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昌宇

《速度与激情8》是好莱坞动作巨星
范·迪塞尔、杰森·斯坦森、道恩·强森等
老面孔悉数回归之作，也是该系列片首
次迎来由查理兹·塞隆饰演的女性反派
角色的转型之作。片中，酷炫的飙车，热
辣的歌舞，火星四溅的炸烈场面，一次次
带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

毫无疑问，飙车是该片最大的看
点。然而不同于之前系列片的是，此次
片中所飙的车不仅有超跑豪车，还加入
了战车等超级座驾。这些性能迥异的座
驾在有限的空间里，相互追逐竞速，震耳
欲聋的引擎声，道路两旁尖厉的呼啸声，
加之快速叠进的画面，以及扣人心弦的
枪战和爆炸场景不时穿插其间，紧张而
又刺激。尤其是迪塞尔驾驶着一台老式

旧车在古巴街头与当地一名车手竞速狂
飙的镜头，十分吸引眼球，斗车中老式旧
车虽然车头起火，但迪塞尔却掉转车头，
让车倒着行驶，火速驰骋直追对手，场面
惊险。更让人看得过瘾的是，在一望无
垠的冰原上，坦克、跑车、装甲车竞相追
逐，影片也从第七部的大玩空中戏变化
为大玩水上漂，甚至出动了潜水艇，用鱼
雷击穿装甲车，制造出炮火连天的激战
大场面。

影片的另一大夺睛之处是，各式身
材火爆的美女在街头大秀热舞，尽显奔
放洒脱的古巴民族风情。这出现在影片
开始阶段，当一场惊心动魄的飙车戏刚结
束，忽然又切入一段美女热舞的动感镜
头，既是一种视觉的舒缓，也是一种观影
心理的调剂，同时，也把飙车场上那些意
犹未尽的东西，或者说把在相互竞速中没

有表达完的韵味，巧妙地嫁接到街舞中，
以另一番表达形式，将飙车的激情延续。

此外，影片在表现狂野的飙车之余，
还不时以俯视的长镜头，将中北美大陆
旖旎的风光尽收眼底，使观众在感受酷
炫劲爆的动作戏份的同时，还能以一个
观光者的身份，尽情领略这片大陆秀美
的湖光山色，这不得不说是《速度与激情
8》中一记神来之笔。

无疑，速度与激情，是《速度与激情
8》紧扣的该系列片的两大主题，而一场场
火爆飙车的戏份中穿插的亦歌亦舞，所展
示的温情与浪漫，又使得影片更具有了一
种文化的品位。对现实的触及，尤其是对
各民族地域的展示，对各国风情的推介，
哪怕只是一种点缀和过渡，也会让影片沾
上地气，被观众时时遥想和回味。

从这个意义上说，《速度与激情8》已

然摆脱了单纯表现人类竞速飙车的一
面，而植入了一些文化的力量，虽然植入
的力度还不是很大，但已经尝试性地迈
出了文艺性的一步，相信后续的系列片
将在这方面会有更多作为。

有报道称，继《速 8》之后，《速度与激

情》系列还有两部就将完结，片方已宣布：

《速度与激情9》将于2019年4月上映，《速

度与激情10》将于2021年4月上映。

因此这次的《速 8》与《速 9》《速 10》，

被合称为“终结三部曲”。

另有消息称，早在 2015 年，《速度与

激情》片方还宣布将拍摄《速度与激情》

外传，外传将继续讲述速度的故事。至

于哪些角色会引领外传的故事，目前尚

是个谜。9

延伸阅读

□居无间

4月 16日拉开帷幕的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目
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无论是资历还是影响力，北京
国际电影节都属年轻，近几年它所推出的最佳影片
如《帮派》《暮年困境》《寻子记》等在国际影坛和影迷
圈中也都影响有限。但在戛纳、柏林、威尼斯、蒙特利
尔等欧美电影节和包括东京、釜山、开罗在内的亚非
著名电影节环伺的背景下，打造中国有国际影响力的
电影节实属必要。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应对自身
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方式上，一个策略是拉长展映周期
（4月 8日到 4月 23日），另一个策略就是通过展映单
元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从后者方面看，本届北影节的展映单元可谓精彩
纷呈，设有“缤纷喜剧：历史 作者 潮流”“文人电影：
重探东方古典精神”“国别单元”“注目未来”等国际展
映单元，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影人及其作品，不但
在“国别单元”设立了“日本电影广角镜（日本电影
周）”，而且在“焦点人物”单元关注的两位影人中，排
在首位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另一位是中国影人张
艾嘉），电影节为此特安排了“是枝裕和影片回顾展”，
集中放映是枝裕和的八部剧情长片：《幻之光》《下一
站，天国》《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奇迹》《如父如子》
《海街日记》和《比海更深》。据称，是枝裕和电影在本
届电影节上的套票在网上46秒钟即被抢光。

