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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曾国荃、郭嵩焘等晚清军政

名人的故事。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
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
情之理解”的态度，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
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
体例融正史、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
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
杜绝“戏说”，开历史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
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

好书推荐

《战天京》

作者：谭伯牛
出版单位：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16.6

长江三峡的曲折动荡，是中国人的
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
化大转型”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
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年的
一场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大
变革，也使历史长河的潮流，尤需历时百年
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
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本书，成就了
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

《从晚清到民国》

作者：唐德刚（美籍华人学者）
出版单位：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6

中世纪欧洲文明处于“黑暗时
代”时，亚洲如何主导世界？此书为

全美图书馆指定馆藏，一本书可了解中世纪
时的亚洲全貌。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斯图亚
特通过细腻的描绘与大量原创研究，向读者
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历史真相：当欧洲
深陷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约公元
476年-公元 1453年）时，同时期的中古亚
洲则正处于最辉煌的巅峰，在那漫漫千年
中，亚洲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极简亚洲千年史》

作者：[美]斯图亚特·戈登
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1

本书是一部精要的大中东文
明史，内容是一趟生动的阿拉伯、伊

斯兰世界巡礼。作者胸中藏有世界各地文
明流动的地图，逐一走遍大中东的每一个
国家，既有极为宏阔的视野，又有具体而微
的切身感触。他从历史中解读硝烟，用脚
步丈量文明，追寻出大中东地区动荡不息
的根源，真实呈现了夹在东方与西方之间、
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本期推荐的是修订
版，增订了近年来最新的局势变化及深入
解读。9

《大中东行纪》（修订版）

作者：张信刚
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2

□程健君

高有鹏教授的《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出
版了，皇皇十卷本，五百多万字，堪称一个人
打造的文化航母。

今天，中国站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世
界并不完全了解中国。那么，从一个民族的
民间文学，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民族的
性情与追求。中国近代社会，国际上一些探
险家和传教士，都刻意调查中国的民间文学，
以便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世界上兴起的民族
独立与解放运动也提示世人，民间文学能唤
起一个民族的觉醒意识。在现代学术体系的
建构中，胡适与郑振铎等非常重视中国文学
发展中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作用，而
真正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是在上世纪的50年
代，由一群激情澎湃的青年学生分头合作，仅
仅用40多天就赶制出来。自然，那部民间文
学史也表现出浓郁的时代痕迹。新世纪之
初，出现高有鹏独立撰写的《中国民间文学
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间文学，这
被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理论
的重要成果”。

中国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典型地体现出中国各民族的情感、意志、
信仰。与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民间文学有两
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具有漫长的历史进程，博
大精深，浩若烟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典、
百科全书；一是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呈现出
万花竞放的民族特色。而且，有许多民族的
民间文学，由于历史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保

存在口头上，不见于文献，需要重新考察。
高有鹏研究民间文学起步甚早，20世纪

80年代初，还在大学时期，他就发表多篇论
文。大学毕业后，他在基层工作，利用业余
时间，走遍全国五百多个县，实地考察民间
文化遗址，感受民风及其背后的民间文学。
同时，他有意走进一些考古现场，把文献与
生活、与历史的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考察。30
多年过去了，他经历了许多人无法体验的生

活，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他的阅读量
非常惊人，除了大量历史文献，他还非常重
视搜集少有人关注的资料，特别留意古代
碑刻中的神话传说，想方设法搜集一些民
间说唱与民间传说故事的刻本，搜集西方
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记录，有意拓展
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空间。在他看来，
中国民间文学既是文献的，又是生活的；是
中国各民族的，又是属于全世界的。他的
中国民间文学史，既呈现了民间文学的文
本形成与发展变化，及其搜集整理与记录
的历史，也呈现了不同时期民间文学思想
理论的历史，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联系、相互
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是文化发展全方位的
历史。

今天的中国受到世界的瞩目，中国民间
文学已经不仅仅属于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仅
属于被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向世界传送中华
民族的声音。中国民间文学被称为国风，它
集中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与聪明
智慧，具有非凡的魅力。高有鹏用他30多年
的时间，专注于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史的研
究与写作，为这个时代贡献了一幅壮美的民
间文学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相信在展现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
加深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这部十卷本
的大书一定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9

