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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历程（6）

□李建强

我是含泪看完豫剧电影《全家福》的，这部电影时代感
很强，也很接地气儿，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是有着很深刻的
教育意义的。豫剧电影《全家福》取材于真实案例,以反面
教材典型人物韩英杰为主人公，叙述了他身为副市长却在
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下，最终坠入贪污腐败的万丈深渊，其父
也含恨而亡，让一个本该是“全家福”的家庭变成了“全家
哭”的家庭，该电影留给人的是太多的深思和警醒。

电影的主人公韩英杰本是一个很有理想和抱负的农家
子弟，他通过自己的奋斗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是一个曾经让
家人和亲朋引以为傲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最终却没
能抵挡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成为了一个令人痛恨的贪腐
分子。现实生活中，如韩英杰这样的落马官员大有人在，他
们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的广大领导干部同
志不能走弯路，只有坚守正道才是福。早在两千多年以前，
我们的先贤孟子就曾经在著作中这样论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如果电影中的韩
英杰能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颗自己的初心，真正做到一
心为公、两袖清风，“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又怎么
会“肯教富贵负初心”呢？

“天啊天，人生路如能有来去，韩英杰我情愿廉洁自爱、
家人团聚，金山不贪、银海不取，纵然是一生清贫心也足。”
韩英杰在狱中发出了令人肝肠寸断的忏悔和醒悟之语。但
是，就像影片中纪委书记说的那样：“我们在腐败面前没有
退路。”腐败正像毒瘤一样侵蚀着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我
们必须痛定思痛果断把它除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
度，旗帜鲜明地向一切腐败现象亮剑，坚持对“老虎”和“苍
蝇”都要打，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
益的行为都会原形毕露，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侥幸心理也
该就此放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
车轮是滚滚向前的，逆历史潮流者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永远保持自己的一颗初心，坚持
走正道方显英雄本色。古人有云：“只存百尺松筠操，那惜
三春桃李颜。”面对各种诱惑，我们必须有像青松一样坚贞
的节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

愿天下所有家庭都平安幸福！9

《盗墓笔记》原著小说在国内有庞大的粉
丝阵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迷妹撑起来
的IP。南派三叔文笔不错，加之天马行空的
想象，小说情节精彩曲折，更掀起稻米的情绪
高潮，虽斗转星移了数年，依旧在广大粉丝内
心掌声持续不息。2015年8月17日，曾有数
量众多的游客蜂拥至长白山聚会留念，引发
这一活动的原因竟是这一天正是《盗墓笔记》
小说中张起灵理应走出青铜门与吴邪重逢的
日子。书中的人物纵然再有血有肉也不可能
翻越了艺术栅栏到现实世界来，但粉丝们还
是情愿跋山涉水梦里求真齐聚一堂，足见《盗
墓笔记》在粉丝心中留下的蚀骨情怀。

一路看完，对电影的观感也大致形成。

互有参差的演员二度创作

盗墓题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已有先
例，在《鬼吹灯》改编的《九层妖塔》被评为
烂片遭观众猛烈抨击后，《寻龙诀》选择系
列重启，完全抛弃前作，启用黄渤、陈坤和
舒淇等戏骨，拍出了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电视剧版《盗墓笔记》的风评不佳，加
之有了《九层妖塔》的前车之鉴和《寻龙诀》
珠玉在前，粉丝们大都以为南派三叔会更
加慎重地对待这个吸金力十足的 IP。选择

井柏然与鹿晗两位新生代演员作为主演的
决定，受到不少诟病，质疑点多集中于他们
尚未得到充分检验的演技。好在一度被许
多粉丝担忧会成为短板的鹿晗，意外地出
色演绎了吴邪这个角色，这得益于他所展
现出来的清秀外表和单纯气质同原著中吴
邪“天真”的定位不谋而合。井柏然相比近
两年口碑平平的《捉妖记》，演技有了长足
进步，成功挑战了张起灵这种内心背负着
沉重过往、面无表情、不善言辞的角色，行
云流水的动作戏也让人眼前一亮。反倒是
演员表中最大牌的王景春，顶着“东京影
帝”美誉，把老谋深算的吴三省演绎成了跳
梁小丑，审美上产生倒春寒之凉。

