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阅读和欣赏》
分别有北京出版社（1963 年、1979

年）、广播出版社（1982年）等不同出版社不
同年份的版本，书中的分析比较深刻。

“漫漫古典情”系列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品，弘文馆装帧设计，

插图漂亮，值得收藏。其中有大家较为熟知
的安意如《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情意写
真》。闫红的《她们谋生亦谋爱》、杨紫陌的
《知君用心如日月》，虽不是直接讲诗词，但有
益于增强对诗词的理解。

《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
这套书高端厚重，有上海辞书出版社等

不同版本。可作工具书收藏。

古典诗词欣赏，
该读哪些书？

●● ●● ●●

作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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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人间词话》——书名听上去就特别有
味道。原以为不过是所言其全，概指“世
间”而已，但这不过是粗浅的认识。王国维
评论和创作的诗词中，“人间”二字常见，会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数”“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样的句
子。此外，“人间”二字大概还有“客观世
界”之意。大师也是人，王国维也有人生困
惑。他在《三十自序（一）》中说：“人生之问
题，日复于吾前”，而“诗歌者，描写人生问
题者也”，“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
间”。他给自己的书命名《人间词话》，可能
是说自己只是客观地评价历代诗词，随人
自度吧。

有一些专家认为，王国维的别号就是
“人间”，《人间词话》是以号作书名，他还给
自己创作的诗词集命名《人间词》。这一点
鲜有人知，亦需学界进一步考证。

把《人间词话》64条归纳整理，可以得
出大致体系如下。

第一部分（第1条—第9条）是概述，提
出“境界说”。第二部分（第 10 条—第 25
条），论述唐及五代诗词。其中，第10条指
出李白的气象后世无人能及，大概李白广
为人知，故而一语带过。第11条、第12条，
分别论述温庭筠、韦庄。第 13 条至第 18
条，均评论李煜，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
始大”，终于能登上台面了，“变伶工之词而
为士大夫之词”。第 19条至第 23条，加第
25 条，均力赞冯延巳。只是不知为什么，
中间突然加入北宋词人晏殊，也即第 24条
的内容。

第三部分（第19条—第50条），论述宋
代诗词。宋代诗词又可分为北宋、南宋两

部分。王国维力推北宋而贬南宋，认为“北
宋风流，渡江遂绝”，认为南宋词人堪与北
宋词人相抗衡的只有辛弃疾。这一部分是
全书精华，除了分别评述欧阳修、秦观、姜
夔、周邦彦、辛弃疾、苏轼、吴文英、史达祖、
张密等人的作品之外，还论述了词之雅郑、
用典、“隔”与“不隔”等问题。

第四部分（第 51 条—第 52 条），则论
述清代诗词。只推崇纳兰性德，以“千古
壮观”、“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之句力捧。
第五部分（第 53 条—第 64 条），论述诗词
的文体发展、评断标准、体制优劣、出世入
世、游词淫词鄙词等问题。虽然举了马致
远、白朴的例子，但并无把元代词家单列
之意，更非在纳兰之后增补有元一代，可
能只是表明“诗词曲”文体发展的历史文
脉。

大家熟知的王国维“三境界之说”，见
于《人间词话》第26条。关于“境界”，不再
赘述，倒是想就“隔”与“不隔”的问题闲语
几句。按照我的理解，“隔”便是今天所谓
的“写不透”，“不隔”便是“写透”。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第 39条中提出，姜夔、吴文
英、史达祖等词家写景的通病都是“隔”，也

就是写不透。我们推崇的所谓名句“二十
四桥明月夜，波心荡、冷月无声”，在王国维
看来“也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但要问到底什么是“隔”、什么是“不
隔”，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王国维也只能在
第 40条和第 41条举例说明：陶渊明、谢灵
运的诗“不隔”，冯延巳的诗就稍微有点含
蓄；苏东坡写得通透直白，黄庭坚就朦朦胧
胧；如果能像欧阳修写春草那样“语语都在
眼前，便是不隔”；如果能像《古诗十九首》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样写情，便是
不隔；如果能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能像北朝民歌《敕勒歌》“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写景，就是
不隔。

其实，“隔”与“不隔”也可以作为判断
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和《人间词话》
第 56条互相参照，“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
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
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不隔”的当然是
大家之作，“隔”的便落入下乘。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我们不应该只是
会背两句诗词，而应品读《人间词话》，力争
做到俯仰人间今古，评论诗词高下。7

