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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万阕歌

豆瓣评分 9.2 分的印度电影《摔跤
吧！爸爸》5月 5日上映后即获高口碑。
周末，我前往观看。选择该片，还有另外
两层因素：其一，在我心目中，印度是一
个充满神奇的国度，通过电影感受异国
风情既是一种享受，也是我多年的愿望；
其二，小时候便看过《流浪者》《大篷车》
《迪斯科舞星》等印度电影，记忆犹新，因
而对印度电影一直心存好感与期待。

不过进影厅前，我并没有在意《摔跤
吧！爸爸》是讲什么内容的。甚至受《奔
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国内综艺节
目及其电影的影响，下意识地产生联想，
以为该片也是一部综艺电影。

开始放映后，我才慢慢知道，这原来
是一部反映摔跤运动的体育题材影片。
该片讲述的是印度摔跤冠军马哈维亚将
两个女儿训练成摔跤世界冠军的故事。
马哈维亚因故放弃摔跤之后，希望将来
儿子可以帮他实现为印度赢得世界级金
牌的梦想，谁知天不遂人愿，他先后生了
四个女儿，子承父业的金牌梦眼看要落
空。偶然的机会，马哈维亚发现大女儿吉
塔和二女儿巴比塔在跟男孩打架时，双双
爆发出摔跤的潜质，于是决定教她们摔
跤，把自己的未竟梦想转移到女儿身上。

马哈维亚所面临的压力，不光来自
家庭内部，诸如两个女儿抵触情绪很大、
妻子不支持、经济负担过重等；更多、更
大的压力则来自于家庭外部，诸如世俗
偏见、村民非议、体育官员不作为等。印
度是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国家，女人很
难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从事摔跤行业更
是一件非常“出格”的事情。至于说马哈

维亚指望女儿去获得摔跤世界冠军，在
外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然而，所有的压力都没有压倒马哈
维亚，他不仅克服重重困难，带着女儿
一路坚持下来，而且帮助女儿树立了自
信，掌握了技能，终于一步步走向成功，
直至获得英联邦运动会摔跤金牌和奥
运会参赛资格。马哈维亚及其女儿的
成功，不仅令一向反对他们的人对他们
另眼相看，也在整个印度掀起了一股尊
重女性、尊重女子摔跤运动的热潮，成为
弘扬正能量的好榜样——这当然不只是
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事
实，因为该片就是根据印度现实中的真
人真事改编的。

有网友称，看了《摔跤吧！爸爸》这

部电影以后，再看运动会就会多一个观
赛选项——摔跤。笔者深有同感。过
去，我对摔跤知之甚少，现在才发现这项
运动，尤其是女子摔跤运动原来如此美
丽，如此诱人。如果说马哈维亚及其女
儿爱上摔跤运动，缘于金牌梦想和为国
争光，那么我等普通观众爱上摔跤运动，
则缘于这部影片的影响，以及摔跤运动
本身的魅力。事实上，任何一项体育运
动都是美丽而诱人的，只不过没能以电
影的方式走进更多人心里而已。

这也给国内的电影人带来了思考，
如何拍出更多更好的体育题材电影。《摔
跤吧！爸爸》虽以摔跤这一体育运动为
题材，却不是简单、机械地展示摔跤运动
或比赛，而是将生活的真谛、人生的哲理
等融入其中，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该
片采取轻喜剧的拍摄风格，很多情节或
镜头带给观众诙谐、幽默的感觉，所以影
片虽然从前到后全围绕着训练、比赛拍，
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和枯燥。另
外，影片中还安排了多首专门创作的歌
曲，不仅起到了推动剧情的作用，也丰富
了观众的视听体验，同时还让观众对“印
度电影多歌舞”的感受更深。

