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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重拾传统
文化的珍宝？国人怎样才能更加

自信地面对世界，面对未来？学养深
厚、研究中国哲学六十余年的楼宇烈先
生围绕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如何运用
传统文化的智慧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两
大主题，以睿智的哲思颠覆了习惯性的
思维方式，为复兴传统文化描绘了行动
路线图。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作者：楼宇烈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6.7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
判断》是国内以学术文化见长的

《文汇报》副刊《文汇学人》对60余位世
界著名学者的访谈精选。该书以《文汇
学人》的平台和视角，记录下了思想家
们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按照访谈
内容的侧重，此书被分为以关注政经为
主的“世界·中国”卷，和以关注思想文
化为主的“思想·经典”卷。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
判断》（全两册）
作者：文汇学人采编组
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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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讲故事》一书从习近平
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

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的百余则故事，加以完整呈现和解读。
本书共收入109则故事，分为对内篇和
对外篇。对内篇包括廉政、品格、励志、
治理等；对外篇侧重于人民友好、国家交
往、文化融通、历史情感等。每则故事在
引用原文之外，还配有“延伸阅读”，用以
丰富故事细节，还原故事语境，让读者
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的改革发展之道、
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

好书推荐

《习近平讲故事》
组织编写：人民日报社
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6

《中华文化四十八堂课》一书
由余秋雨为北京大学学生开设的

中华文化史课程讨论整理而成。本书
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加上课后与学生
间的“闪问”“闪答”，形式新颖，内容异
彩纷呈。在讨论的过程中，余秋雨对传
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诗骚传统、优秀
代表诗人信手拈来，流露出对中华文化
的洞见与审视。9

《中华文化四十八堂课》
作者：余秋雨
出版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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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水

看了国产喜剧片《父子雄兵》，这部电影的
一系列剧情设置的确笑点频频，大鹏饰演的范
小兵为创业借高利贷，因还不上，被“老大”（任
达华饰）派出的“讨债高手”（乔杉饰）追债，逃
债过程中他跳高楼、被绑走、被浇水泥浆、假办
丧事，种种情节正如主创们所期望的，引发了
影院里的阵阵笑声。

但笑声过后，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和剧情设
置却不免有一些别样的思考。

诚如片方说明的，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是一
种传统中国式父子关系。根据影片设计，由范
伟饰演的父亲范英雄，和大鹏饰演的儿子范小
兵之间是因为缺乏沟通才造成种种误会，陷入
种种窘境，父子间压抑的感情以喜剧的形式呈
现出来，就成了父子间的日常互怼，由此爆出
一系列笑料。但值得注意的是父子二人社会
能力的强弱对比。电影中的范小兵基本是一
个怀揣创业梦想却无德无能无行的三无青年，

平时油嘴滑舌的他危急时刻总是由名副其实
的老爹范英雄出来搭救，这种“狗熊儿子英雄
爹”的角色设定，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是否合宜，
值得思考。

互联网时代，业已完成知识代际更新的中
国青年在适应社会环境上已胜出了知识结构
老化的父辈们，更何况片中年轻一代的范小兵
欠债是因为创业，这既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大
的语境，又反映了某些创业艰难的现实。把这
一角色设置为一个油嘴滑舌处处不成器的“狗
熊儿子”以制造笑点，似略显失敬失真。当然，
影片最后范小兵创业融资还是成功了的，但那
只是为满足“大团圆”的结局而设计的一两分
钟的桥段。时代在发展，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
变化，喜剧不但要在笑声中反映现实的真实，
还应体现未来的趋势。

影片中一个重大桥段的设置特别值得商
榷：为融资还债，范小兵支走老爹范英雄，在家
里为他假办了一场丧葬仪式以收取份子钱，由
此又衍生出对老爹过去的战友之间珍贵情义

的消费。这些“搞笑”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其实
是无法原谅的，在电影中也构成了对传统主流
价值观的戏谑和消解，这是目前国产喜剧片中
屡屡见到而需要警惕和克服，从而提升自身艺

