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书是年逾九旬的画家黄永玉
集文化、文画、文话于一体的一本生

肖“文画”，是一本传统生肖文化的现代阐
释。自2006年开始，黄永玉每年都创作14
幅图文生肖作品，当中结合着文化掌故、历
史典故、传说故事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
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态度。
12年共创作 168幅，整整十二生肖一个圆
满，幽默诙谐中不失诗意趣味，灵动鲜活中
蕴含着生活的智慧与哲理。

《十二个十二个月》

作者：黄永玉
出版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2

此书是著名诗人北岛的心血之
作，内含由他亲自甄别挑选的57位不

同国别诗人的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是诗
人自己心目中最适于孩子诵读、领悟的短诗
的集结。书中诗人、篇目、译文的挑选，都体
现着编选者北岛一以贯之、别具手眼的诗学
理念与美学目光。此书另有重绘新诗版图、
确立经典标准的意义，编选者希冀其携带的
思想、文学、文明的火种，能照亮下一代的阅
读空间。

《给孩子的诗》

编者：北岛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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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史铁生灵性阅读系列”
之三，独具匠心的经典短篇小说集，

内附吴冠中10幅画境灵动的美图。小说集
选取了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
《夏天的玫瑰》《老屋小记》《来到人间》《死国
幻记》等名篇佳作，有的平实温暖，充满激励
人心的力量，有的笔法灵动多变，充满奇思
妙想，极大地拓展了想象空间，带给我们面
对人生困境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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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玫瑰》（插图版）

作者：史铁生
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0

此书系“嵩岳诗丛五人行”之一。
该诗丛是为纪念河南诗词学会成立

30周年编辑出版的一部五人作品集，分别
收录了林从龙、李允久、范国甫、郑永祥和
王国钦五位当代河南诗人的诗词歌赋作
品。其中《知时斋诗赋》的作者王国钦近年
来大力提倡“度词、新词”，不但在理论领域
为旧体诗词的当代写作提供了创新，而且
在创作领域为旧体诗词的当代写作提供了
大量优秀作品。9

《知时斋诗赋》

作者：王国钦
出版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4

微书话

电影时讯

□吉水

由法国年轻女性导演米娅·汉森-洛夫自
编自导的电影《将来的事》，去年4月在法国本
土上映后，很快为中国的众多艺术片影迷所青
睐，这或许与欧洲电影节的文化传播效应有
关，该片上映当年，即获第66届柏林电影节金
熊奖提名。荣誉意味着欧洲主流文化对这部
片子从艺术性到思想性的认可，在互联网信息
无国界的时代，它很快携金熊奖提名的号召力
越洋走进了中国线下观影圈。

这部片子能够被中国的影迷青睐，或许
因为它表现的是当下或未来人类，准确地说，
是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遇或将遇到的烦恼，
因此，也可以称为一部法国的女性电影。

但从故事来讲，这部法国女性电影倒实
在无奇特之处。剧中，由著名影星于佩尔扮
演的哲学教授娜塔莉年近60岁，本有着一个
稳定的家庭和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一系列
生活中的琐碎的烦恼忽然开始集中发作：与
出版社的出书协议进展不利、神经质的母亲
生病需要照顾、同为哲学教授的丈夫出轨的
事被发现……生活中矛盾的集中爆发，使本
来热爱自己工作的她身心交瘁，最终勇敢地
走出婚姻的樊篱，在宁静朴实的乡村中，重新
思考和打理自己的人生。

编导设计了一系列生活的烦恼，短时间
内集中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可谓欧洲古典

戏剧集中精神的再现。但如果从女性关怀的
角度看，比利时达内兄弟执导的、2014年获第
6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的电影《两天一
夜》，其中的女主人公更值得同情。这也可称
为一部女性电影，影片讲述了患抑郁症治愈后
的女工桑德拉为保住自己的工作，不得不在一
个周末的两天一夜里，挨家挨户说服自己的工
友在下周一的裁员投票中支持自己留下。影
片以强烈的手持拍摄纪录片风格，真实地展
现了经济低迷下当代欧洲蓝领阶层的辛酸生

活。而桑德拉作为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母
亲，患抑郁症后其工作能力受到资方怀疑面
临被解雇的命运，对欧洲社会女性在工作机
会上所受到的排挤恰也构成标本意义。

除手持拍摄这种高度接近原生态生活的
艺术手法外，《两天一夜》也采用了一种平铺
直叙的简洁叙事方法，女主人公两天一夜逐
个找人谈话的经过恰如一根线，串起了每个
工友困窘的生活现状，连在一起，就是一幅
经济低迷下欧洲底层生活的图景。当然，生

