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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失眠过，还有一部分人在
某段时间一直被失眠困扰。造成

失眠的主要原因是外在的，比如工作不
顺、爱情不美满、生活处处艰难等，我们
知道原因，但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本
书作者小川仁志是风靡日本的超人气
哲学家，此书以短小的篇幅、巧妙有趣
的章节设置，梳理了关于失眠的产生、
根源、肆虐的来龙去脉，包含了治疗各
种类型失眠的方法。

《失眠夜看的哲学书》
作者：[日]小川仁志
出版单位：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4

本书收录了美国小说家菲兹杰拉
德的九部短篇小说，它们被誉为

美国“荒原时代”的真实写照。美国经
历过繁华的“爵士时代”，物质生活高速
发展，纸醉金迷背后却隐隐透着不安。
菲兹杰拉德描写了 20世纪 20年代美
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记述了即
将破灭的“美国梦”，小说中那些年轻人
奋力追逐世俗名利，功成名就后，却遗
失了内心最重要的东西。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作者：[美]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出版单位：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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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从头到尾只提问题不给你
任何观点和答案的书。但好的问题

比好的答案更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将科
学技术领域的渊博知识和人文思考相结
合，触及爱、金钱与伦理等生活核心，触
及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对书中问题
的思考，会把人引向更深邃、更智慧的思
维之路，让人学会反思、追问自己，审视
和思考自己的人生。

好书推荐

《问题之书》
作者：[美]乔治·斯托克
出版单位：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
卡，是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一。

她的诗别具一格，常从日常生活中汲取
喜悦，以简单的语言传递深刻的思想，
以小见大，隐喻并开启广大的想象空
间。《万物静默如谜》2012年在国内曾
出版平装本，畅销一时。此次推出的精
装版，新增了《纪念》《火车站》等五首译
作，内文全彩印刷，并附有10幅精美的
插画。9

《万物静默如谜》
作者：[波兰]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7

□马国兴

说起来，当年在文化论坛小众菜园，画家郁
俊以网名“半窗灵鼠斋”活跃时，即有文名，此前
他也有《洛丽塔与拉布拉多》一书行世，但迟至
今日，因缘具足，我才得见其文。

其新书，《画史之外》与其专业相关，显洞
察，露视野，见性情；《杂馔》在饮食与非饮食之
间，以风物写人物，多有令人会心之处。相较而
言，我更偏爱《杂馔》。

诚如汪曾祺先生所说：“语言不仅是形式，
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
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也是本体。”

郁俊的语言，表面上看，突出的是方言杂
陈、文白间作、口语叙述，以及语句倒装、词汇借
用等修辞之术。

比如，他以医学界的术语，说“小笼蒸饺一
人三个，蘸醋内服”，以古玩界的行话，评论东北
土产大酱“咸得很开门”、阿娟饮食店的台子和
凳子“包浆深厚”，新人耳目，令人莞尔。

在此书自序里，郁俊开宗明义，说自己对
吃，“既不精通，也不讲究……无非借写吃的，重
温曾有的温暖”。此为文眼，也是解读书里文字
的密钥。

或缘于日常线条的描绘，郁俊的文字颇有
画面感。转引几段：

鞭炮被雪水一浸，成了花瓣一样的红泥，愚

园路上均匀地铺了一层，走在上面，脚隐隐地觉

得到寒气。我虽然年纪小，这种感觉却一直记

得，大体上又凄艳，又落寞，和伤春接近。

夜很快就深了，喝多了啤酒，晕乎乎地出来

在田埂上唱歌，远远的狼狗低吼几声，一天星

斗，和太古没什么区别。只有沉默凝重的南浦

大桥桥墩子，稳稳地扎在身边，似乎要告诉我们

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

渔火，船上一枚，水里一枚，渐渐地近了，到

桥底下，走到身后去。

内在观察，郁俊的行文，从容、沉静、精准，
尽显阅尽世事的感触，以及对时光流逝感到悲
悯时的一种怀念。

不由得联想到汪曾祺先生的判断：“语言
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
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
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
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
理的。”

阅读是一种再创作。读者阅历各异，面对
同一本书，恰似面对同一面镜子，却看到不同的
世界。笔者与郁俊年龄相仿，身世相近，所以对
其书中记录的经历与感受，颇为亲近。

时近清明，讲究一个慎终追远，我回乡去扫

了一圈墓，有些感慨：人岁数一天天在增加，需

要扫的墓也越来越多。第一要去祭扫的肯定是

老辈……

我们这些还不曾领略过大世面的孩子，一

个个爬上江堤，被随潮水而来的风吹得东倒西

歪，回头望望身后的甜芦粟，成片起伏着，像极

了后来注视着我们各自离开的乡亲。

郁俊所言极是。我们一生都是在不断奔
行，远离故乡，远离父母，远离朋友和兄弟，远离
那些我们熟悉的旧时光，走到最后，我们才发
现，终点其实就是起点。

故乡不仅是空间的存在、地理的界定，也是
时间的累积、心理的依归。一定意义上，故乡与
童年可以互为指称。甚至不止童年，故乡是时
光的别名。

一个人离开故乡，便从此走在了回家的途
中。9

故乡是时光的别名

新作评论

□文纬

今年6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
《水墨菜单》，是河南作家冯杰一部写故
乡的散文集，作者抵达故乡的路径是