术品位的一个问题。与经典的动作电影、爱情
电影相比，父子类题材的国产喜剧片在我国的
电影市场中还有待开发。1987年曾有陈强、陈
佩斯父子主演的父子类喜剧电影《二子开店》，
老北京街坊生活中朴素健康的人情味温暖人
心。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一类型的电影逐
渐远离观众，而今《父子雄兵》把这一类型接续
起来，现实语境却已发生了很大变异，这使喜
剧片必须对包袱笑料进行良莠甄别。从《二子
开店》到《父子雄兵》，从青年就业到青年创业，
社会主题一脉相承，反映着中国社会三十年发
展的“不变”，而价值观混乱导致的泛娱乐化和
娱乐庸俗化，却是社会语境的“变”。在驳杂的
当代文化语境里，如何做到在娱乐大众时既能
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能健康地引领生活，是喜
剧片特别是融入了原生态地方乡土文艺元素
的喜剧片需要时时校准的方向。

《父子雄兵》开启了国产片父子喜剧类型
的回归，这一类型片的前景值得期待，愿中国
式父子喜剧在健康的笑声中道正行远。2

□张光茫

今年 8月 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个节日，有哪些
铭记人民军队光辉历史和记述当下强军伟
业的书可以读呢？

由熊诚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建军大业》，全方位再现了南昌起义、秋收
起义、广州起义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古田会议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回顾
了人民军队初建阶段的重大革命史实，史诗
性地解答了人民军队90年光辉历程中的三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建军”“如何
建军”“建立什么样的军队”。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
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史》，记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史
和建设史。这里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十年

土地革命战争史，有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
抗日战争史，有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战争
史，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史等，
同时也记述了人民军队从 1927 年创建到
现今的组织编制发展和各级主要领导成
员的变更情况。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是
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英勇奋斗的历史，是十分宝
贵的精神财富。

大国有利器，富国必强兵。由宋忠平
著、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强国利器》，对中国
军队如何应对多重威胁、提升打赢现代战争
的能力提出了有益思考，完整地展现了航
母、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隐身技术、天军
等军事知识，并对比各国最先进的军事装
备，分析了国家的军事实力。作者还阐述了
军事实力的提升对我国提高国际地位、提高
国际影响力的作用。

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作“刀尖上的舞
者”。由李炳银著、希望出版社出版的《刀
尖上的舞者》，讲述了我国首位航母舰载机
英雄飞行员戴明盟的成长历程。忠诚爱
国、甘于奉献、勇于牺牲是戴明盟从军生涯
的最好写照。而英雄的背后，总有常人看
不见的辛苦与付出。戴明盟的故事，很好
地体现了一位军人忠诚爱国的精神和机智
顽强的品格，是令人感动且鼓舞人心的中
国故事。对青少年来说，学习这种精神，就
是要少年立志，奠定一生积极向上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

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总会给人深邃而
久远的启悟。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际，通过以上书籍，我们不但能重
温人民军队的创建历史、建军业绩，更能懂
得人民军队的红色性质，看到一个伟大时代
的缩影。9

□王南海

小时候，就喜欢这本并不厚的书，浅黄色的
封面，简单而凝重，书的左侧纵向写着五个大
字：可爱的中国。前不久，又去书店，它再次出
现在我的眼前，将书放在手中轻轻抚摸，那些熟
悉的话，又让我感受到喷薄而出的赤子情。

《可爱的中国》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著名
散文集。在那个祖国饱受欺凌的岁月里，作者
以亲身经历书写着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艰难历程。他满怀爱国
主义激情，赞美养育了自己的祖国母亲，控诉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肆意欺侮。在书中，他
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描绘了未来
生活的幸福美好，字里行间流露出强
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无法想象，这些文字竟然是方志