存的压力，也榨出了道德的困窘。工友们在
个人经济利益与工友道义之间的不同选择，
有温情，也有残酷和无奈，桑德拉到处求人
付出的尊严代价对内心形成的煎熬，让人感
同身受。而导演的镜头是冷峻而又客观的，
中近景造成的画面的逼仄，巧妙利用车内、
门框、建筑物直角，在平面构图中设置不同
象限，对生存空间和人物关系都构成了隐喻
和折射。

当然，表现欧洲当代女性生活境遇的女
性电影不止这两部，比如早些年由西班牙著
名鬼才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导演的，曾获
1999年第 12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的电影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该片讲述了单身母亲
玛努埃拉在儿子埃斯特班车祸身亡后，为完
成儿子见到父亲洛拉的遗愿，从马德里转徙
巴塞罗那寻找丈夫的故事。其中所反映的身
处西班牙底层女性在现代西方变异社会下的
种种病态生存和顽强挣扎，既让人看到社会
的种种问题，又让人感受到女性在不幸生活
面前的惺惺相惜、乐观互助，折射出导演浓重
的女性关怀。

可惜的是，受制于当下中国电影引进机
制和院线选片的商业眼光，在科幻、魔幻、动
作及动漫等引进大片的一统下，上述这些表
现欧洲当代现实生活的艺术影片都没有在国
内的电影院出现，因此失去了与中国的广大
观众见面和对话的机会。2

□党华

当拿到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牛妞编
绘的《怀孕是一场战斗》（上下册）漫画书
时，作为大龄妈妈，我带着几分惊喜一口气
读完，时不时地要会心一笑。

对于想怀孕、已怀孕或今后还准备再
次怀孕的女性朋友，这套漫画书太贴心了，
简直就是作者用绘画技巧表达直接体验的
孕妈微百科。

比如发现怀孕，首先要做什么？孕期

哪些美食不该碰？哪些事情不可做？胎儿
发育的不同阶段，孕妇会经历哪些生理性
改变？以及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心理变
化？怀孕后期不能采用哪些睡觉姿势？迎
接小宝宝要准备哪些品类的婴儿用品？怎
么选、各有什么利弊……全是干货，是来自
于34岁文青孕妈的点滴记录，而书中记述
的所有禁忌，都缘于对一个新生命的爱。

不仅如此，从这两本书中，还可以看到
能与大部分家庭共鸣的生活场景——父母
的期待，夫妇二人平凡的职场和日常生活，
男女在孕育生命过程中自然的分工和差
异，孕妇心怀“母亲”宏伟梦想的种种自律
和坚持，都市现代琐碎生活的品质，都在作
者那一幅幅画中略显慵懒的笔触下显示出
亲近感和抚慰感。

表达需要技巧，更需要情感的支撑。
从怀孕到孩子断奶，约28个月800多个日
日夜夜，这个妈妈的经历，差不多也是所有
妈妈的旅程。诚如作者所说：“这世上没有
什么比孕育和迎接一个新生命更令人期待
和欣喜的！”它值得孕妇忍着孕期反应的辛
苦和不适一笔一笔描绘。9

（《怀孕是一场战斗》，牛妞编绘，河南
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由80后青年影人卢正雨参与编剧并
执导，卢正雨、郭采洁、范伟等主演的喜剧
电影《绝世高手》，今日将在内地院线上
映。影片讲述原本是混混的卢小鱼，在一
次执行破坏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大大咧咧
的吃货小曼，小鱼顺势利用小曼去完成他
的“大任务”，由此卷入了美食江湖的故
事。本片沿袭了一段时间以来国产电影中
爱情+美食的类型，设计了一系列搞笑桥
段，杂以武功和光怪陆离的烹饪绝技，尤其
歌手蔡国庆跨界出演一位反派人物，以及
中国演员陈冲、日本影星仓田保昭的加盟，
都为影片增添了看点。6月 29日，该片主
创卢正雨在郑州奥斯卡曼哈顿国际影城为
自己这部大银幕处女作举行路演，与现场
青年观众的流畅交流显示了这位年轻影人
在青年观影群体中颇高的人气。

●由环球影业及照明娱乐公司联合制
作的3D动画电影《神偷奶爸3》今日也将登
陆内地院线，该片讲述的是动画男主角格
鲁因一次行动失利被反坏蛋联盟开除后又
意外得知自己有个孪生兄弟，在亲兄弟德
鲁的劝说下，重新开始坏蛋生涯的故事。
作为 2010年上映的喜剧动画片系列的续
作，《神偷奶爸3》也是7月份内地院线率先
上映的为数不多的进口大片，曾经在前作
中极度抢镜的小黄人也将再度亮相大银
幕，展现它们的大眼萌。9