“吃”，全书文画相融，颇具匠心，既写作
者心中的乡情食单、风俗食单，又画作者
手下的水墨食单，兼有历史时代的烟云
隐现，魅力独具。有论者认为这种文风
和形式开创了当代散文的“新小品”，作
家潘采夫说：“在河南作家里面，冯杰笔
下的北中原，温暖，丰厚，传统正在消失，
传统却又留存，恰足为他的怀旧和回忆
提供养分。冯杰如土蜂筑巢，一辈子营
造他的北中原王国，根本不愿他顾。”9

给故乡写的传记

□江伟

《故乡在纸上》是河南青年作家潦寒
的一本乡土随笔集，此书有散文的潇洒，
也有小小说的趣味，更充满作者的哲思，
是一部中原农村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中
国乡村变迁的缩影。在书中，作者用了很
多土话，讲述了很多离奇古怪的故事，这
些故事来自于民间，从古至今，多得说也
说不完，一些情节的玄妙却又任谁也讲不
明，所以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书中故
事仍会让人对天地怀有敬畏之心。《故乡
在纸上》最早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后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再版，被媒体列为国内
当下乡土随笔的代表作品。9

>延伸阅读·故乡微书话二题

回故乡经由“吃”

暑期档后期——

三部电影可圈可点

□张成

纪录片理应是“现实的机械记录者”，

可纪录片《二十二》却在克制隐忍、不动声

色的客观叙述中，静水深流地传递着一种

强烈炽热的真情实感。

影片的背后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沉重

现实，本片以 22 位二战时期“慰安妇”受

害者的生活为主题展开，导演郭柯于 2014

年为此片取材时，参与拍摄的 22 位老人，

如今竟仅有 8 位尚在人世。对于今天的

年轻人而言，发生于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

战争已经俨然是泛黄史书上翻过去的一

页，试想当最后一位日军“慰安妇”制度下

的受害老人过世，谁还能还原这段由暴行

和罪恶构成的历史呢？

纪录片“记录历史”的作用正体现于

此。《二十二》用客观的镜头，以电影的方

式，将现实与历史记录下来，向人们展示

了二战七十余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依然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难以磨灭的伤