合格的动作成分

本片导演李仁港，是位资历老牌、作品颇
多的香港导演，近十年拍摄了《三国之见龙卸
甲》《锦衣卫》等评价不错的电影，但也有过
《天降雄师》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争议作品。
也许是常年拍摄古装剧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盗墓笔记》中的动作戏带有一股浓郁
的武侠风，井柏然一人几乎担起了片中所有
打戏，各种反物理学的招式动作层出不穷，精
彩里掺杂着一丝违和感。

可话虽如此，又有几个观众的心里不曾
装着一个武侠梦？片中的每一拳、每一刀都
让人不由刺激，每一枪、每一戟都让人感觉惊
悚，对一部商业电影来讲，这已经足够出色。
艺术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的，我们不必
在虚构的故事里追求真实感，仿若世外高人
的张起灵已经在打斗中让人感到精神紧张、
酣畅淋漓，粉丝还能苛求什么呢？

对原著的大幅删减

尽管受到不少争议和指责，《盗墓笔记》

的票房成绩还是一路走高，套用评价《星球大
战：原理觉醒》的一句话：《盗墓笔记》的电影
放映的内容哪怕是给猫洗澡，都会有人去影
院买票观看。

雄厚的粉丝基础保障了电影的基本票
房，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改编难度：任何
一个不合粉丝心意的改动，都会一石激起
千层浪，引起原著党铺天盖地的差评。相
比《魔兽》电影小心翼翼地还原原著、迎合
游戏粉丝，《盗墓笔记》电影却选择剑走偏
锋，对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导致不
少读过小说的观众高呼“这是一部原著党
也无法剧透的电影”。

虽然不愿承认，但纵观众多由漫画、
小说和游戏改编的电影，一个不得不正视
的事实是：完全遵循原著而拍摄的电影，
能够取得成功的只是凤毛麟角。有舍才

能有得，导演冒着得罪数量庞大的原著党
的风险，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式
的大幅度改编，也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
冒险。

尽管剧情改变巨大，但细心的观众还
是可以看到很多与小说遥相呼应的情节：
铁面生的战国帛书、引发幻觉的狐狸脸棺
椁、能被张起灵的血驱赶的白衣女尸、以

“象王蛇母”的身份改头换面出场的西王母
与周穆王……就连吴邪与张起灵擦肩而过
的初遇，虽然改变了时间地点和背景，却也
拍出了同小说相似的意境。导演用心地保
留了很多向原著致敬的要素，让熟读小说
的观众们可以时不时相视一笑。

知情与不知情的观影标准

总而言之，比较原著，电影版《盗墓笔
记》自有不错的品质。对于一个对原著故
事一知半解的路人，这部电影故事不拖沓、
情节够紧凑；动作戏拳拳到肉，能够点燃荷
尔蒙；文戏的表演也足够出色。对于一个
心念长白山的稻米，不如放下对于原著的
执念，试想《超级英雄注册法案》也被改动
得面目全非，《美国队长3》依然是一部优秀
的作品，敢于摒弃才能有所超越，抛开“这
不符合原著”的指责，也许你能看到电影所
展现出的别样的魅力。

最后需特别提出的是，上映三天，累计
近5亿票房，作为电影现象，《盗墓笔记》成
为绕不开的话题，连同原著小说也被翻出
来热议。但无论电影还是小说，《盗墓笔
记》都是商业文化流水的兵，与庞大的粉丝
群和纷纷聚拢的观影群不过互相消费而
已。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一片娱乐潮
里，要警惕商业文化将盗墓这种数千年来
既有悖伦理又违法犯罪的不光彩行径在社
会意识里洗白。9