□张魁兴

第 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于 2月 26日
（北京时间2月27日8:00）举行。届时，由瑞士和法国
合拍的定格动画《西葫芦的生活》（以下简称《西葫
芦》），将与《疯狂动物城》《海洋奇缘》《魔弦传说》《红海
龟》一起角逐最佳动画长片。虽然它的票房还不到
400万美元，知名度也不高，但在“烂番茄”（美国知名
影评网站）上收获了 100%的好评率，在 IMDB（互联
网电影资料库）网站上也获得8分，还一举拿下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国际动画节——安纳西国际
动画电影节最佳动画长片，获得了“动画奥斯卡”安妮
奖的独立制作动画长片、最佳导演等三个奖项的提
名。因此，《西葫芦》成为“冲奥”黑马也不是没有可能。

影片取材于
法国作家吉尔·
帕 里 斯 的 小 说
《一个西葫芦的
自传》，主要讲述
了孤儿“西葫芦”
在陌生且存有敌
意的福利院中寻
求立足点，并在
小伙伴的帮助下
结识新朋友、建
立 新 家 庭 的 故
事。在编剧之一
瑟琳·席安玛看
来，《西葫芦》就
像是一部“不总
是美好现实”的
编年史，“虽然它
是为孩子们精心
打造的作品，但
我们相信观众的
理解力，不管是
儿童还是成人都
能喜欢。”

《西葫芦》本
身传达的社会现
实意义也值得关
注。该片导演克
劳德·巴拉斯说：

“这绝不仅仅是
一部儿童动画，
而是给孩子们提
供一个视野——
怎样聪明地在成人世界里生活。”其实，无论对于孩子
还是成人来说，这一点都非常重要。一个小孩子如何
与成人社会友好相处并快乐地生活、健康地成长，无疑
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影视工作者如何在这类题材上
有所作为？《西葫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
本。

诚然，成人社会有义务为儿童送去“可口”的精神
食粮，然而在国内外，儿童题材电影的精品都比较匮
乏，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影视作品一般由成人生产制
造，难以拍摄出贴近“儿童视角”的作品；二是在市场经
济时代，拍摄商业电影比儿童题材作品更容易名利双
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拍摄儿童题材的影片，
更能够体现出影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反观之下，
《西葫芦》十年磨一剑、慢工出细活，负责制片的“蓝色
精灵工作室”汇集了百余位动画专业人士参与拍摄，每
天最多只能拍摄 3秒钟的画面，电影共拍摄了 18个
月。如此走心地去制作一部电影，也许就是生产精品
影视作品的金科玉律。其实，“冲奥”是否成功对《西葫
芦》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它受到了孩子们的喜
欢，引起了成人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它已经是一部成功
的影片，也是影视工作者们的骄傲。就这些方面来看，
《西葫芦》绝对值得我们向它的制作者们致敬，并向所
有关爱儿童的人们推荐。7

如何让孩子聪明地
在成人世界里生活

新片上线

诗词大会火了，
更应品读《人间词话》

与林清玄，来一次温情邂逅

寻找乡土与城市二元书写的新突破
□本报记者 赵立功

2月 21日，我省青年作家郭昕的长篇小
说《驯风记》研讨会，随着年后一场瑞雪的到
来，在省文学院举行。

《驯风记》以26万字的篇幅，以几个由农
村进入城市奋斗的人物为核心，展现了拼搏
的经历以及所遭遇到的种种精神危机，描绘
了不同人物的人性和大时代下的众生相，体
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这部小说2016年
12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读者中赢
得好评，并引起文学评论界关注。

研讨会上，众人普遍认为《驯风记》展示
了广阔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面。著名作家

张宇认为这部小说在驾驭社会大题材上实
现了作者的自我突破，纪事既有丰富性又有
尖锐性；省作协副主席鱼禾认为《驯风记》
表达的内容跨越官场、学界、商界，构架和
题材都十分开阔；青年评论家、郑州师范学
院副教授孔会侠认为，《驯风记》比较作家
自身的一大进步就是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带
入了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碎碎
认为《驯风记》小说视野宏阔，写出了社会
的横切面。

郭昕小说中的城乡二元叙事也引起作
家、评论家的争鸣。作为 70 后作家，也是

“文学豫军”有生力量、实力派作家之一的
郭昕，近年来创作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

《城市课》《鱼的海》两部长篇小说，和《鱼》
《把手藏在身后》《洗澡》《说媒》等 60多部
（篇）中短篇小说。郑州师范学院讲师、青
年评论家司真真在一篇评论中总结，郭昕
的小说作品多以进城者为书写对象，展现
他们进城后对金钱、权力、欲望的追逐，这
种城乡二元模式的书写隐含了作者对乡村
的诗意想象。新作《驯风记》仍延续了这种
表达，小说中众多人物在进城后发生精神
上的扭曲，最终使回乡实现自我救赎也成
了一种虚妄。

