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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行》是日本作家东野圭
吾的代表作，小说围绕一对有着不

同寻常情愫的小学生展开：1973年，大
阪的一栋废弃建筑内发现了一具男尸，
此后 19年，嫌疑人之女与被害者之子
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跻身上
流社会，一个却在底层游走，而他们身
边的人却接二连三离奇死去，警察经过
19年艰苦追踪，终于使真相大白。

《白夜行》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刘姿君
出版单位：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08.9

《蒂凡尼的早餐》是一部中篇
小说，1958年在美国出版，曾入选

《时代周刊》“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小
说以二战期间的纽约为背景，讲述了一
个名叫霍丽的十九岁女孩的浮华白日
梦。霍丽·格莱特利最终迎来了什么样
的结局，《蒂凡尼的早餐》中并未写明，
而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却获得多项
奥斯卡大奖，奥黛丽·赫本在片中的形
象深入人心。

《蒂凡尼的早餐》
作者：[美]杜鲁门·卡波特
译者：董乐山、朱子仪
出版单位：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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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伊朗长大》这套连环图
书述说了一个伊朗小女孩在伊斯

兰革命时期的成长故事。这个小女孩
经历了国王被推翻、伊斯兰革命、与伊
拉克战争等国家大事。作者玛嘉·莎塔
碧，1969年生于伊朗，这套连环图书述
说的正是她本人的成长经验，读者可以
随着主角Marji的成长，深入地了解伊
朗的历史、政治和文化。

好书推荐

《我在伊朗长大》（连环图书）
作者：[伊朗]玛嘉·莎塔碧
译者：马爱农、左涛
出版单位：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0.1

《地下铁道》翻开的，是美国历
史上最为沉重黑暗的一面，它让人

们忆起美国建国之初发生在几代人身上
的奴隶买卖之痛。小说中，少女科拉无
家可归，受到欺辱和强暴，在搭乘秘密地
下铁道向北投奔自由的旅程中，她看到
的又是社会的邪恶和法律的不公。《地下
铁道》2016年在美国出版后，席卷全美，
并被奥巴马列入夏季书单。9

《地下铁道》
作者：[美]科尔森·怀特黑德
译者：康慨
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3

周末侃影

□墨白

《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是任教于信阳师
院文学院的杨文臣博士最新的学术成果。文
臣师从曾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当代中国生态
美学奠基人曾繁仁先生，并在其指导下进行西
方环境美学研究，他在研究西方环境美学的同
时，还从事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编选与作
品研究，即将付梓的就有《孙方友研究》与放在
我们面前的这部《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

孙方友1949年出生在河南省淮阳县新站
镇，即其新笔记体小说《小镇人物》中的颍河
镇。孙方友2013年 7月 26日在郑州辞世，使
得其《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系列成为当代
新笔记体小说的绝响。说绝响实不为过，世人
言“古有《聊斋志异》，今有《陈州笔记》”，言之
不谬也。孙方友所创造的独立的文学世界，除
去天资，使其成为绝响的还有我们所处的时
代。20世纪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像这样的历史更替与社会演进，所经历的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信息革命到网络时
代，这样大幅度的在思想和认知观念上的转换
与更替，恐怕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再难重现。而
这些，我们都能从孙方友的《陈州笔记》里得到
印证。

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从唐诗到宋词、从
元曲到明清小说，一千多年间形成的文体屈指
可数。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笔记体小说从“五
四”以来在经过百年的历练之后，到了孙方友
的《陈州笔记》这里，已经筑成丰碑，成为一座
高峰。说孙方友是新笔记体小说的奠基人，我
认为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孙方友经过《陈州笔
记》的叙事实践，给新笔记体注入了从叙事语
言的“一石三鸟”，到故事结构的“翻三番”，再
到故事情节的“奇、妙、绝”，确实为新笔记体小
说注入了太多的诗学元素，使以白话文为主体
的新笔记体小说最终形成一个成熟的文体。
作为新笔记体小说的奠基人，孙方友对中国当

代文学的贡献还远远没有被认识，所以，对他
小说价值的认识与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始。

感谢杨文臣博士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以
中、西方哲学和文学批评标准为依据，对孙方
友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为精髓、以中华
民族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程为基础创造的独
立的文学世界所做的考察；感谢他对孙方友的
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关系的梳理，
并让我们认识到孙方友以艺术的真实、历史的
真实、人性的真实为标准构建的文学世界所传
达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生生不息的生命信
仰；感谢他使我们厘清了孙方友在小说中所表
达的对中国传统德性文化与民间酒神精神的
弘扬，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人世间生命的尊
重，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孙方友文学世
界的价值所在。

应该说，杨文臣的《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
是一部开先之作，对今后的孙方友文学遗产的
整理与研究，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9

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的开先之作

近日，一场全国性的小小说颁
奖暨学术研讨盛会在郑州闭幕，可
见小小说已经成为郑州乃至河南
的一张文化名片。在小小说创作
领域，我省已故作家孙方友是一座
高峰，他的“新笔记体”小说独步当
代文坛。对他的研究正逐渐展开，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6月出版
的《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是这方
面的一本新著。

