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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评论

□哲文

“做杂七杂八的事，写杂七杂八
的文，读杂七杂八的书。”是曾获鲁迅
文学奖的杭州作家陆春祥在他的新
书《笔记的笔记》后记中开篇的话。
这话说出了他令人羡慕的日常生活
状态。事实上，与《笔记的笔记》几乎
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另一部新书
《太平里的广记》。看书名，即知作者
平时所读的“杂七杂八”是什么书了
——古代笔记，一个多么宁静深邃、
曲径通幽的知识富矿。而作者能在
披阅古代笔记中随手书写，记下他

“杂七杂八”的即兴感言，足见他阅读
的用心，这样的文字，因思接古今、神
游八极，也往往最见性情。

近年来，陆春祥一直致力于历代
经典笔记的阅读和写作。此前，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推出他的《字字
锦》和《笔记中的动物》，均受读者欢
迎，其中，《字字锦》半年内就印刷三
次，《笔记中的动物》，更被全国几百
家媒体关注。陆春祥对采访他的记
者介绍，历代笔记大致可分小说故
事、历史琐闻、考辨考据三大类，它是
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
分，但除了一些专业研究外，大众的
关注度依然不够。于他而言，宋代笔
记要占据他相当一部分的笔记阅读
比例，盖因这部分笔记历史琐闻一类
最发达，且好多都是记述宋朝本朝的
轶事和掌故，内容较为真实，从这个
角度看，它们是正史的有益补充，另
外，宋代学术氛围浓，考据辨证类的
笔记也大大超越了前人。

或许，这也就是他读《太平广
记》而能将阅读的杂写单独集成一
本《太平里的广记》的原因吧。而

“杂写”又岂止是“杂”写？《笔记的笔
记》40卷，45万字；《太平里的广记》
33卷，26万字，两部厚书，从汉魏六

朝，到唐宋元明清，简直是对千年笔
记精华的一次大梳理。何况，两部
笔记系列，均借鉴了古代笔记的内
容排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陆春祥
说，那些历代的笔记里，现实的影
子、甚至我们自己的影子无处不
在。9

（《笔记的笔记》，陆春祥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太平里的广记》，陆春祥著，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吉水

《星际特工·千星之

城》《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敦

刻尔克》热闹过后，《猩球崛起 3：终

极之战》上周末上映，三天票房近 4亿元，

不仅是因为占有暑期档结束后进口大片后发优

势的天时，影片自身的制作技术和思想内涵也值得品

味。与这些大制作相对，两部成本较低的进口犯罪片味道亦

隽永。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证人》，讲述一对老夫妇为冤死的儿子

追凶的故事，悬疑的剧情，翻来覆去烧脑的分析和推理，都在假扮律师

的老妇人与

身为社会成功人

士却是真正凶手的企

业家之间的对话中展开，暗黑

的风格，带着玄幽的西班牙风；来自

爱尔兰的犯罪片《追击》，以本民族传说

《追捕迪尔姆德与格萝妮娅》创编而成，不同于

《看不见的证人》以推理见长，该片完全是一部诉诸视

觉的动作戏，枪战、飙车，配以现代爱尔兰的山地、森林，让风

格冷硬的电影多了份异域风情的浪漫。

还须一提的是日本动画片《刀剑神域：序列之争》，以漫画为

基础改编的动画电影，虽因小众和内容的社会辐射面窄显得单调

乏味，但影片透射的对 AR 游戏向人类现实生活深层介入，进而对

人类智力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使影片思想有了些许纵深。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开发“序列之争”游戏、使无数年轻人堕入其中

难以自拔的编程师，其目的就是为扫描获取这些年轻人头脑中的记

忆以拯救自己因深陷游戏而智力退化行将死亡的女儿，这种利己令

人不寒而栗，更使人不寒而栗的是当目的被拆穿后他为自己辩解的

一句台词：“俗话讲，只有忘记才能更好地前进。”这是日本人的俗

话，联想到今天他们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就更觉意味深长。

国产电影继续平淡，倒是一部致敬红色经典的国产片《娘子军

传奇》今天上映，因为执导并参演该片的是一位河南走出去的年轻

人，作品所折射出的电影智慧值得关注。2

□林天泉

由河南籍年轻导演孟奇执导的电影《娘子
军传奇》9月 22日登陆内地院线。这是一部将

“红色经典”在新的时代进行银幕再叙事的探索
之作，也是河南电影人在国内电影界发展的又
一个成绩。

上个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红色经典电影《红色娘子军》，曾创造了总观影
人数6亿人次的纪录，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963年，国家芭蕾舞团又将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立上舞台，该剧把西方芭蕾舞技巧与
中国民族舞蹈相结合，成功塑造出“红色娘子
军”的舞台形象，成为民族芭蕾舞剧的世纪精
品。