（《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高有鹏著，线
装书局出版）

□李晋

现代女性因经济独立、人格独立，被称为
“半边天”，意指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同
样能顶半边天。传统女性如何向现代女性过
度，女作家艾明雅自有一番妙论，她常在网络
上以文字为女性解疑答惑，并陆续将这些文字
收录到所著的《嘿，三十岁》《闺蜜》等书中。

《特别敢，又特别美》是她新近面世的随
笔集，与她之前出版的书一样，文风犀利泼
辣，有如她湘籍女子的性格。而同时流露出
的温婉灵秀，则展示了她文静秀美的一面。

书的封面上有宣传语“致敬所有心中有
小野兽的女人”，这个“小野兽”是意象化的形
容，这不是指欲望和野心，而是一个女人不管
身份如何变动，都笃定亘古的自我。这其实
是作者希望女性永远淡定如一，去勇敢,去
爱，去永怀一颗少女心。

“特别敢，又特别美”的寓意出于此，但书

中的内容不局限于此。全书分为四章，书名
“特别敢，又特别美”也只是第一章的名称，其
他章节分别以“困住一个女人的，从不是年龄
和身份”“女人爱美是优点，不用改”“心自由
了，做什么都容易满足”命名，每个章节名采
用两个短句，具有警醒气息，这应该是艾明雅
的生活真经，她在谈到创作心得时曾说：“我
从来只写我自己的感受——我是女性，写我
的情感。”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优秀
的女人。”面对这句流传甚广的话，艾明雅横
眉冷对，她讲了一个故事，其中说一个特有钱
的男人，需要找一个全职太太，看上了一个姑
娘，想交往一下，姑娘却说，我当了全职太太，
我自己的公司底下十个人的工资怎么办？姑
娘放弃了丰厚的物质，为的是一份逍遥自
在。艾明雅的举例分析，犹如一份女性独立
宣言，可以引导女性在自由与金钱上做出慎
重抉择。

金钱虽不是那么重要，但也要学会花，艾
明雅有一个犀利的理论叫作“不会花钱的人
没前途”，她用亲身经历说明浮躁社会里很多
打着免费幌子的商业活动是沾染不得的，她
建议女性去花钱，这当然是要在自己的经济
承受范围内，去花钱而不是乱花钱，比如可以
去订阅喜欢的时尚杂志；去找准风格穿得端
庄得体；去请一个很欣赏的朋友吃饭聆听经
验教训。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艾明雅的良苦
用心，她是要求女性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更有激情地投身到事业当中。

阅览完全书，感到《特别敢，又特别美》的
叙述口吻极为冷静，不是长篇大论的说教，也
没有无休止的煽情和调侃。从此书内容本质
来看，恰如一部现代女书，在艾明雅的文字里，

“半边天”映现成绚烂美丽的彩虹，魅力四射地
闪耀在当今社会。9

（《特别敢，又特别美》，艾明雅著，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吉水

微信公众号也是各大影院宣传电影、招徕
观众的手段，当香港电影《29+1》本月初上线
时，省会一家影院就通过这一渠道为关注他们
的影迷举行了一场免费观影会。到场的自然
以女性观众居多，因为《29+1》本身可称为一
部成色十足的“女性电影”：女性导演+女性题
材+女性视角+女性关怀，所吸引的目标观影
群体，也自然以女性为主。

说起女性电影，去年 9月上映的《七月与
安生》导其先声，该片获第53届金马奖七项提
名,两位女主角双双获评最佳女演员，为此一
类型影片做了可观的声誉提升。不同于《七月
与安生》的改编自作家庆山同名小说，《29+1》
改编自香港十分火爆的同名舞台剧。值得一
说的是，近来根据舞台剧改编的电影也颇不薄
命，去年 10月上映的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
影《驴得水》，小制作博得大票房，当时的热议
言犹在耳。现在轮到这部《29+1》，同样未上
映而“声”先闻：刚刚过去的5月份，在法国举
行的尼斯国际影展上，作为电影的《29+1》获
四项提名，导演彭秀慧更击败 12位来自世界
各地的同行，夺得外语片最佳导演。