早期国产的体育题材电影，也曾轰
动一时，比如《女篮五号》（篮球）、《沙鸥》
（排球）、《元帅与士兵》（乒乓球）等，但近
年来却乏善可陈。前几年难得有一部
《许海峰的枪》，主题很好，却没能拍出特
色，成了单纯的人物传记片，反响平平，
甚至很多地方都没有公映。而现如今，
想要看到一部真正、出色的国产体育电
影，更是难上加难。但愿《摔跤吧！爸
爸》这部印度电影，能够给有关各方带来
些启发，为国产体育电影加油！9

本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超级强
国如何巩固并发展自身独一无二的地

位。作者依照今日美国的特征，给出了“超级强
国”的定义，进而挑选出历史上的八个超级强
国，分析了它们的起落兴衰。

□郭华悦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一提到外交，都讳
莫如深。

清政府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出使西方，
是中国外交跨出的一大步。但也因此，郭嵩
焘饱受攻击。慈禧接见他时，温语宽慰，说外
人不知外交事务的艰辛，要说便说去，只需一
心办事就是了。可不过短短几年，言犹在耳，
又不得不为了政治考量而罢免了郭嵩焘。

说到底，当时与“洋”沾上边的事物，都属
于吃力不讨好。这从当时的人攻击郭嵩焘的
一句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便可见端倪。
对于外交，对于洋人，一个简单的“鬼”字，尽
显当时人们的态度。

但反观如今的普通人，对于“洋”之态度，
却又有点走另一个极端。如今，一旦和“洋”
沾上边，不是“鬼”，而是“神”。人，一旦喝过
洋墨水，似乎就镀了层金；物，若是进口的，哪
怕三无，也是品质保证。

“鬼”，是故步自封；“神”，却是盲目崇外。
对于外来的事物，我们需要的，不是

“鬼”，不是“神”，而是人。将其当成普通人和
物一样对待，有缺陷难免，有优点借鉴。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这才是我们对于外来人和物
的应有态度。

而以上转变，在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
官群体的形成》这本专业著作中，尽显无
遗。这本书，对中国近代以来对“洋”的态度
的转变，以及深层次的原因，都做了专业而
细致的剖析。

与以往探讨中外关系的专业著作相比，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将人与制度结合。以往
的同类著作，要么关注人，而忽略制度，要么
反其道而行之。但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人放
在制度中进行考察；而制度的建立，也免不了
人的建树，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也唯有将两
者结合，才能勾勒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宏
图。9

（《中 国 近 代 外 交 官 群 体 的 形 成
（1861-1911）》，李文杰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7年1月出版）

《摔跤吧！爸爸》：
一部优秀的印度体育励志电影

微书话

“鬼”·“神”·人
——读《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
形成（1861-1911）》有感

现代人应找到
属于自己的时间感
——学者余世存谈“二十四节气”

小贴士

《大国兴亡录》

作者：[美]艾米·蔡
译者：刘海青、杨礼武
出版单位：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5

本书全面展示了作为地产大王的特
朗普在纽约房地产的全盛时期融资、开

发和建设的历程。特朗普概括了他自己的成功
秘诀：想象力、毅力和嬗变的技巧，但最重要的
是商人具备的直觉。

《特朗普自传》

作者：[美]唐纳德·特朗
普/托尼·施瓦茨
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
版社
出版时间：2016.6

本书中，“街头哲学家 ”朱尔斯·埃
文斯找来了人类历史上十二位最伟大的

智者，苏格拉底、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毕达哥
拉斯……一起探秘人的心灵和情感，教给我们
控制情绪、享受当下、规划生涯、面对波折等各
方面的生活智慧。

《生活的哲学》

作者：[英]朱尔斯·埃文斯
译者：贝小戎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新思文化
出版时间：2016.11

本书中，尼尔·波兹曼指出，现实社
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

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
化精神，以致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
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了娱乐的附庸。9

《娱乐至死》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译者：章艳
出版单位：广西文学出
版社
出版时间：2004.5

5月 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
举行，此次论坛的参与国家遍布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
美洲的广阔地域。本期读书，向读者推荐几种与“一带一
路”有关的图书。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
邹磊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丝绸之路》
刘迎胜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荣新江著
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