阅读推荐

坚守正道方是福
——豫剧廉政电影《全家福》观后感

周末谈影Ⅱ

《盗墓笔记》：警惕商业文化将违法行径洗白

周末谈影Ⅰ

石书，即文字镌刻在石头上的“书”，始于史

前，自春秋战国以来蔚然大观。

石书因在形式上各异，名称也各有不同。将文字镌刻
在长方形石头上的文字叫“碑文”；将文字镌刻在圆首形或方
圆之间、上小下大形状石头上的叫“碣文”，碑和碣又统称为

“碑碣”。碑碣文字在石书中较为常见，著名的有战国时代的
《诅楚文》刻石（下图）；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歌功颂德的秦刻
石；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碑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
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等等。还
有将佛教经文镌刻在方形石板上的叫作“经板”，如北京房山
云居寺《房山石经》。还有将文字镌刻在山岩上的叫作“摩崖
石刻”，闻名于世的有泰山大摩崖石刻《经石峪金刚经》，泰山
唐摩崖石刻《纪泰山铭》等。此外，还有将文字镌刻在雕琢成
鼓形石头上的叫作石鼓“书”，石鼓上的文字就叫《石鼓文》。

最著名的石书博物馆有两处。西安碑林始建于宋元祐
五年（1090年），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共收藏有汉魏以
来的各种镌刻有文字的碑石约一千多方。北京房山云居寺建
于隋末唐初，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收藏有经板多达
14278块，被誉为“北京敦煌”和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

有“石刻之祖”之称的是石鼓“书”。唐贞观元年（627
年），有人在岐州雍县的三畤原（今陕西省）的南园草丛中，发
现了10个鼓形的石头，每个石鼓的鼓腹上镌刻有四言韵文
诗各一首。最初发现时文字700多字，这些拓本后已失传。
现存世最早的是北宋拓本，见到的文字已不到500字。当
今，这10个石鼓上的文字大多剥蚀，有一石已只字无存。《石
鼓文》是我们至今能见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10
首四言诗，内容记述当时贵族的巡游狩猎和行乐。郭沫若
在流亡日本时对《石鼓文》进行了研究，写成专著《石鼓文研
究》。他在“重印弁言”中说：“直接的社会史料虽然不多，但
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却当作不同的评价。《石鼓文》是诗，
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
别的国家并不多见……‘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
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
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石鼓文》为秦刻
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国宝级的国家一级文物。

《诅楚文》是秦人镌刻于石上的“书”。石碑在宋时复
见，后又不存，庆幸的是尚有拓本传世。石碑上镌刻的文字
历数楚王熊相罪孽，诅咒楚国败亡，因之叫《诅楚文》。《诅楚
文》内容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拓本也给后人了解汉字从
甲骨文至金文至籀文（大篆）的演变提供了珍贵研究资料。

其他重要的石书，有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秦刻石《峄山
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7石，相传是秦丞相李斯以
小篆书体所书；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碑的《熹平石经》等。
东汉蔡邕首创将“正定文字”后的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碑，后
代竞相仿效，兴起续刻石经之风。9

□荆墨

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

正在里约举行，或许我们

无法亲临赛场感受奥运，

但可以到书里去阅读奥

运，那些与奥运相关的图

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

解奥运、了解巴西、了解在

里约正举行的这场盛会。

□吴小妮

8月5日，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同名

小说，由李仁港执导，鹿晗、井柏然、马

思纯、王景春等主演的动作探险片《盗

墓笔记》在全国上线。该片上映三天，

累计近5亿票房，成为今年暑期最卖

座的影片，被誉为暑期档救市之作。

《一本书读懂奥运会》（陶尚芸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年 4月出版）

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古希
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陶
尚芸的《一本书读懂奥运会》讲述了从
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到2012年
第三十届伦敦奥运会，各届奥运会的
历史背景、总体情况、赛事历程、奥运
明星以及幕后花絮等丰富多彩的内
容，展示给读者一个崭新的奥运全景。

