票。

《声入人心》将来青巡演，高天鹤、蔡程昱、王凯等成员确认

高天鹤

4月14日，第38届香港电影金
像奖颁奖典礼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由庄文强执导，郭富城、周润发主演
的影片《无双》笑到最后，一举拿下最
佳电影等7项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
赢家。《无双》以12 .73亿元的票房成
为2018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位列
2018年度票房榜第14位。从提名阶
段开始，《无双》便以创纪录的17个
提名领跑，最后以17提7的战绩，成
为票房奖项双丰收的佳片。
黄秋生凭借在电影《沦落人》中

细腻动人的演出夺得最佳男主角，这
也是他第五次提名，第三次得奖。据
悉，为了支持新导演陈小娟，他坚持
零片酬出演。本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竞争十分激烈，凭《无双》双双入围的
周润发、郭富城拿奖呼声都很高，最
终还是黄秋生胜出，拿下个人第三座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杯。
曾美慧孜凭借在陈果新片《三

夫》中的表现荣膺最佳女主角。曾美
慧孜此前凭借《三夫》入围第55届金
马奖、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
主角，可惜均未能获奖，但此前她已
经拿下香港电影评论家协会、香港电
影导演会最佳女演员奖，此次金像获
最佳女主角也是实至名归。
电影《翠丝》的袁富华和惠英红

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这是惠英红的
第二个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她感谢
《翠丝》的台前幕后，也感谢了自己，
“为什么我要多谢我自己，其实在这
几年里面，我有机会拍很多戏，但我
是最支持香港新导演的演员，因为我
觉得香港一定要百花齐放，一定要有
年轻人的，我们这些老人家，赚多赚
少无所谓，我希望香港未来一年产出
四百多部的时候，我觉得无愧于心，
因为我有出心出力，多多支持新导
演。” 宗和

《无双》夺金像奖最佳影片
获7项大奖成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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