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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手帖”，讲述魏晋时代
的凄美故事。“手帖”是魏晋文

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因为书法之美而
流传下来，成为后世临摹写字的
“帖”。同时，它也是“私密”“随性”又
极为贴近“真实”“率性”的文体，暧昧
迷离、若即若离。

好书推荐

《手帖：南朝岁月》
作者：蒋勋
出版单位：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书生活

中原神话的大山
□高有鹏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神话学家
张振犁，在 94岁高龄时出版 170余万字
的《中原神话通鉴》，赢来八方喝彩。这，
是一部讲述中原神话的大书，是中原神话
研究的一座大山。

20多年前，张振犁出版《中原古典神
话流变论考》，提出中原神话是中国古典
神话的复活，打破学术界长期流传的中国
神话“零碎片段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对此高度评价，称
之为当前神话研究的新方向。著名民俗
学家钟敬文亦称，中原神话的发现是文化
史上的奇迹。

的确，中国古典神话在文化传播中曾
给人许多错觉与误解。当年，文化失败的
言论甚嚣尘上，一切唯他人为是，缺乏文
化自信。在现代学术史上，胡适等人关于
古人缺乏想象力的论断影响深广，普遍认
可“中国神话不如希腊神话”的观点，殊不
知古希腊神话的编创远远逊色于中国古
典神话的丰富。至今，也仍有许多学者宣
称“中国古代没有神话”的概念。而张振

犁的这部著作，完整揭示出中国古典神话
在中原地区的流传状态，并告诉世人，中
国古典神话不仅没有失传，而且谱系清
晰，自成一体，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巨大价
值与魅力。

张振犁这部书的大，不仅在于气派，
几乎数遍中国古典神话中的各个大神，可
以视作中国古典神话的发展史，还在于其
品质，在于其胸怀。从20世纪80年代初
开始，张振犁带着程健君等人，走遍中原
大地的山山水水，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

阻，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用事实诠释
中国古典神话与民族精神，形成了体系完
整而富有特色的中原神话学。

在河南，关注和参与中原神话研究的
不仅张振犁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一
朝一夕，而是将近 40年不间断。张振犁
培养和影响了一个学科，在他的带领下，
程健君、孟宪明、王定翔、陈江风、耿瑞、吴
效群、刘炳强乃至今天的梅东伟、周磊、焦
晓君等，一个阵容强大的学术群体茁壮成
长起来；在河南的基层，淮阳的杨复俊、桐
柏的马卉欣、濮阳的刘小江等一大批学者
也在坚持中原神话的研究；此外，在湖北、
北京、山西、上海等地，也有多人做出关于
中原神话的著述。迄今为止，关于中原神
话的文章至少有 1000 多篇，著作将近
100部。这在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不多见
的。

毫无疑问，张振犁的这部巨著，不会
是中原神话研究的最后一部。但在中国
古典神话研究的世界里，它永远是一道绚
丽的风景。7

（《中原神话通鉴》，作者：张振犁，河
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刘豫东

在我的老家，“吃货”其实一直是
个贬义词，用来形容好吃懒做的人。
时过境迁，现在，有些人居然以“吃货”
自居，洋洋自得。后来，我也慢慢接受
了他们，甚至对他们肃然起敬了。

不知何时，开始喜欢上美食文
章。几年前买了本老车的《茶饭思》，
一个散文随笔集，没想到竟然对吃这
么有研究。读老车的文章是一种享
受，虽不能饱餐一顿，可也算是一场精
神盛宴了。集子里多篇文字，如《鲽鱼
头》《莴苣》《石榴虾》《富贵衣，叫化鸡》
等，看了好几遍，读后有种余味未尽的
感觉，不仅为他的见识、学识和文字功
力所折服，还为他对生活的态度而赞
叹。每一个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
活的人，好吃、会吃、懂吃的人，其实真
不简单。

3年前，买了汪曾祺的《老味道》，

32 开本，图文并茂。汪老的文字没
得说，最初，我喜欢的是他的《受戒》，
但自从读了《老味道》之后，更觉获益
匪浅。

“活着多好啊。我写这些文章的
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啊！”
扉页上这朴实的文字，给人温暖。书
里分四个章节：云南味儿、老味儿、家
乡味儿、鲜味儿，可谓是西酸，北咸，东
辣，南甜。文笔朴实无华，娓娓道来，
就像面前有个老人在讲述自己的回
忆。书中如《米线和饵块》《肉食者不
鄙》《韭菜花》《豆汁儿》等，描述了他行
走各地遇到的诸多美食，还有做法、渊
源和典故，以及他与美食之间发生的
趣事。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2016
年春节逛书市，淘了一本《刁嘴》，汪朗
的作品。回到家翻开书一看，才知道
他是汪曾祺的儿子。光看这书名，就
不难知道作者的非同一般。通篇看