敏写于狱中的。他尽管身陷囹圄，饱受酷刑，
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牺牲时
年仅 36 岁。这些文字曾由鲁迅先生代为保
存，1949年后公开发表。结集后的《可爱的中
国》曾被多次印刷，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打动我的是作者对祖国诚挚的热爱。他深
情地写道：“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
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
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
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
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
健美的肉纹和肉窝……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
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
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
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他深情地把中国
比喻成“天姿玉质”的美人。是的，有哪个国度
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美丽的风景、适宜的温
度，拥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是这本书告诉我要崇尚朴素的生活，遇到
困难，勇敢面对。方志敏入狱后，他坚定地说：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
的信仰！”他被捕那天，国民党士兵搜遍了他的
全身，除了一块手表、一支钢笔外，只有两个铜
板。他们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竟然如此穷
酸。可是方志敏却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
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闻之，让人肃然起敬。时至今日，当我们
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的时候，如何保持一
种朴素向上的作风，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曾多次去过革命老区，老区的人会发自
内心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
话真诚地表达着他们的心声，朴素而感人。细
细想来，正是拥有了像方志敏这样的人，用鲜
血染红了五星红旗，才让我们拥有一个和平、
富裕、建设着的更强大的中国。

7月27日，比原计划提前一天，
暑期档迎来了两部军事题材国产大
片：由刘伟强执导的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历史的《建
军大业》，和由吴京执导的反映新时
期在国门之外维护国家利益、护卫
同胞安全的军事动作片《战狼Ⅱ》。

由于《建军大业》讲述故事发生
的时代较早，所用的均是比较年轻
的演员，90后挑大梁、数十位明星的
加盟毫无疑问会给暑期档院线带来
一片璀璨星光。《战狼Ⅱ》则是对
2015年创下 5.45 亿票房的《战狼》
的全面升级，请来了《美国队长》系
列电影的动作指导，全面向好莱坞
制作标准靠拢，海陆空均有震撼的
大场面，打满120分钟，并将爱国主
义植入电影中，相信也会给观众带
来极好的观影体验。

剧情简介

《建军大业》：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
裂，大革命也从胜利走向失败。在共
产党员、革命群众被以蒋介石为首的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期间，中国共
产党人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独立领
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队伍。由周
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在8月1
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和卢
德铭也于9月9日在湖南东部和江西
西部发动秋收起义。一幕幕波澜壮
阔的战争画面和动人心魄的革命历
史由此展开……

《战狼Ⅱ》：冷锋突然被卷入了一
场非洲国家叛乱，本可以安全撤离，
却因无法忘记曾为军人的使命，孤身
冒险冲回沦陷区，带领身陷屠杀险境
的同胞和难民，展开生死逃亡。9

道正，方能行远

建军节到了，读读这些书
《解放战争：决战》刘统、袁德金、金立昕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辈的旗帜》梁凌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护航亚丁湾》钱晓虎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士兵花名册》陈灿著
红旗出版社出版

《铁流向前》魏德运著
三联书店出版

《兵妈妈》成亚平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绽放的军花》罗际明、徐海平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阅读链接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人

民军队早期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1927 年

12 月，领导弋阳、横峰一带农民武装暴动，

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军。1935 年，他率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军

团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反动派围堵，身

陷囹圄，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

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他于 1935

年 8月 6日黎明前英勇就义，时年 36岁。

在狱中，方志敏忍着病痛和敌人的酷

刑，在短短半年中先后撰写出《可爱的中国》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

《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 12

篇文稿和信件，总计 13 万余字。方志敏的

遗作堪称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成为中华民

族不朽的精神财富。1940年，人民军队创建

人之一的叶剑英阅读了方志敏的遗作，感慨

万千之余，写下一首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

七言绝句《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9

上图：《父子雄兵》剧照。在驳杂的当代文
化语境里，要健康地引领生活，喜剧片必须对
包袱笑料进行良莠甄别。

电影时讯 经典品读 重温《可爱的中国》

其他同类主题图书

《可爱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