研讨会上，一部分作家、评论家认为，这
种认识和表达放在10年前往往产生文学力
作，但放在当下社会不无过时之感。作家冯

杰，青年评论家孔会侠、任瑜等认为，城乡二
元对立的传统现实主义书写在李佩甫等上
一代河南作家笔下已经有相当充分和很高
水平的表达，今天年轻一代作家仍以这种眼
光观照当前的时代现实，则显得较为陈旧。
这种批评进而延伸至对河南年轻一代作家
整体在写作方向上突破的思考，正如评论家
司真真在其评论文章末尾所说：中国的乡村
变革日益加剧，乡土小说何去何从？这是每
一个乡土小说作家都必须随时代思考的问
题。研讨会上，主持研讨的省文学院院长何
弘，作家张宇、墨白，评论家刘宏志等也都对
年轻一代作家在小说叙事和表达上的突破
提出了期望。7

网友点评

鸡头井：这部定格动画向儿

童观众传达着正确而又真实的世

界观。单此一点，就值得观看。

陈凭轩：在国外看公映时，旁

边有一堆孩子。听到他们的嬉笑

和屏息，感觉它虽然制作昂贵，但

也是值了。

阿尔法师：简单的剧情，朴实

的设计，这部极具法式浪漫小清

新的动画片给人一种十分治愈的

感觉。

□王立坤

与林清玄的文字邂逅，常常沉溺其中，
不能自拔。他的文字带着禅味儿，带着温
暖，带着发现世俗生活美好的趣味，给混迹
于茫茫人海、挣扎于滚滚红尘的人们，以最
朴实温暖的慰藉。

去年 12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品
的“林清玄温情四卷”，分别是《心是温柔的
起点》《人生看得几清明》《苍凉深处等春
来》《不信青春唤不回》，这是林清玄首部以

“温情励志”为主题的散文系列,收录了他
创作生涯中各个时期的 170 余篇经典作
品。翻开带着禅意插画的书卷，久违的少

年时代的读书情怀，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刻
涌上心头。

最初喜欢林清玄，是因为他的文字总
能给日益浮躁圆滑的内心“洗洗澡”。但随
着时间推移，又好像觉得林先生说的、写的
有些“空”，有点儿“甜”，内心深处未免又向
往起“厚黑学”“成功学”，于是海阔天空不
切实际，到处碰壁。最后，还是要拿起林清
玄的书，淡淡回归。先生的文字依旧温暖，
像老式的壁炉，带着温度，带着淡淡的岁月
痕迹。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吧？总归要找
到可以安放心灵的归宿。

在“温情四卷”里，我们依旧能看到那
个熟悉的林清玄。从他的文字里，能看到

对待生活的平常心，能看到自我内心需要
的清净心，能看到对待卑微事物和一草一
木的柔软心，能看到小小琐事里隐含的欢
喜心。这些我们曾苦苦追寻的美好，就这
样坦荡荡地陈列在文字丛林中，微微含笑，
等我们用明亮的眼去品读，用最初的心去
感悟。

“温情四卷”中，也提到了林清玄与母
亲的一次对话。他的母亲告诉他，要多写
一些有趣味的东西，因为人生本来就很苦
涩辛酸了。这次谈话奠定了林清玄的写作
风格：活泼有趣，抚慰心灵。

温情邂逅林清玄，更像是在找寻另外
的一个自己：这样的自己，有着美好的心

态，有着善意的眼神，有着可以与世界温柔
相待的情怀，有着不忘初心的坚定。品读

“温情四卷”，又何尝不是与灵魂深处的自
己，来一场温暖的对话？7

□刘娜娜

《人间词话》只有64条，长的百余

言，短的数十字，总字数不过 15000

字。但是，傳雷却称它是“中国有史以

来，最好的文艺批评”。

可惜，很多人对于《人间词话》，只

知“古今之成大事者，必经过三种之境

界”这一条，别的知之甚少。细读这部

经典，能让我们对中国传统诗词产生

更明晰、更清澈的认识。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
类型：动作/冒险 上映时间：2月10日
推荐指数：★★ ☆☆

《爱乐之城》
类型：歌舞/喜剧/爱情 上映时间：2月14日
推荐指数：★★★★

《欢乐好声音》
类型：动画/喜剧/家庭 上映时间：2月17日
推荐指数：★★★★

《生化危机：终章》
类型：科幻/动作/冒险 上映时间：2月24日
推荐指数：★★★☆☆

《刺客信条》
类型：科幻/动作/游戏改编 上映时间：2月24日
推荐指数：★★★☆☆

《金刚狼3：殊死一战》
类型：科幻/动作
上映时间：3月3日
推荐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