《游牧民的世界史》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9

□本报记者 冻凤秋

2016年底，恰逢中国“二十四节气”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之时，学者余世存推出《时间之书：余
世存说二十四节气》，备受关注并持续热销，
被誉为“第一部全面解读二十四节气的国民
读本”。5月 7日，立夏之时，受大摩纸的时
代书店邀请，余世存莅临郑州，与读者分享
自己关于天地、自然、生命的思考。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余世存感慨，对于现代人
来说，最重要的是深入理解节气时间的内
涵，在网络技术和都市生活给我们限定的时
间节奏之外，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在时间
感。

把人文精神赋予“二十四节气”

因为由知名设计师王志弘操刀设计，装
帧素雅精致，加上画家老树的 24幅配图添
彩，《时间之书》颇受读者青睐。此次在大摩
纸的时代书店除了余世存分享新书，还有画
家赵向前绘制的二十四节气美图展，让读者
更深地感受到“时间之美、不舍昼夜”的意境。

但对余世存来说，这本书并非应景之
作。此前，应《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之约，余
世存开设“二十四节气”的专栏，写了整整一

年，专栏结集之时，恰逢申遗成功，可谓巧
合。

在《时间之书》中，余世存第一次把节气
时间与人的使命、人格成就相连，每一个节
气，他都赋予其人文精神：清明，君子以议德
行；立夏，君子以辅相天地之宜；夏至，君子
以自强不息；立秋，君子以作事谋始……余
世存说，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天地时空的感
受是细腻的，时间从农民那里转移，抽象升
华，为圣贤才士深究研思，既是获得当下幸
福的源泉，也是获得人生意义的源泉。

在余世存看来，和其他非遗文化不同，
二十四节气建构了一个鲜活的世界，那里面
收藏着古典中国人雕刻过的时光，包含着浸
润食物滋味和生命汗水的“存在与时间”哲
学，不仅是生存的时间坐标，更演化成气节、
德行，时时提醒我们有守有为。

现代人要有大的时空观

写完《时间之书》，余世存自己的心境也
有了变化，更加淡然、从容。余世存说，历代
的诗人学者都在节气里吟诗作赋，他们以天
地节气丰富了汉语的表达空间，也以汉语印
证了天地节气的真实不虚和不可思议。

他说，节气文化并非只适用于农耕文
明，当下，人们生活节奏太快，太理性，有太

多短期、
长期的目
标，内心常
处于慌乱不
定 的 状 态 。
但他们到乡野
休整一两天，其生
物钟便脱离无规律
作息，调回自然时间，重
获时间的节律和精气神。所
以，我们今天仍要问：我们是否把
握了时间的节气？我们是否把握了人生
的节点？

如果深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内涵，掌握
节气时间，就可以让人重新建立起与天地、
自然的联系，有一种大的时空观。至少在内
心提醒自己，不要被信息时代给我们制定的
节奏挟裹，摆脱手机微信、电脑网络等无处
不在的影响，意识到个体是在天地之间，在
亘古绵长的光阴里，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时
间感。

在中西比较视野里读书

曾以《重建生活》《非常道》《家世》《大时
间：重新发现易经》等著作在国内文化界引
发强烈反响的余世存，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
深

入 的
研读，更

有着开阔的
国际视野，这让

他在写作中常常有深
邃的思考和独到的发现。

30岁时，余世存已经在北京一家媒体
做得风生水起，但年轻气盛的他还是决定辞
职，远离纷繁的都市生活。在偏远一隅，他
对时间和空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从那
时起，他开始专心读书，较为系统地阅读先
秦诸子百家著作、二十四史等传统经典。他
读得丰厚，写得驳杂。

余世存说，对年轻人来讲，要在现代眼
花缭乱的技术面前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大厦，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很重要。他建议采用中
西比较的方式阅读。比如读《论语》《春秋》
等，就可以比照同时期希腊原典著作《对话
录》《理想国》等同时阅读，在这样一个中西
比较的视野里读书，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思
考。2

《摔跤吧！爸爸》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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