进口大片退位 国产片类型竞放
七月过半，暑期档各大院线进口大片退位，国产片类

型竞放。自 6月下旬开始，《冈仁波齐》《缉枪》《反转人
生》等国产片陆续上映，其中 6月 20 日上映的《冈仁波
齐》先弱后强，延宕到 7月，票房超预期地突破 9000万。
7月前期则有《京城 81号Ⅱ》《绝世高手》《悟空传》《喵星

人》《青禾男高》《闪光少女》等陆续上映，到今天，又将有
《父子雄兵》《阿唐奇遇》等新片与观众见面。这些国产
片，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喜剧、魔幻、武侠、青春、
动画，共同演绎着暑期档院线电影的热闹。本期观影，选
评其中三部，它们分别代表了国产片的三种类型。

《父子雄兵》：
喜剧片续吹东北风
□吉水

暑期档喜剧电影《父子雄兵》今天上映。这是

一部表达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影片，讲述梦想靠大项

目咸鱼翻身的范小兵（大鹏饰）连累老爹范英雄（范

伟饰）一起卷入债务纠纷，父子二人经历一系列啼

笑皆非的生死考验，最终化险为夷的故事。对于喜

欢喜剧电影的观众，应是一部能博得现场热笑的作

品。

值电影上映之日，谈谈这部电影的两个外围看

点：

一是当下国产喜剧片中盛行的东北风。上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春晚小品的扩散效应，为这