来，感觉汪朗的文字风格与他老爹不
太一样，但又都好吃、会吃、懂吃。

2017 年春节，与儿子一道去书
市闲逛，发现了《找食儿》，作者人邻，
祖籍河南洛阳，文笔隽永可爱。令人
惊奇的是，作者还曾与汪老有交集，

“在北京的时候，有机会跟汪先生见
过几面”。书中有《汪曾祺二则》，叙
述的正是汪老与美食的趣事。书中
如《茶叶肉》《酸梅汤》《剽悍四样》《好
酒记》等写得很有味道，闲暇时躺在
沙发上翻看《找食儿》，读着读着不禁
满口生津，“会停下来咂摸一阵”，这
是“吃货”笔下文字的力量，也是美食
的力量了。

读了这些，在羡慕、回味之余，我
也跃跃欲试起来，先后写了几篇美食
的文字。“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
也”，知味委实不容易。愿你我都成为
真正的吃货，让自己的生活有滋有
味。7

“吃货”们的文字

□郭华悦

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谈及的
“出世”，是一种看破名利之后在心
理上的超脱情绪。这种超脱，源于
对世俗的淡然。而自闭式的“出
世”，看似结果相同，但细细探究，
会发现其根源完全相反——它并
非因为超脱，而是源于恐惧。对世
俗人情的恐惧，会让一个人选择逃
避，于是便有了“自闭”。

而树，这看似美好的事物，因
为其与人世之间看似相连却始终
相隔的距离感，在心理学上有时正
是自闭的心理象征。树上的出世，
树下的入世，便是韩奈德小说《树
上的时光》的主题。

书中的主角马奇，像极了现
实中的我们，烦心事儿太多，压力
太大，于是心中渴望着有一处世外
桃源，撇开俗世纷争，清静无为。
于是，马奇执着于“爬到树上”，找
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身在“树”
上，看树下人生百态，心中便有种
人在局外、与己无关的超脱感。

这样的“树”，恐怕存在于大部
分人的心中。工作、生活累了，便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或来到一
个无人认识的地方，过几天清静日
子。对如今的多数都市人来说，这
不失为一种健康的心理调节方
式。可凡事都有度，过度执着于树
上的世界，往往便成了自闭。

马奇便是这样一个自闭少
年，他不愿与人交流，将自己困在
树上的一隅世界中。当他得知巨

树即将被砍掉，就不得不走出那个
封闭世界，寻求树下人们的帮助，
慢慢地，他与同学、邻居开始接触
和交流。最终，树被保留下来，而
马奇也终于走出了树上的世界。

这是马奇的问题，又何尝不
是我们的问题？或多或少，我们的
心中都有一处不愿意对外人开放
的封闭世界。这棵“树”的存在，是
必要的。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会

“上树”，让心灵沉淀。但有时候，
我们则必须爬下“树”，面对现实，
解决问题。

《树上的时光》这部美不胜收
的小说，写的是树，又不是树。怎
么对待心中的那棵“树”，或许是我
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必须面对的
问题。7

（《树上的时光》，作者：[美]韩
奈德，译者：鲁梦珏，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2017年2月出版）

□范舒然

上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从
尘埃间横空出世，一落笔便是直抒
胸臆的惊风，随《秦腔》嘶鸣缭乱成
一场声势。搁笔的地方漾起惆怅
的波澜，无言也风景如画。

书中以朴拙却充满思想的笔
调，以作者生长于斯的故乡为原
型，通过描写清风街，不紧不慢地
勾勒出一个陕南村落的喧嚣与暗
淡。不见鼓角争鸣，也无刀光剑
影，汤汤水水流不出什么挽歌，却
又是渐渐背景模糊远去的一辈子。

“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出泼
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

满地炎凉”。初看只是琐碎如流水
账般的农村生活，再读下来只觉得
细腻不过，是“密实的流年式叙
写”。清风街人磕磕绊绊从荒芜里
走入近乎悲凉的繁华，便酿了悠悠
荡荡的秦腔一曲，立了“碑”以记心
心念念的夙愿——也许那种字里
行间扑面而来的亲切感，便是故乡
吧。

