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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偷影子的人，他会带走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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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杂谈

□董国宾

《偷影子的人》是一部法国的畅
销书，“销售得比影子消失的速度还
快！”在这本让人着迷的书里，法国
作家马克·李维从一个人的童年写
起，笔尖流淌着缓缓的忧伤和人世
间无法扯断的爱。读者的心也没着
没落，一会儿悬起，一会儿又放下，
就像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不停地奔
跑。

书中这位小男孩似乎没有名
字。在学校，他常被欺负，但瘦小
的他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
他可以和别人的影子交谈，知道别
人心底深藏的秘密。从影子里，小
男孩得知好友吕克渴望当一名医
生。小男孩说服了吕克的父亲，吕
克终于能学医了。没想到，吕克当
上医生后才发现，其实自己并不喜
欢这个职业，于是又果断回到以前
的面包店，当起了面包师傅。通过
这个故事，马克·李维告诉我们，光

鲜的东西不一定完美，真正握在手
里了，才会“冷暖自知”，这也是人间
的真味道。

爸爸离妈妈而去，小男孩的童
年在散不去的阴影里缓缓抖动，唯
有妈妈，把能够表达的爱一点点倾
注到他的身上。小男孩从没偷过妈
妈的影子，他知道那么多别人的秘
密，却不了解妈妈的想法和愿望。
心里蓄满了对妈妈的爱，他却一直
没有表达出来，直到妈妈病逝。这
段让人伤感的亲情，在作家的笔下
并没有生出花朵，也算是留下了缺
憾之美。

小男孩一点点长大，总算遇到
了爱情，这也成了整个故事的一抹
亮色。苏菲是个好女孩，但男孩没
有在和苏菲的相恋相知中迷失自
己。灿烂的夏天，男孩在海边邂逅
了又聋又哑的可蕾儿，一个会用风
筝写出“我爱你”的女孩儿。可蕾儿
凝视着男孩，在纸上写出：“你偷走
了我的影子，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

一直想着你。”男孩的心思陡然间成
熟了，他找准了生命的坐标，该放手
时没有迟疑，终于收获了最真、最美
的爱情。

“太阳升起，我们的影子肩并肩
拖长在人行道上。突然，我看到我
的影子倾身，亲吻了可蕾儿的影
子。于是，无视于我的羞涩，我摘
下眼镜，模仿影子的动作。就在
这个早晨，远方防波堤旁的小小
废弃灯塔里，塔灯仿佛又开始转
动，而回忆的影子正低低向我述
说着这一切。”就这样，《偷影子的
人》在温情的笑靥里结束，让人感
到无比温暖。

《偷影子的人》中这个小男孩，
总是站在别人背后，试着成为别人
的心灵伙伴，为每个偷来的影子找
到点亮生命的小小光芒。每个寻常
的片刻，都是珍贵的记忆拼图。小
说通篇文字清新，极具画面感，大大
小小的故事交织，奇幻又纯真，读起
来很美，很感人。7

域外文谈

聊聊美剧

□本报记者 赵大明

在 4 月 23 日上午举行的河南日报中

原风读书会上，京沪粤豫等全国各地的

文艺名家相聚一堂，谈读书、论“副刊”，

在交流互动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此

外，他们也推荐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周舒艺：推
荐《副刊文丛》，大象出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共 15 册，分为精品栏目荟萃
和个人作品精选。“精品栏目荟萃”中收
入了《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报纸的
副刊知名栏目，“个人作品精选”的作者
则包括副刊编辑及在副刊开设个人专
栏的作者。期待读者能从这些文章里
品出些许真味。

文汇报笔会主编周毅：推荐《歌以
言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版。这是从近 10年的文汇报笔会副

刊文章中精选出来的。虽然文无第一，
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文章是能够代
表华语写作在当代的最高水平的。希
望读者能读到人们生活与精神世界的
方方面面，并体会到散文无可替代的语
言力量。

羊城晚报花地编辑部主任陈桥生：
推荐《吴小如讲杜诗》，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版。这是一本可以让你真正读懂杜
甫，让你明白何谓“沉郁顿挫”之美的
书。吴小如先生一辈子读杜、研杜。他
讲杜诗，明训诂、通典故、考身世、察背
景，丝丝入扣，愈转愈深，不觉间已入其
诗境之深奥。

河南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炜：推荐
《榆树村杂记》，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6
年 4 月出版。这本书是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汪曾祺先生在北京方庄榆树村寓
所写就的。书中牵扯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民间习俗，游玩行走，美食烹