作为经典主旋律题材，相关的影视、艺术作
品很多。电影《娘子军传奇》，是对经典的致敬，
也是对经典的突围。

突围，是艰难的，一部带着深深红色烙印的
电影，如何既反映主旋律的价值，又符合新时代
的审美？

导演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两条故事线：一条
线讲述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在风景如画的南国
海岛上，“南霸天”欺压百姓，以李香瑜为首的
红色娘子军，不畏牺牲，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最
终用血的代价换来了斗争的胜利。另一条线
讲述的是在当代社会，一位年轻的芭蕾舞演

员，为了更出色地演好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在半夜所有人都离场后，独自一人留在
舞台上继续练习，却不小心掉下两米高的舞
台，脚被刺穿，在近乎绝望的处境中，神思却进
入舞剧主人公的心灵，实现了奇妙的融合。两
个故事线条相互映衬、相互说明，凸显出鲜明
的主题。

这是关于信念与勇气的故事，是关于女性
意志的故事。影片中故事的引入，令人意想不
到；故事的进展，也令人惊喜。导演让两个时代
的女性相互参照，一边是一个柔弱的现代女性，
舞台上的精灵舞者；另一边是战争年代勇敢无
畏的革命女性，在绝境中寻求生存，在烈火中淬
炼成长，用热血和生命捍卫所珍视的价值。而
不论是历史上的娘子军，还是芭蕾舞剧中的娘
子军，都凝结着时代的荣光。

当然，电影还有一些值得商榷
的地方，如在情节设置上，
有些地方逻辑性不够强，前
后结合不够紧密，叙事线条
还较为简单等。但不管怎
么说，突围，必然是艰难的，
年轻影人致敬经典的每
一步探索，都值得
鼓励。9

□张成

9月 15日在国内上映的《猩球崛起3：终极
之战》是其系列的第三部续作，也是银幕上陪伴
观众多年的猿类领袖凯撒的谢幕之战。三部作
品中一脉相承的对伦理问题的探讨，在该片中
被推到了极致。

针对“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导演在片中通
过“猿流感病毒产生变异将导致感染病毒的人
类智力退化”这一设定，依托剧情进行了众多尖
锐假设：失去智力的人与动物无异——感染病
毒的少女智力退化，竟然同杀死自己父亲的凶
手愉快嬉戏；要拯救人性却必须放弃人性——
上校为阻止病毒传播，不得不杀死自己深爱的
儿子，并不断屠杀更多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在当
下社会看，都是反人类的，他以拯救人性为出发
点，却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对人性的执着反
而会毁灭自己——北方基地的人类反对上校的
决策，认为病毒问题可以通过更加“人道”的医
疗方式解决，却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

影片同时展现出继承自伯格曼的“上帝已
死”的宗教色彩，为基督教文明中创造万物的裁
决者在现实里的缺位提出解释：正如片中人类
文明终将毁于自己的造物，如果真的曾有“神”

赐予人类智慧，那么人类必然已经取代了自己
的创造者。反观猿类领袖凯撒，则像《出埃及
记》中的摩西一样，带领族人渡海寻得新的家园
——星球的历史在此时似乎成了一个轮回。

《猩球崛起》整个系列都充满着警示人类科
技发展的醒世意味。第一部中的科学家威尔曾
真心像“上帝爱人”一样爱着与他和家人朝夕相
处的凯撒，甚至告诉凯撒自己是他的父亲，却在
结尾面对自己的造物奔向自由无能为力；第二
部主角马尔科姆竭尽全力追求人猿和解，却最
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能百般无奈地遁入黑暗；
第三部智力退化的少女分不清自己是猿是人，
最终沦为猿类饲养的宠物，毛里斯担心她流落
荒野死去、为她取名“诺娃”的画面，像极了人类
收养路边的猫猫狗狗。这些情节无一不在告诉
观众，当人类成为新的“上帝”凌驾于自然之上
时，也就是人类文明盛极而衰的开始。