《奥运会奇闻轶事》（刘晓树著，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年 1月出版）

奥运会不仅有金牌，还有更多的
奇闻趣事吸引着读者。刘晓树的《奥
运会奇闻轶事》以独特的视角、幽默的
语言，记述了100多年来现代奥运会
上各类激动人心的故事，尤其是其中
所发生的种种怪事、趣事和一些匪夷
所思的“另类”事件，如第二届巴黎奥
运会上，误奏国歌，错升了国旗，指错
路的警察竟然自杀，实在不行就抓个
小孩冒充冠军，以及那些让人哭笑不
得的奥运纪录。

《巴西常识》（吴婉绚著，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16年 8月出版）

作为奥运会的举办地，巴西自然
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吴婉绚的
《巴西常识》是一本介绍巴西风土人情
的读物。书中介绍了巴西独特的民族
风情：混血人、巴西足球、狂欢节、桑巴
舞和烤肉。也介绍了巴西开放的融合
文化：特有的移民进程和移民通婚，使
巴西人既有土著印第安人的纯朴，又
有非洲人的热情，还有欧洲人的庄
重。此外，还介绍了留学巴西、旅游巴
西的注意事项，以及在巴西不能不吃
的各种美食。

《文化震撼之旅：巴西》（[奥]波佐

著，刘春芳译，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9年 1

月出版）

奥地利人波佐的《文化震撼之旅·巴
西》，摒弃了对巴西种种先入为主的偏
见，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多姿多
彩的美丽巴西。该书以平易近人的风
格，介绍了巴西生活的各个方面，为读者
提供了一本面面俱到、真实实用的指
南。除了对用餐礼仪和职场环境的详细
介绍之外，书中还有关于如何办理签证、
租房、考驾照等方面的宝贵信息，另外，
还能了解到巴西人友善开朗的性格，知
道如何使用巴西的语言，如何适应喧闹
的人群。

《跑步完全指南》（[加]阿尔维著，化

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 5月出版）

跑步是奥运会最常见的项目。加拿
大资深运动学家阿尔维的《跑步完全指
南》，是一本提高跑步技巧与减少受伤的
跑步指南。这本实用全面且配有丰富插
图的书，提供了尊重人体构造的跑步技
巧，同时也重视不同人群的不同特点。
在这本书里，有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案，纠
正各种不同的错误跑步姿势，还有为跑
步者专门设计的准备活动，以及针对跑
步伤情处理的完备建议。甚至还包括自
测鞋子是否真正合脚的小技巧。

《跟奥运冠军学帆船》（徐莉佳著，席

滢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奥运热潮促使公众对运动员的探
知。2012奥运帆船女子冠军徐莉佳，联
合漫画家席滢共同出版的《跟奥运冠军
学帆船》，是一本浓缩了帆船奥运冠军智
慧与经验的心血之作。作者徐莉佳是中
国帆船史上雷迪尔级首枚奥运金牌得
主，她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初学者分享
了一堂帆船运动普及课。尤其是通过别
出心裁的“看图说话”，抓住了读者的兴
趣，并将其中的机理直观诠释。

《奔跑奥林匹克》（侯琨、吴静钰著，

文汇出版社 2015年 8月出版）

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侯琨、两届跆
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夫妇共同撰写的《奔
跑奥林匹克》，与读者一起“奔跑”，分享奥
林匹克之缘之爱之荣耀及其成长经历，全
景式讲述夏、冬两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历
届盛况、奥林匹克运动一个多世纪来的发
展状况、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实等。

——读一些与里约奥运会有关的书

制图/刘竞

奥运赛事
正酣，在这段
激动人心的日
子里，让我们一
起在奥运图书
的阅读里，领略
体育运动永恒
的魅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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