饪，花树鱼虫，字画品赏等，写景状物，
记事述情，丰富多彩。汪先生写起来视
角独到，朴素随性，不拘一格，多则几千
字，少则几十字，读来长知识，开眼界，
有感悟。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冯杰：推荐卜劳
恩漫画集《父与子》。那里有童年的欢
笑，有回味无穷的幽默，有成人和孩子一
同的快乐和开心，最可贵的是，那里透露
出一种悲悯情怀，人世间的大情。是鲜
花，是匕首，是温情，还是含泪的微笑。
《父与子》中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善良、正
直、宽容，超越了肤色和国界。

散文随笔作家何频：推荐自己新出
的文集《茶事一年间》。散文随笔一路，
是他十多年来为《文汇报·笔会》副刊所
撰写的文字，细说文事文人，也说中原风
物。《副刊文丛》要把近百年来中国报纸
副刊的精华予以回顾和展示，《茶事一年
间》入选第一辑，所以作者希望能与关注

他的朋友分享。
散文随笔作家胡竹峰：推荐《胡适文

集》。胡适的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
算大好，但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
的清醒。民国人下笔成文，往往浓盐赤
酱，与剑拔弩张相比，胡适的蕴藉是另一
种风度，纯然是文人情怀，儒士心性。胡
适的文字平白如白开水，你可以说他浅，
但换一个思路看，也有着水一样的清新、
温厚与明白。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郑征：推
荐《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著，新疆人
民出版社。刘亮程最初的文字，全部的
关注范围就是西北边陲那个小村子——
黄沙梁。刘亮程说过，生活本身的偏僻
远近，单调丰富，落后繁荣，并不能直接
决定一个人内心的富饶与贫瘠、深刻与
浅薄、博大与小气。那些存在于角落不
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
全部意义。2

《怪奇物语》海报

文艺界“大咖”，爱看这些书

□本报记者 赵立功

多读“无用的书”

4月 22日，一场以“当代阅读的纸媒传播”为主题的读书论坛在郑

州弘润华夏大酒店举办，这是由本报《读书观影》版联合郑州大学出版

研究中心、省直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一次读书活动。

来自我省行政、教育、企业的各界人士二十多人，分别就浅表化、碎片

化阅读时代如何读书、电子阅读盛行的形势下是否还需要纸质阅读等

问题进行了讨论。

自觉读书，才能赢得未来

与会专家援引统计资料称，18世纪前，知识的更
新速度是80至90年翻一番，19世纪60年代是50年
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是3至5年翻一番，而进入新
世纪，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至 3年。
要想赢得未来，必须自觉学习、随机学习、与时俱进
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读书，唯其自觉，才
能持久；唯其主动，才能快乐。

有学者指出，现在的社会处于一种全球化状态
和文明转型期，必然产生多种利益诉求，相应的书籍
也很多，不同的人对阅读的选择都值得认真思考。
自媒体时代，读书又呈现出阅读形式的多样性、知识
的碎片化、思想的浅表化等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读书？他认为古人读书的“文本解读”和“义理
阐释”两种方法论仍值得当代人借鉴。

“无用的书”，其实最有营养

论坛上，有专家认为，阅读可分为“个人的阅读”
与“社会的阅读”两大类。

其中，“个人的阅读”所读之书可分为“有用
的书”和“无用的书”两种。“有用的书”是指与自
己的工作或专业有关的书，通常摆在办公室的案
头；“无用的书”指与个人的工作或专业关系不大
的书，但这类书其实最有营养，通常放在口袋里、
枕头边，适合无聊时、旅行时或睡觉前阅读。一
个人既要读“有用的书”，也要读“无用的书”。

至于社会的阅读，目前更多地体现在与纸媒阅
读共生的电子阅读上。专家认为，电子化时代，要用
好电子阅读，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当然，电子阅读
也往往与人心浮躁相互催生，微信平台、党报副刊，
就应该给公众的阅读一个良好的引导。

阅读经典，只为“点亮自己”

缺少阅读的时代，会出现一种怪现象：物质越
来越丰富，精神越来越贫乏。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
方法，就是读书。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当前社会，
可以阅读、需要阅读的东西太多，必须择其善者而
读之。比如读散文方面的书，就是一种心灵的放松，
能让忙碌的身心躲进栖息的港湾。有人这样总结读
书的作用：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偷”；背
得美文 200篇，不会作文也会搬。偷什么？从经典
中偷来火种，点亮自己；搬什么？搬来救兵，充实自
己的文章。正所谓“偷得仙桃就成仙，搬来救兵也
称王。”