作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秦腔》获得的评语是“这声
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
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
照”。携三分红楼，万夫寂寥，再一
份执念，任日走云迁，独自凭栏。
不迟暮，不落幕。7

□路西法

《玉子》（Okja），是由韩国导演奉
俊昊执导、美国Netflix投资的一部科
幻电影，时长120分钟。片中主角是
一个10来岁的女孩儿，以及一只融合
了河马和小狗特征的超级猪。虽然表
面上看起来仿佛应该充满温情和笑
点，但甫一面世，它就陷入争议的漩
涡。其中最大的争议，无疑来自“流媒
体”与“传统院线”之间的博弈。

所谓“流媒体”，是指商家用视频
传送服务器把节目当成数据包发出，
传送到网络上供用户播放的模式。
作为《玉子》的投资方，成立于 1997
年的 Netflix 如今已是流媒体巨头，
为全球超过 1亿会员用户提供在线
DVD、蓝光等电视电影租赁和点播
服务，推出过《毒枭》《女子监狱》《纸
牌屋》等知名原创剧集。与以往的传
统影片不同，《玉子》选择在 Netflix
上首播。这一举动立刻引起轩然大
波，原因无他：它动了传统院线的奶
酪。

因此，虽然《玉子》入围了今年的
第 70届戛纳电影节，但评委会主席
阿莫多瓦放出狠话，“金棕榈奖不应
该颁发给大银幕上看不到的电影。”
随即，戛纳公布新规：2018年起，只
有在法国院线上映的电影才有资格

参加戛纳。而在韩国，三大院线联合
拒映，《玉子》仅在 94块银幕上得以
公映。

其实，随着近年来流媒体在全球
的兴起和壮大，其与传统院线的纷争
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据媒体报
道，2016年，Netflix购买的《无境之
兽》就尝试了线上和线下同步公映的
方式，即引起北美各大院线的联合抵
制。

而在中国内地，这样“没有硝烟
的战争”也并不遥远，不少视频网站
在几年前纷纷成立影视公司进军产
业上游，进入了以内容自制为主的新
竞争阶段。相关资料显示，《塔洛》
《路边野餐》等一些文艺片纷纷以付
费点播的方式供给观众；而《黑处有
什么》在院线上映 9天后，即在视频
平台实现准院线同步，上线2日播放
超过 600余万次……国内的传统院
线，恐怕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

未来，每当出现一部新作，观众
是选择进入影院“浸入式体验”，还是
选择在电脑和手机上随时随地观
看？随着科技发展、商业创新，会有
更多的新的行业形态“特立独行”、横
空出世。也许，传统的方式会在生活
中渐渐消失，但有价值的内容终将永
存。2

行业观察

《玉子》：争议背后，触痛了谁？

域外文谈

微书话

树上的时光

秦腔正鸣

收入《红豆生南国》《向西，向
西，向南》《乡关处处》3部中篇

小说，分别讲述了生活在中国香港、纽
约和上海的“都市移民”的故事。有学
者评价，小说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
的写实，下笔有如绣花，但最痛苦和最
享受的地方都在于喘不过气的细节。

《红豆生南国》
作者：王安忆
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作家余秋雨系统阐释人生修行
的归结性著作，也是封笔之

作。本书用优雅的哲理散文写成，分
为“破惑”“问道”“安顿”三大环节。近
年，网上不断涌现标有余秋雨名字的
美文、格言等，内容都与人生修行有
关。余秋雨说，只有这一本才是真的。

《泥步修行》
作者：余秋雨
出版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年6月

脾气古怪、嫌东嫌西的59岁老
头欧维想自杀，直到一对话痨

夫妇和两个女儿搬到隔壁，不小心撞
坏了他的邮筒……瑞典票房冠军电影
同名原著小说，讲述了一场人与人之
间的迷人相遇。“你会笑，你会哭，会因
此想搬到北欧去，因为那里的一切都
更可爱一些。” （本报综合）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作者：[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出版单位：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女孩美子和爷爷一起住在韩
国的小山村，有一天，她唯一的伙
伴、重达6吨的超级猪“玉子”被拖
回美国纽约总部。为了挽救它被
人类虐待、食用的命运，美子来到
纽约，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帮助
下，与公司CEO露西·米兰多斗智
斗勇……

《玉子》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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