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6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立功 美术编辑 单莉伟 本版邮箱 hnrbdsgy@sina.com 精彩周末/读书观影│13

《自在独行》

作者：贾平凹
出版单位：长江文艺
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6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
家，其作品极具叛逆性又不失淳朴本色。

这本书写情感、聊爱好、谈社会、说人生，有俗世的
智慧，也有生活的趣味。对于匆匆的路人，这部文
集或许只是用来附庸风雅的玩物；但对于生命的
行者，却会从书中读懂孤独的真义，在生活里多一
些从容潇洒。

热点读书

好书推荐

本书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的代
表作，也是50年来全球最具影响的著作之

一。作品以寓言开头，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的突
变，并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方位揭示
了化学农药的危害，是一本公认的开启了世界环
境运动的奠基之作，它既贯穿着严谨求实的科学
理性精神，又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

《寂静的春天》

作 者 ：[ 美 ] 蕾 切
尔·卡逊
译者：许亮
出版单位：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

本书缘起于北大著名现代文学研究者
孙玉石教授的新诗讲习课堂。孙教授对现

代诗人和现代诗的阐发穿梭于历史与诗意之间，
能让人在诗史中把握诗性与历史感之间的美妙互
动。从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人风格迥异的白话
诗，到象征派、现代派、意象派、朦胧诗、后朦胧诗
等一次次诗潮，本书重现了课堂上生动的低吟及
其背后经年累月的研究心血。

《新诗十讲》

作者：孙玉石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0

本书写书家、书事、流派、风格流变，纵
贯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历史。那些今人或熟

悉或不熟悉的书家、作品跃然纸上，字里行间透露
着个人与时代的气质。作者刘涛原系中央美术学
院国画系教授，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
和研究，著有《书法谈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
朝卷》《书法鉴赏》《中国书法》和《极简中国书法
史》等。9

《字里书外》

作者：刘涛
出版单位：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1

□姜炳炎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
治家、教育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梁 启 超 教 子 家 书》汇 集 了 1912 年 到
1928 年，他写给子女的 84封家书。该书
共分为学业篇、责任篇、健康篇、情感篇等
十个章节。

翻阅这本《梁启超教子家书》，溢于字
里行间的是亲情，是智慧，流淌的是自然、
细碎的教诲，是梁启超对子女的挚爱和期
望。

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在孩子们面前不
再是大师，而是朋友。每晚孩子们围在桌
旁，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讲爱国英雄的故
事，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用其深厚的国
学根基和爱国思想影响子女。

梁启超教育孩子们从小树立“莫问收
获，但问耕耘”的理念。长子梁思成14岁进
入清华大学，后因车祸住院，梁启超陪伴他

在病床上温习《论语》《孟子》等经典名篇。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
习建筑技术与文化，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博
士。相隔千山万水，梁启超仍时时关注他
的学业，不时写信推荐书籍、了解情况，细
心呵护儿子成长，梁思成最终成为世界著
名的建筑学家。

梁启超更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兴趣，
让他们努力实现自我。上世纪20年代，次
女梁思庄到加拿大读书，梁启超建议女儿
学生物学，因为他感到生物学对社会发展
十分重要，而中国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当
得知女儿不感兴趣时，他去信说：“性之所
近，则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
意，你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拘泥于爹爹的
话。”后来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成为国际
知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梁思礼是梁启超的小儿子，很受宠爱，
被亲昵地称呼为“老白鼻”，也就是英语宝
贝的汉译谐音。梁思礼4岁时，梁启超就去

世了，梁启超的思想通过梁思礼的母亲、哥
哥、姐姐的影响，使梁思礼终身受益。梁思
礼钟情于航天事业，正是受父亲“工业救
国，技术救国”思想的影响。1949年 9月，
梁思礼和钱学森、郭永怀等从美国归来，面
对有些人的不理解，梁思礼真诚地说：“我
研究导弹，是保卫我的祖国！我自豪！”后
来他成为“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火箭控制
系统专家。