其他参加论坛的教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媒体
人及企业家也都从各自的经历、爱好和职业角度谈
了对读书的看法和所获收益。7

□夏丽柠

英语里有一个词组：白色谎言，可意译为“善意的谎话”。以
一般的道德标准来看，谎言怎么可能有善意？不过，尼采说过，
坚信比谎言更是真理的敌人。在说谎这件事儿上，也需要我们
辩证地看待。

美剧《大小谎言》，是根据澳大利亚畅销小说家利安·莫提利
亚的同名原著改变。从2004年的处女作《三个愿望》开始，莫提
利亚便踏上了小说创作的“不归路”。随着小说影视版权相继被
抢购，这部《大小谎言》的开拍，尤为引人注目。

剧组请来三位如日中天的一线明星担纲女主角。奥斯卡影
后妮可·基德曼在剧中扮演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还有一个英俊
多金的年轻老公，夫妻在公众场合频频秀恩爱，可在这背后，是
家暴的丈夫、隐忍的妻子，以及学着爸爸的样子欺负学校女同学
的大儿子。90后女星谢德·伍德蕾，在剧中扮演的珍因意外怀
孕生子，不得不躲到陌生的地方，担负起独自抚养和教育孩子的
责任。同是奥斯卡影后的金发女星瑞希·威瑟彭斯，则扮演心直
口快、仗义助人的玛德琳。玛德琳独立能干，却也要面对女儿的
教育、婚外情等各种问题……

面对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但愿，这些秘密在家
人面前都是出于善意的“白色谎言”。剧中的这三个女性是如何
做到的？相信看完本剧，会给你一些启迪。

爱，其实不简单。7

傲骨之战

□路西法

说到美国电视剧，不得不提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中国
市场的《加里森敢死队》。它与日本的《血疑》、新加坡的《人在旅
途》等剧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难忘的回忆。到了九十年
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开始在小圈子
里口耳相传，成为年轻一代心中的经典。新世纪初，《越狱》《绝望
主妇》《迷失》等剧集开始在中国收获大量粉丝，“追美剧”开始成
为不少年轻人的时髦。近几年来，随着制作理念和技术的日臻
完善，很多新出现的美剧被冠以“神剧”之名，比如政治题材的
《纸牌屋》、史诗题材的《权力的游戏》、犯罪题材的《绝命毒师》，
乃至传记题材的《毒枭》、法律题材的《罪夜之奔》、科幻题材的
《西部世界》和《怪奇物语》等等。它们剧情紧凑、特效逼真、配乐
迷人，让人看后大呼过瘾。

其实，无论哪个国家的电视剧，虽然都会受到当地电视市场、文
化传统、观众审美口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叙事重点、表现手法等
方面存在差异，但能被称作经典的，则大多具有一些共性，比如对人
性的拷问，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等等。看
些国外的经典剧目，不仅会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
也会对我们自己的影视制作和评析产生一些借鉴意义。2

大小谎言

信息爆炸的时代
该读哪些书？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爆炸的时代来临了。也许上网半小时，比看

书一小时获得的信息量还要大得多，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对此，有人

说：漫无边际的信息，为我们营造的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我们感觉自己什

么都知道一点，却又什么都不知道。读书，其实早就超出了获取信息的范畴。

我们读书，更多地是为了思想的深化、精神的升华。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都不

要放弃我们的灵魂伴侣。你说呢？

□艾朵朵

如果你喜欢《傲骨贤妻》，那它的衍生剧《傲骨之战》一定更
对你的胃口。

故事开始的契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演说，无缝衔接当
下时政。一向能力非凡、智慧过人的Diane在听完演说后，对政
治局势无比失望，决定退休。正当她潇洒地在合伙人会议宣布

“老娘不干了”后却遭遇庞氏骗局，全部积蓄化为乌有，退休也成
为奢望，甚至连公寓都保不住。屋漏偏逢连阴雨，她被逼着从亲
手创办的律师事务所中退出，过去的朋友也纷纷离她而去。一
无所有的Diane将何去何从？

除了剧情的紧凑，这部剧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在
片头使用了象征意味浓厚的静物爆破镜头：代表女权的高跟鞋
破碎了，代表平静生活的花瓶破碎了，代表事业前途的电脑破碎
了，代表非凡成就的办公桌破碎了……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独立自由的女性如何面对这些严峻的
挑战？这部剧正是在告诉我们那个其实早已知道的答案：除了
一身傲骨直面人生，我们别无选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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