痕。而当今天成为昨日、现在成为历史，

我们的后人仍能借该片影音了解今天和

更早的时代。

电影被视为“画面的艺术”，《二十

二》以其客观的影像风格阐释了这一说

法。影片全程没有烘托氛围的配乐，没

有声情并茂的旁白，为数不多的话语来

自被采访者真实的录音，但影片却时时

刻刻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心灵震撼。

因为镜头就是本片的语言，它已不需要

一个上帝视角的画外音来为它注解，被

采访老人内心深处的寂寥与无助、亲人

的关怀与无奈、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的

渴望等等情感，都通过镜头传递给银幕

前的观众。整部电影中让人印象深刻的

镜头很多，譬如通过精妙的推移镜头从

一位老人的葬礼开始，又以一位老人的

棺木下葬入土结束，前后呼应；独居于敬

老院的一位老人的面部特写让人心绪难

平，画面中挡在她面前的铁栅栏仿佛她

人生中难以突破的困境；最后一幕以荒

冢枯坟化为绿树青草表现时光流转的长

镜头令人悲悯长思，深感岁月无情和国

际诉讼维权的艰难。

《二十二》对光影对比、场面调度和象

征性画面等镜头元素的运用，无论是否能

够让观众从主观上意识到，但客观上观众

的内心都与影片产生了深刻共鸣。现场

观影效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放映结束

后，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急切地离场，多

数观众都静默地看完致谢名单中的最后

一个名字。与其说这是主创通过剪辑技

巧与场面调度，将他们对老人的同情和人

们对正义的渴望“灌输”到了观众心里，不

如说是影片真实而又静水般的画面，深深

地唤起了观众人性中的善。9

□居无间

从 2012年始，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以吐

槽为主要看点的喜剧短片，比较知名的有

万合天宜的《万万没想到》《报告老板》，点

击量破 20 亿；有妖气影业的《十万个冷笑

话》，第一季点击量即破 10亿，这些短剧因

符合网络时代的趣味而迅速火热起来。

同时，它们也促进了网络汉语的更

新，带来了诸如“点 32 个赞”“我的生涯一

片无悔，我想起那天夕阳下的奔跑，那是

我逝去的青春”等流行语。网友甚至创造

出“周指活”这个词语，意思是一周就指望

着看它活了。

这是青年文化的胜利，创作者与观众

达到了良性互动。

追根溯源的话，这些短片都是受到一

部名为《搞笑漫画日和》的日本动画短片

的影响。它们继承了日片的特色：快速而

有节奏的配乐，人物互相之间突然喊叫出

的吐槽，以及依靠不断的重复带来的意想

不到的趣味。

2014年，《十万个冷笑话》推出了电影

版，影片融入了科幻的元素，讲述了一个

重整时间秩序的故事。从时间上看，今年

暑期档上映的《十万个冷笑话Ⅱ》，是 2014

年版的前传。它采取了与上一部同样的

策略：用一个任务线将此前那些网络喜剧

短片中的段子和吐槽串联起来。“要金斧

头，还是银斧头，还是破斧头”，类似这等

出人意料、充满想象又满是恶搞的语句充

斥全片。

从整体上看，《十万个冷笑话Ⅱ》也是

一部升级之作，它用了《银河护卫队》的故

事架构，凡人少年小金刚为了救助身在医

院的女友小青盗取了创世神杖的藏宝图，

随后误打误撞地陪同天神、河神、雷神共

同寻找创世神杖，由此将希腊、中国、北

欧、埃及等不同区域的神话形象熔于一

炉，创造了一个新奇的世界观。

在这个类似于“夺宝片”的故事中，主

创融入了难以计数的影视剧和动画的经

典形象与桥段，比如《星球大战》的超光速

飞行、《碟中谍》的悬空取物、《2001太空漫

游》的时空隧道穿越蒙太奇、喜羊羊化身

侦探柯南，甚至还有校园民谣《同桌的

你》。可以说，此片将该系列惯用的拼贴

与解构的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通过戏仿

的手段制造出接踵而至的笑料。

回顾 2017 年前半段的华语片，类似

《十万个冷笑话Ⅱ》这样的影片并不多见，

而这类充满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品，恰是

青年文化和网络文化在这个时代的狂

欢。9

《十万个冷笑话Ⅱ》：拼贴与解构的狂欢

□戴松英

《杀破狼·贪狼》是香港动作片导演叶

伟信、金牌武术指导洪金宝联袂奉献的又

一精彩动作大片。该片系《杀破狼》系列中

的第三部，扑朔迷离的剧情，环环相扣的故

事悬念，紧张刺激的贴身肉搏，温馨感人的

情感濡染，彰显了其独有的艺术魅力。

影片在武打设计上突出凶、狠、稳、

准，力求以“拳拳带风，招招带势”的原生

态打斗风格，给观众带来眼花缭乱的视觉

享受。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情感路线的开

掘，古天乐凭着娴熟的演艺功底，举重若轻

地演活了一个警察和父亲的形象。特别

是当他千辛万苦终于在泰国寻找到女儿，

而见到的只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一时间情

爱、震惊、自责、愤怒等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而这些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古天乐在镜

头前用几秒钟的时间就给予了完美表现。

必须再说说古天乐的武戏。以往，这

位金像奖与金马奖双料影帝给观众的印

象，更多的是擅长演文戏，但在本部动作

片中，其凌厉的贴身肉搏，娴熟的打斗招

式，动如脱兔的敏捷身手，身轻如燕的上

下腾挪，与之前人们在大银幕上所惯常看

到的那个风度翩翩、气质优雅的都市靓仔

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可以说，在洪金宝的

精心调教下，以往在文艺片路线上走得顺

风顺水的古天乐，此次凭着酷帅的外形以

及对武打戏的深刻领悟，也初步在动作片

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杀破狼·贪狼》虽然没有《战狼Ⅱ》的

宏阔气势，但却以铁肩担道义的正义力

量，为《杀破狼》系列锦上添花，并且在这

个热闹的暑期档，它也为中国“狼”片的持

续大热推波助澜。9

《杀破狼·贪狼》：凶、狠、稳、准的华语“狼”片

八月末，内地院线暑期档进入后

期。一周以来，《战狼Ⅱ》以破52亿的票

房继续创造国产片神话，其他影片也竞

相绽放自己的亮点：《杀破狼·贪狼》是动

作视效上唯一能够与“狼”共舞的大片，

无论情节设置还是武打设计，品质都极

高；《十万个冷笑话Ⅱ》集青年流行文化

之大成，在暑期档上映的国产动画片中

出类拔萃；反映二战“慰安妇”题材的电

影《二十二》，凭借其敏感的社会性话题，

实现了国产纪录片超 1.5 亿的票房逆

袭。以上三片，在暑期档后期玄幻、冒

险、犯罪等类型片质量平庸反响平平的

一片混沌里，各以其鲜明的亮点值得称

许。

《二十二》：克制隐忍下的静水深流

《杂馔》《画史之外》，郁俊著，
海燕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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