作为一部商业片，《猩球崛起3》在剧情上的
设置算得上大胆。如果说第一部中的科学家威
尔尚且展现了人类作为“造物主”所应有的真善
美的品德，那第三部就是呈现了人类因此走向
穷途末路的可能性。或许，这对很多观众而言
难以接受，却也因此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
更深层次的思考。9

□赵立功

南阳作家刁仁庆的长篇小说
《六十岁的秘密》，2016年12月由河
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位多产
作家近年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系列

“流金岁月四部曲”的收官之作。其
四部曲的前三部为《三十岁的诱惑》
《40岁的女人》《一个人的城堡》（又
名《五十岁的爱欲城堡》），透过这些
作品有些世俗味的名字可以看出，
作者倾力表现的是当代人的情感生
活。但刁仁庆小说中当代人的情感
生活，并非醉心于霓虹的那种虚浮，
而是根植于严肃的社会现实，深入
到社会叙事、家族叙事、现实叙事与
历史叙事中，这使他笔下的当代人
情感因扎根生活之深、折射现实之
广而显得真实、厚重。

《六十岁的秘密》叙述了一位年
近六十、刚毅正直、周密谨慎的刑警
专家西门鹏，在调查一起疑点重重的
自杀案件中，枪被偷走，手下干将背
叛，个人安全受到威胁。在秘密调查
中，他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
的阴谋，父亲西门洪剑创办的资产高
达千亿元的家族公司也暗流涌动。
在经历了一系列斗智斗勇的秘密调
查后，孤军奋战的西门鹏终于发现了
所有阴谋的幕后推手，双方由此展开
了更为激烈的生死较量。

故事曲折复杂，悬念迭起，使
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置身于
复杂故事中的人物，也经历了家族
内外复杂的亲情、爱情与使命、信仰

的交织，这使小说又具有很高的观
赏性。在近期省文学院召集省会和
南阳两地作家、评论家举行的研讨
会上，小说的这些优长得到了充分
肯定。

刁仁庆早年参军，退伍后曾干
过新闻工作，又在基层政府长期任
职，工作的历练不仅使他具备了熟
练驾驭文字的能力，更具有丰富的
社会阅历，南阳作家群对他的长期
濡染又使他养成酷爱读书的习
惯。作为一部非同寻常的触及大
时代的深切问题、呼唤灵魂觉醒、
诠释命运奥义、关怀当代现实、时
时反观并追问、表现鲜活世态人情
的力作，《六十岁的秘密》表现的生
活层面相当宽广，作者把叙述触角
延伸到了政界、官场，包括眼下的
治贪反腐、商场经济、爱情、欲望等
方面，还包括公安战线的侦查探案
及革命政治等。同时，小说也有历
史的纵深，其内容涉及了从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到今天的历史，可以说
横宽纵深，分量厚重。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小说的
精神向度。作品塑造的主人公虽身
处复杂的现实社会，内心却坚守着一
份信念和理想。作者借小说中人物
高扬的，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信念和
理想，其价值观无疑是正向的。最近
几年，表达理想、情怀和信仰的作品
出现不少，如前不久被拍成电视剧的
小说《人民的名义》等，这种回归是令
人鼓舞的好现象。而《六十岁的秘
密》作为又一部高扬信念和理想的当
代河南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对读者
认识时代，对河南文学创作的繁荣都
具有积极的意义。

小说艺术上存在的可商榷之
处，主要应在语言的传统性和叙事
的过分饱和上。语言被公认为是小
说的脸面，一部小说，其语言风格的
传统和现代，决定了它的读者群的
分布。而叙事上必要的留白不仅可
使长篇小说的语言更趋简洁，情节
更富张力，而且会在快节奏的现代
阅读和审美语境下，使小说的表达
更为有效。

上述问题实际上也是国内当下
长篇小说写作普遍面临的问题。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将很大程度地影
响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走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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