那么由舞台剧改编而来、作为女性电影的
《29+1》给观众讲了个什么故事呢？大略如
下：职场白领林若君（周秀娜饰）年届 30，电
影曲折地说成29+1，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
个稳定的男友，过着符合中产阶级主流价值
观的生活，注重养生、重视保养、在意身材、拼
命工作，是别人眼中的“成功女性”。但30岁
也是一个隐含危机的坎儿，这个年龄的职场
女人，面临容貌衰减、生活被工作挤占、父母
老去的压力，特别是片中的女主角还面临与
男友感情淡化的危机，种种内忧外患使她心

力交瘁，终于选择辞职减压。一次偶然的搬
家让她走进了另一位与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女性黄天乐（郑欣宜饰）的生活，通过阅读黄
的日记，林若君不但了解了黄天乐没有男友、
没有高薪工作的普通生活，更了解了她不注
意身材、自由随性的生活态度。黄天乐的乐
观洒脱深深打动了为职场打拼所迫的林若
君，后者在阅读日记时一次次沉浸于对黄天
乐生活的无限缅想中……

如此剧情，所表现的其实是当今社会人们
面临的一个普遍两难问题：要职场成功又想生
活自由，但二者不可兼得，对两者的取舍代表
了两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只不过这一两难
问题在当今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然，

《29+1》表现的是快节奏的香港人的生活和生
存状态，当年年轻的女性导演彭秀慧基于自身
社会体验自编自导的这部舞台剧，对生活在香
港的女性是一种写实，对生活在内地正在快速
迈向现代化生活的都市白领女性则属于一种
未来而并不遥远的生活前瞻。因此这回被改
编成电影的《29+1》在收获香港观众好评的同
时，在内地院线也有充分理由引起观众特别是
女性观众的强烈观影兴趣。

不过不像《驴得水》那样对剧情叙事的直
接火爆，也不像《七月与安生》那样依写实的
逻辑让俩女主角的人生互换，电影《29+1》在
叙事上采用了一种十分小众的前卫艺术，影
片从头至尾黄天乐并没有直接与林若君见
面，她实际上去巴黎旅行了，她过去的生活场
景只是林若君在她的寓所内读她日记时对她
的一次次缅想，因此影片关于黄天乐的镜头
叙事是断续插演的，甚而有时林若君在对黄
天乐的缅想中会把自己与黄天乐合而为一，
镜头前的林若君和黄天乐会互换了身份说话
行事，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舞台剧靠语言
结构剧情的虚拟风格。这种交叉蒙太奇与心
理蒙太奇叠加导致的角色错乱必然给影院中
的观众带来接收障碍。果然，实际观影过程
中，一些提前到场的年轻女孩不到终场又提
前走了，前排纷纷亮起的手机屏幕也干扰着
后排的视线。另一个值得回味的现象是，一
批加微信关注免费来看电影的中老年观众缺
乏时间观念，在影片开演一段后才乱哄哄陆
续进场，这种漫不经心显示出他们之于女性
电影的观影目的也并不强。

看来，风格前卫、关注女性的香港女性电
影《29+1》要真正接内地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
的地气，还需表现手法和受众素质的双向改
善。2

●由美籍华人导演伍仕贤参
与编剧并执导的都市喜剧电影
《反转人生》将于 6月 30日上映，
21日，该片导演伍仕贤携主演夏
雨到洛阳进行路演宣传。《反转人
生》荟萃了一批知名演员，讲述了
空有满腔抱负却郁郁不得志的保
险推销员马奋斗由人生谷底实现
反转的一系列爆笑离奇故事。

一部讲给世界的大书
热点读书

周末侃影

艾明雅的现代女书
——读《特别敢，又特别美》

《29+1》：女性电影的前卫与地气

电影时讯

●由花开朵朵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元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梁永划执导的现实轻喜剧《拯
救脱轨少女》，6 月 15 日全网上
线。影片根据张书勇的小说《拯
救白玉兰》改编，通过乡村少女白
玉兰孤身闯荡大城市的经历，揭
露了现实社会繁华城市的背后暗
藏着的危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