梁启超常说：“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
方可用大事。”他一生都在用这句话来爱国
和救国，他的 9个孩子，7个出国求学或工
作，但都相继归国，这正是梁启超言传身教
的结果。著名学者傅斯年曾深有感触地评
价：“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
一流。”

“一门三院士，满门俊秀”，梁启超的9
个儿女均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读这本《梁启超教子家书》，能为我
们教育子女提供厚重的借鉴意义。9

一个文人与一座城市的风度

一本启迪心智的教子家书
好书推荐

□吉水

当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出版后，西安
就成了中国人眼里的废都；但在河南人眼
里，又有自己的废都，七朝古都开封就是其
中之一。

和西安一样，作为废都，支撑开封文化
风度的元素之一，是这里也有一个很成规
模的文人群体，他们或围绕当地的报纸副
刊、文学期刊，以作品和形形色色的文学乃
至文化活动结构自身的文化风度，或以与
作品和形形色色的文学乃至文化活动毫不
沾边的世俗生活来结构自身的文化风度。
却都殊途同归，聚拢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场
域和自在。

相比于当代文坛一些名家的声名卓
著，开封的这一文人群体颇有些“草根”，有
论者认为这与开封这座七朝古都的丰厚历
史文化积淀不相称。但唯其“草根”，才更
接地气，呈现的是一座城市更为真实家常
的文化图景。这一图景散落于开封老城的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却总有三五个亮度
更大些的星座，为众星所拱，发挥着聚核作
用。

72岁的赵中森即是这三五星座中的一
座，他是开封市作协的名誉主席，作家，诗
人，原《梁园》和《东京文学》杂志社资深编

辑。他在长期的文学生涯中，以本名和以
墨桅为笔名，发表过很多诗歌、小说、散文
和随笔，更先后以《梁园》和《东京文学》杂

志为阵地，在编辑的岗位上，结交、扶掖了
一大批开封和省内外的诗人、作家和其他
文化人。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还是一个
深情细腻、有心记录文坛人事的人，他在长
期的编辑岗位上，通过作品和人事交往，对
很多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形成了自己
的印象和判断，并以言简味深的文字予以
记录。如今，这些文字记录已然成为难得
的散文和文学史料，聚沙成塔为一本36万
字的《诗歌编辑札记》，于2016年12月由大
象出版社出版，引起河南文学界关注。

收入这部书的札记，大都为单篇单人
千字左右的短文，统共 123篇。其中有 70
篇记述着作者与70位开封和省内外新老诗
人的交往，并附来往信件，另有53篇分别记
述着作者与53位作家、艺术家及其他领域
包括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交往，这些人中，或
皇皇名家，或籍籍市井，但在书中并不以文
学成就和社会身份的高低排序，而都按名
字的汉语拼音，以英文字母的次序排列。
作者待人接物的修养和风格由此可见一
斑。更为重要的是，这组由 123位人物组
成的群像，勾勒出的是一幅以作者生活、工
作的开封为中心的当代中原丰富鲜活的人
文图景，其史料价值的弥足珍贵，足可使其
当得一部以个人记忆弥补时代记忆和文学
史记忆的表现当代文化生态的“世说新

语”。
正如“世说新语”这类文体所共有的特

点，作者在这部书中写人记事的文笔是节
制的，对人事但做细节的描写，少下直接的
结论。在作者笔下，有对朋友真挚直接的
抒情，尤其对命运多舛的体制外市井诗人
的命运描述，作者对他们的品格和奋斗所
寄寓的友善和同情令人唏嘘。书中也不乏
对人物个性和纷繁世态的黑色幽默、善意
反讽，只不过这些幽默和反讽如果不经细
读细品，一般人是难以觉察的。于此也可
见中森先生驾驭文字的功力。