那么，是枝裕和在中国影迷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
的号召力呢？

是枝裕和是和河濑直美、黑泽清、西川美和、山下
敦宏等一起，为目前中国影迷熟知的现如今活跃于世
界影坛的日本导演，而是枝裕和的影响更甚，他被评
论者称为“小津安二郎（日本著名导演）的继承者”，原
因在于他沉入家庭剧这个题材，并且不断地在内容上
作出微调，细节丰富，情感细腻；在形式上，运用低机
位、固定长镜头，依靠画面中的元素拼贴和不动声色
的剪辑，创造出一种缓慢且舒适的节奏，让影迷对他
的每一部新作都翘首以待。

《幻之光》是是枝裕和的剧情长片处女作，讲述了

一个女人要弄清楚丈夫自杀的原因方可度过心理劫
难的故事。是枝裕和耐心地描绘了这个女人的日常
生活，将精力放在呈现她的心理变化上，并将她的心
理变化通过风景不断外化。

佐藤忠男在《日本电影史》中这样评价：“比起故
事，更关注一个人的内心，这种倾向形成了日本电影
最具野心的一个流派。”除了是枝裕和，其他导演如桥
口亮辅、西川美和、李相日等都是描绘日常生活和人
物心理变化的个中好手。

《幻之光》的主题是“死亡与记忆”，在另一部《下
一站，天国》中，是枝裕和将这一议题继续做了探讨。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人们死后在进入天堂之前，会先
走进一个中转站，在此，他们需要选出生前最想留住
的一段记忆，工作人员将其拍成电影，人们在进入天
堂后将会活在这段记忆里。故事的人物都是死者，挑
选一段最珍贵的记忆，即审视自己的人生，要追寻的
是生活过的凭据和生命的意义，所以，自然地带出了

“珍惜当下”的题旨。是枝裕和从死的角度看待生，并
启示人们：善待生活才可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

是枝裕和坦言，他喜欢拍“被人遗弃的孩子”的故
事，《无人知晓》与《海街日记》都是这样的作品。《无人
知晓》讲述的是几个孩子被母亲抛弃、相互扶持认真
生活的故事，改编自一则新闻报道。是枝裕和的高明
之处在于他的克制，对母亲没有作出指责声讨，对孩
子也没有过分的同情。孩子们用尽心力度过每一天，
片中小妹死亡，哥哥埋葬他就像是一件平常事，这使

观众不寒而栗；而对于片中的哥哥，他面临的是要安
全归置妹妹的尸体，并继续余下的日子。

这部影片进入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年仅
14岁的哥哥的扮演者柳乐优弥凭借在此片中的表演
打败了梁朝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戛纳影帝，这有赖
于是枝裕和耐心和杰出的指导。是枝裕和在指导演
员表演上有个独特的方法，他经常会选择没有表演经
验的人，挖掘他们的个人特质，融入自己的影片中。
而对于孩子，则是不给他们看剧本，让孩子在摄影机
前自然地发挥自己的本色。

从《步履不停》开始，是枝裕和一直在处理“家庭”
这个题材，这和他自己的生命经验紧密相关。创作
《步履不停》的原因是母亲离世，他需要拍摄一部关于
母亲的影片，以度过人生中必须面临的悲痛；创作《如
父如子》的灵感是自己因为工作而与女儿渐渐疏离，
陷入了对时间和血脉的思考；拍摄电视剧《回家的路》
则是因为父亲去世。可以看出，是枝裕和的这些作品
都根植于自己的生活。他的新片《比海更深》依然如
此，在这部电影里，是枝裕和将自己的生命记忆和人
生体悟置放进了片中的角色之中。

回顾是枝裕和的家庭剧，从《步履不停》《奇迹》
《如父如子》《海边日记》，一直到《比海更深》，他的电
影中的日本家庭往往出现裂痕或者重大的变故，而是
枝裕和一直在做的正是在破裂的家庭中修复或重建
家庭伦理关系，经营出善的、新的亲人共存的世界，这
体现了是枝裕和的宽厚和善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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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4 月 23 日，是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为让更多的人爱上阅
读，引领全民阅读风尚，河南日报将先后举办两场读书日主题
活动，以飨读者。

4 月 22 日，本报《读书观影》版将联合省直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河南思客》微信平台共同主办“当代阅读的纸媒传播”高层论
坛。活动将设“读书对人生的影响”“对你成长影响最大的一本
书”“电子阅读盛行的形势下纸质阅读是否还需要”以及“在当下
社会如何办好党报读书副刊”等多个议题，请专家学者畅所欲言。

4月 23日，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将邀请人民日报、上海文
汇报、羊城晚报等主流媒体的副刊名家和部分知名作家相聚洛
阳，举办一场以“书香生活和文艺之美”为主题的读书会（上图
为读书会海报）。

读书会现场，10 多位嘉宾将结合各自或作为资深副刊人的
经历，或作为报纸专栏作家的感受，深入探讨读书、写作对人生的
价值和意义，以及在当下如何让更多人从嘈杂浮华中回归内心，
真正享受到书香生活的乐趣，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感受文学艺术带
给人的丰富、纯粹与深邃，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和精神境界。

本次中原风读书会由河南日报社、洛阳市委宣传部、瓦库品
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这也是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发起两
年多来首次走出省会郑州举办活动。9 （文纬）