种文艺形式提供了丰富滋养的东北民间文艺逐步

成为当代中国喜剧影视作品的重要支撑。到了今

天，小品虽然趋于衰落，但东北风之于中国当代影

视喜剧艺术的构成继续走强，由开心麻花推出的多

部喜剧电影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单说今年，上半

年开初就有《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爆笑院线，紧接

着下半年又有这部《父子雄兵》推到眼前。而且从

演员构成上，范伟、大鹏、乔杉、张天爱，清一色东北

演员在本片中打包出场，泼辣爽脆的东北段子东北

腔，都使银幕上的东北风愈加劲烈。东北风在国产

影视作品中走红，俨然与香港娱乐片中的无厘头形

成南北两个喜剧策源地，既分庭抗礼又趋于杂糅。

如果说以北方城市生活为背景的《父子雄兵》中，港

星任达华的加盟代表了香港娱乐元素的北上，那么

7月 14日上映，由香港导演陈木胜执导的暑期档合

家欢科幻喜剧电影《喵星人》中，有“开心麻花喜剧

天后”之称的东北演员马丽操一口东北腔与港星古

天乐搭档，则显示了东北风的南下。东北风在主导

目前国产电影喜剧片，给观众带来欢笑的同时，也

为内地民间乡土文艺的城市化迈出了先行一步，在

反映生活、参与当代文化建构上发挥着越来越显在

的作用，这些尤其值得内地其他省份民间文艺创作

者和研究者借鉴思考。

二是作为主创的东北演员大鹏的成功之路。大

鹏原名董成鹏，1982年出生于吉林，原本不是电影科

班出身，但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新媒体网络编辑工

作，为他人生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他由制作网络视

频入手开始涉足影像技术，继而参与创意和表演，在

网络上积累人气的同时，又拜师学艺，通过学习东北

民间文艺，积累并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终于从网络

走上银幕，又逐步由演员走向编剧、制作和导演。到

今天，他已成为能够与科班出身的国内一线演员同

台飙戏，在青年观影群体中拥有众多粉丝的知名影

人。在《父子雄兵》这部电影里，他身兼监制和主演，

在主创团队中居于核心层。大鹏的成功，为当下中

国电影人才的产出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去年以

来，很多专业知名影人不止一次抱怨中国电影人才

不足，他们的观察视角是每年专业电影学院培养出

了多少科班毕业生。但科班之外，各种社会人才对

电影业的融入却视而不见，殊不知社会也是电影从

业人员的人才库，尤其从事新媒体行业的青年，因为

熟练掌握了视频制作技术，为他们向影像艺术的跨

界提供了便利。而一旦转型成功，他们能够不拘于

学院派的科班教条，携自身所带的地域文化因子，以

自由发挥的艺术气息为中国电影提供新的艺术营

养。大鹏的成功，同样也能启迪和鼓励怀有电影梦

的更多领域的非科班青年从视频或微电影入手加入

到电影产业中来，实现个人的创业和转型。

上述话题，权作《父子雄兵》观影的一些外围参

考，至于电影剧情设置如何，观众自可见仁见智。2

□何旭

《冈仁波齐》是一部关于朝圣转山的剧

情片，它由真实的藏民参与演出，企图于真

实中演绎信仰的力量。

影片开头，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来描述

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垒柴垛、烧火、煮饭、

聊天，村前一座座大山环绕，时有风雪云

雾，山下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几

个村民不徐不疾地筹备粮食、工具，准备去

拉萨朝圣。直到作为补给工具的拖拉机突

突突地出现时，朝圣旅途才开始。

电 影 所 展 现 的 节 点 ，是 特 殊 的 一 年

——藏传佛教四大圣山之一冈仁波齐百年

一遇的本命年，对佛教的信仰使片中的藏

民走上朝圣之路。具体到电影中的故事，

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

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

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

朝圣队伍。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

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由

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儿留在拉

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

仁波齐进发，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

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

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片中从芒康出发的这群藏民，在长达

1200多公里的路途上，安静的行进，就像一群

无声的蚂蚁，可是再慢，也要前进，也要抵达

终点，沿途沉重的大货车、时髦的越野车从他

们身边驶过，他们也走过灯火闪烁的热闹城

镇，走过春天、夏天、河流、湖泊、雪山，没有什

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分心，没有任何寒暑雨雪

能让他们停留。

导演有意模糊了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的

那条线，隐去了常见的中心人物、叙事编排和

冲突设置，镜头上更多地采用中景和远景叙

事，还有全程跟拍，机动灵活即兴创作的制作

方式，都令《冈仁波齐》呈现出朴实无华的画

面感觉。单从外观上，你可能会觉得它不吸

引人，观众会觉得这是一趟朝圣，片中的藏民

觉得这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信仰与朝

圣已经渗透了他们的日常与生死。

影片展现的藏区牧民生活，宛如荷兰

画家维米尔对生活的平静描绘，在美丽的

高原之上，静谧中蕴含着力量。身处此地

每日重复着相同生活的人们，脸上有凄苦

和愁容，却总能在阳光灿烂、风过高原时露

出纯真又温暖的微笑。是什么在支撑他们

抵抗着艰苦的生存环境？是他们内心的信

仰。经年累月风餐露宿的行进，在外人看

来只是枯燥重复，对肉体的磨炼，于他们而

言，却是在内心信仰的指引下，每个人在精

神信念上的自我挑战和圆满达成。

想想一路磕长头转山的朝圣者们，他

们的生活目标是如此清晰，故而才能泰然

自若，把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去仔细丈量。

对我们的生活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每个

人心中都应有一座“冈仁波齐”，有了信仰，

就只顾风雨兼程。9

朝圣路:
找寻心中的“冈仁波齐”

□张帮俊

由鲍鲸鲸编剧，王冉导演，徐璐、彭昱畅

等领衔主演的青春热血校园电影《闪光少

女》，讲述的是“神经”少女陈惊，与男闺蜜、二

次元小伙伴组成的 2.5次元乐队大战西洋乐

的超励志青春故事。看过这部青春校园片

后，第一感觉这部片子“三观正”，没有一些青

春烂片中存在的谈恋爱、打架斗殴等狗血剧

情，反倒是搞笑中充满友情、青春、励志等积

极向上的元素，给人力量与感动。

影片在主题选择上，通过扬琴少女与伙

伴们组成的民乐队与西洋乐队学生“斗乐”的

故事，来宣传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与尴

尬现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民乐，支持民乐，

走进民乐。同时，在这些年轻的民乐少男少

女身上，观众看到了青春的锐气与灵气，看到

了责任与担当。面对别人的嘲笑，他们不是

自暴自弃，反而勇敢地承担起捍卫者的角色，

用自己的努力让人对民乐刮目相看。

民乐与西洋乐各有千秋，各具风采，但

是，两者所处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在给

孩子选择学习什么音乐时，多数家长选择

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可能在家长看

来，学这些更有出息，更有“钱”途。就是专

业学习音乐的人也对民乐存在着偏见，总

觉得西洋乐更高贵，民乐是下里巴人，不入

流。本着传承弘扬民族音乐的责任，《闪光

少女》这部片子的主旨与选题就比较能让

观众认可。能够直视存在着的社会观象，

也可以看出此片的“业界良心”。

作为青春片，要让年轻的受众，特别是

00 后认可与喜爱，片子就得有符合他们喜

好的流行元素。在这点上，影片做到了，并

且做得让人意想不到：痴迷动漫、穿着夸张

的宅女，用民乐演奏的古风乐曲，眼花缭乱

的哔哩哔哩网站弹幕……在青少年中影响

极深的二次元文化，都一一亮相银幕，让年

轻的观众惊叫。片中古筝专业的“千指大

人”，日常穿着漫画里的深色长袍，气质高

冷，弹起古筝则魅力四射，这个人物所带的

感觉让人耳目一新。

扬琴、古筝、堂鼓、琵琶、中阮、二胡，这些

民乐的组合汇聚在一起，演绎出一股清新温婉

又荡气回肠的中国风，同时也回答了去年电影

《百鸟朝凤》给社会提出的民乐出路问题。

扬琴少女对音乐的热爱及励志故事，所

阐明的影片主题，就是“再弱小也会闪光，再

奇葩也会有伙伴”。每个人都有闪光点，找

到这个点，就能让自己的人生闪光。9

《闪光少女》：
再弱小也会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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