不可否认，一座城市真实家常的文化
图景，是由一个个文化个体组成的，而这些
个体中的典型人物，也确实对一座城市的
文化风度有橱窗作用。赵中森作为开封文
艺界一位资望卓著者，比较典型地代表了
古城开封文人群体共同的审美和文化情
怀，而其笔下的一百多位境遇不同的开封
文坛内外人物，也对开封这座古城的文化
生态、文化性格、文化形象及文化风度有着
不同侧面而又浑然整体的展示作用。

而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文化生态、文
化性格、文化形象及文化风度如能在河南
全省次第建构起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则整个河南将会呈现出怎样一幅繁荣的地
域文化和城市风度图景！2

由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中日两国著
名演员赵文卓、洪金宝、万茜、小出惠介、仓
田保昭等领衔主演的古装历史动作大戏
《荡寇风云》，已于5月27日在全国公映。5
月 30日端午节当天，导演陈嘉上携主演赵
文卓来郑州奥斯卡曼哈顿影城与观众见
面，这部极具史诗质感的大作收获了现场
观众的良好口碑。

《荡寇风云》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明朝嘉
靖年间，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地区的真实历
史，影片对戚继光及戚家军保家国抵外侮
的热血激昂做了全方位体现，超燃的战争
动作场面感染了影院内大批观众。导演陈
嘉上在影片放映后介绍：“戚继光是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抗倭大将，中国从来不缺乏民
族英雄，戚继光就是一个。与好莱坞美国
队长、钢铁侠等人物相比，我们的民族英雄
不仅有血有肉，更有历史事迹可寻。”为了
用最贴合历史的视角讲述戚继光与戚家军
的故事，陈嘉上导演潜心研究明朝历史数
十年，跑遍戚家军当年作战的所有战场，并
走访相关纪念馆，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材
料，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坚实的史实支
撑。总结这些功课，陈嘉上说：“我们这部
电影，绝对不是抗日神剧，而是还原历史的
正能量大戏。”

为了更加逼真地表现戚家军与倭寇从
冲锋陷阵到短兵相接的搏命厮杀战争画
卷，影片除了把“狼筅”“三眼铳”“虎蹲炮”
等当年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做了生
猛、直接的呈现，大饱观众视听享受外，还
使用了大量日本演员来扮演倭寇，直接让
日本人演日本人。关于这一点，陈嘉上解
释，出于民族的特殊心理、习性，中国人是

很难演像日本人的。而大量使用日本演员
来表演他们先辈历史上的倭寇角色，会不
会让日本演员心理上难以接受？陈嘉上介
绍说：“戚家军在日本也是一个研究得非常
透彻的课题，日本人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失
败，而是从心底里佩服戚继光这位‘三千破
两万’（按，戚继光曾率三千戚家军打败过
两万倭寇）的真英雄，所以才能有这么多的
日本演技派演员着急加盟。”而在电影中，
日本名演员仓田保昭的表演也确实投入，
他不惧高龄，挑战高难度动作戏，片中与赵
文卓颇具个性的打戏据说均为实打实的肉
搏，现场观片感受，其力量、技巧也的确都
展示得相当真实。

《荡寇风云》有震撼的战争场面，更有
精彩的故事内核，其中关于抗倭民族英雄
戚继光将军与戚夫人的感情戏份更受到众
多女性观众的追捧。这种家国儿女双线并
行的编排，在多个情感维度上进行的巧妙
处理，也让人物的形象避免了扁平化、脸谱
化，角色内涵变得鲜活丰富。此外，影片不
丑化对手，本着还原真实历史的原则所传
递的爱国主义情怀因而也更具震撼力，更
深入人心。正如有评价认为的，这是一部
节奏明快、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主旋律爆款
电影！9 （文纬）

电影时讯

《荡寇风云》震撼上映 导演陈嘉上郑州谈片

《梁启超教子家书》，福建教育
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诗歌编辑札记》，赵中森著，大象
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中的开封城市文化图景

《荡寇风云》剧照

《荡寇风云》导演陈嘉上（左）与主演赵文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