□本报记者 赵立功

用时下流行的词来说，红旗渠也是当下文艺作品挖掘民族精
神、传播正能量的大 IP，几十年来，表现这一伟大工程的文艺作品
难以计数。就在这一背景下，一部书写红旗渠的文学新作近日又
卓然出世，这便是由我省著名作家焦述历时三年多完成的长篇报
告文学《红旗渠的基石》。这部近 28万字的作品以当年的红旗渠
建设者为对象，通过作家的细致采访，从当年 7万多名建设者中
选取了 80多名，以朴实严谨的文字分别书写了他们的事迹，不但
为当年红旗渠的建设者们整体树碑立传，而且深入挖掘他们的精
神世界，还原了当年的时代气氛。2017年 1月，这部作品作为我
省唯一入选国家 2016 年主题出版项目的图书，由河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4月 18日，在河南省文学院，河南大学出版社与省文
学院联合为此书举行了出版座谈会。

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认为，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组
成，也是中原当代精神的一个代表，应该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在
已经有很多文艺作品对其进行深挖的今天，作家焦述还能别开生
面，走进历史深处，写活历史人物，使人们比较原生态地接触到了红
旗渠精神，这在众多关于红旗渠的出版物中有独到的认识价值。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张云鹏说，《红旗渠的基石》是一部史诗
般的厚重之作，作品以当年最基础、最基层的红旗渠建设者为描
写对象，把他们视为铸就红旗渠这一伟大工程的真正基石。作者
多年来一直关注红旗渠的故事，数次深入林州偏远山区采访，在
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酝酿和积累了深厚的情感，并在此基础
上达到了对特殊历史事件乃至对人类创造精神的深入感知。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谭福森评价，《红旗渠的基石》是一
部颂扬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力作，
对于解决弥补信仰缺失、抑制道德滑坡、扶正价值观错位、拨乱反
正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著名作家李佩甫回顾焦述几十年的文学创作，认为他以七十
多岁的高龄，每隔两三年仍能有新作不断问世，其原因在于长期
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关于《红旗渠的基石》，李佩甫认为作品优
点就在于抓住了“基石”二字，中华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吃
苦耐劳，坚韧不拔，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虽灾难深重而又能够生
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著名作家田中禾认为，当代河南作家更多的是重视写小说，
重个人关怀，而焦述一直坚持纪实文学的创作，反映出的写作取
向是一种社会关怀。对于伟大的红旗渠工程，田中禾认为这是人
类农耕时代最后一个壮举，它是用肩膀和双手，而非电脑、机械建
造的，因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值得从民族的、个人的多种角度进
行思考和解读。

作家乔叶谈到河南当代文学的传统，认为一直都是深入生
活、扎根生活进行创作，《红旗渠的基石》也是作家焦述“深扎”生
活的一部“网眼细密、打捞丰富”的文学收获。

《莽原》杂志社主编李静宜认为《红旗渠的基石》在文学价值
之外又具有史料价值，不仅对红旗渠，而且对我国的水利工程都
具有抢救历史、立案存档的意义。

河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陈广胜从编辑角度对《红旗渠的基
石》特点进行了概括，介绍此书架构是一个点、线、面的结合，呈现
给读者的点，是书里面的一个个地点、一个个时间段、一个个人，
线就是红旗渠，这条渠线把那些点串联在了一起，最后到达面，即
把红旗渠宏伟的工程展现在读者面前。

与会其他评论家也分别从对崇高美学的强调、历史时代和个
人命运如何书写、报告文学的时代价值等角度对《红旗渠的基石》
进行了解析。本书作者焦述也在座谈会上回顾了他创作此书的
缘起，与人们分享了他对当年红旗渠建设者及其后人的采访经历
和由此形成的精神积淀。2

在燃爆的视效中植入文化
——评影片《速度与激情8》

若问4月份哪部电影最惊爆，答案

当属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8》无疑。

该片自4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

首日就拿下4亿票房，刷新了内地影史

纪录，也超越了该系列电影的 7 部前

作。接下来，3天票房近 13亿，以此成

绩领跑 2017年进口片票房，并成为内

地市场票房最快突破 10 亿大关的电

影。

最美四月天 人间读书日

书影来风

关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日本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导演是枝裕和电影简说电影简说

是枝裕和电影《步履不停》剧照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不但设立“日本

电影广角镜”，而且特安排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影片回顾展。回顾是枝

裕和的家庭剧，从《步履不停》《奇迹》《如父如子》《海边日记》，一直到《比海

更深》，其电影中的日本家庭往往出现裂痕或重大变故，而是枝裕和一直在

做的正是在破裂的家庭中修复或重建家庭伦理关系。

走进历史深处
写活历史人物
——长篇报告文学《红旗渠的基石》新书座谈会综述

是枝裕和及其电影作品海报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海报

由郑州市文联出品，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河南玖尚传媒联合摄制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献礼
系列影片《轩辕谣》于4月18日正式开机。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期间创作的微电影《回家》，屡获殊荣，本次《轩辕谣》作为献礼系
列影片，由《回家》原班团队作为创作基础，将用河南元素再次诠释
根亲文化、黄帝文化。9 （文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