本报讯（记者 赵立功） 进入7月，一年
一度的电影暑期档正式拉开。上半年进口
大片对影市的主导将减弱，众多国产电影
里，有三部正能量大片值得关注。

一部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念建
军90周年、献礼党的十九大的英雄史诗巨片
《血战湘江》。该片以真实的战争历史为依
托，讲述了83年前红军在长征途中血战湘江，
付出巨大牺牲，保存革命火种的悲壮故事。
影片已于6月30日全面公映。记者在省会一
家院线影院的夜场放映厅看到，宏大的战争
场面、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令在场的观众赞
不绝口。

7 月 1 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
的纪念日，由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执导，以
香港抗日史上著名的“东江纵队”真实事迹

为蓝本拍摄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也选在
了这一天上映。影片讲述了小学教师方兰
和与她青梅竹马的男友李锦荣、游击队长
刘黑仔等人在沦陷的香港同日本占领军顽
强抗争的热血故事。一向以塑造女性角色
著称的许鞍华导演，这次首拍特工枪战片，
联手周迅、彭于晏、霍建华、蒋雯丽、梁家辉
等明星，成为此片的一大看点。该片的另
一大看点在于反映了香港回归 20 年来内
地与香港文化的成功融合，特别是以香港
电影人为代表的港人对内地红色历史和红
色文化的认同，使人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
心。

8月 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纪念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7月 28
日，一部今年暑期档阵容最强大的电影《建军

大业》将上映。《建军大业》是中影集团品牌
“建国三部曲”的第三部，也是该系列的最终
章。“三部曲”的前两部分别为2009年由唐国
强、许晴、刘劲等主演的《建国大业》，2011年
由刘烨、冯远征、张嘉译、李晨等主演的《建党
伟业》。《建军大业》将秉承前两部佳作的风
格，讲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
产党于 1927年 8月 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武
装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的故事，展现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作为
主旋律电影，影片的品质自然有保障，最新发
布的全阵容海报中就包含了影视界名人 54
人之多，其中刘伟强担任导演，韩三平担任总
策划及艺术总监，黄建新担任监制，这样的主
创阵容，自然也使影迷对7月末的大银幕充
满观影期待。2

上图：电影《血战湘江》剧照
左图：电影《明月几时有》海报

七月暑期档,共看银幕正能量

欧洲女性生活的电影窗口

□张洁琼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弗朗西
斯·培根曾说：“一个民族的天才、智慧和精
神，都可以在其谚语中找到。”在跨文化交际
如此重要的今天，大到国家领导人境外出访，
小到普通老百姓到国外旅游、结交外国朋友，
谚语作为“语言的润滑剂”，常常能冲破文化
阻碍，增进彼此的了解，拉近交际双方的距
离，并最终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

在谚语中，你不仅能发现千百年来劳动
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有益总结，感悟民族智
慧、群众智慧、时代智慧和街头智慧，还能汲
取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在获得思考与启
迪的同时，于简洁明快、合辙押韵、朗朗上口
的文字排列中享受纯粹的语言艺术美。

摆在面前的这套《英谚大典》，就是郑州
大学刘云波教授结合四十余年的英语谚语翻
译经验，耗时四年收集、整理、编译的一套国
内非常完备的英汉对照谚语词典。

这套书选录英语谚语 40000余条，以英

语国家的谚语为主（约占80%），兼收除中国
外 110多个非英语国家或地区的经典谚语，
内容包括民谚、农谚、《圣经》谚语以及源于名
人名言和经典著作等方面的谚语。全书分上
下册（上册A—K；下册L—Z），按照字母顺序
排列，并在每条谚语的后面括注国别或语别，
涉及《圣经》谚语的则注明章节出处，涉及源
于名人名言的谚语则附有作者简介。

全书中英文对照，翻译采用“直译为主，
意译为辅”的原则，以求最大限度保留原谚语
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域外情趣，只在直译可能
会给读者造成误解或原谚语的比喻无法有效
传达时才借助意译。

一套包罗万象、深入浅出的书，使我们无
须刻意找寻专门的研究学习时间，茶余饭后，
信手翻开几页，即可徜徉在中英语言文化的
精华中，领悟那份“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苦苦找寻的谚语竟在不经意开卷处”的
惊喜与美好。9

（《英谚大典》，刘云波编译，河南人民出
版社2017年1月出版）

你要找的英语谚语
都在这里

所有禁忌，都缘于爱

法国电影《将
来的事》海报

周末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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