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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点是对历史的重新发
现。其中有时间旅行故事如《长

平血》（姜云生）、《三国献面记》（宝
树），也有“科幻秘史”如《飞升》（钱莉
芳），“科幻别史”如《西洋》（刘慈欣），
以及“科幻错史”如《一九三八年上海
记忆》（韩松）等，描摹出中国历史科幻
小说的缤纷图景。

《科幻中的中国历史》
编者：宝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美国科幻文学界的传奇人物菲
利普·迪克最负盛名的作品。

1982 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
《银翼杀手》上映，成为科幻电影史
上的经典之作。电影续集《银翼杀
手 2049》已于 10 月下旬与中国观众
见面。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作者：[美]菲利普·迪克
译者：许东华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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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学家袁枚的一部短篇鬼怪
故事集，得名于《论语》“子不语怪

力乱神”。原著想象奇特，语言诙谐精
练。本书摘录了《子不语》中99篇经典
文章，重新编译，语言行文更适合青年
读者。另外还加入了精美原创故事插
画，图文并茂，生动传神。

好书推荐

《唐译子不语》
作者：[清]袁枚
译者：东土大唐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裘帕·拉希莉闪
耀文坛的处女作，普利策文学奖获

奖作品，创造该奖项史上最年轻获奖者
纪录并保持至今。这部小说集收录了
九个独特的故事，讲述了那些在袭以成
俗的祖先传统与令人迷惑的新世界之
间，被时代忽视的喁喁私语。

（本报综合）

《解说疾病的人》
作者：[美]裘帕·拉希莉
译者：卢肖慧/吴冰青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罗晨

退 伍 军 人 杨 英 俊 和 几 个 堂 兄 弟 的

家 ，均 为 十 八 洞 村 精 准 识 别 的 贫 困 户 。

在工作队的帮扶下，杨英俊带领兄弟们

立志、立身、立行，在追求生活脱贫的过

程中，也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脱贫……

10 月 13 日上映以来，由王学圻、陈瑾领衔

主演的电影《十八洞村》获得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一部

真实反映中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电影作

品，《十八洞村》是一部能感动时代、留给

历史的佳片。”

《十八洞村》亦被盛赞为“充满艺术美

感的主旋律电影。”对观众来说，红色土壤、

绿色梯田、蓝布衣装、湘西乡音等带来的独

特魅力，其对自然和社会景观的忠实纪录，

对原有的光影色泽的深度还原，无不令人

着迷。

导演苗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论

是主旋律题材还是商业题材，既然是拍电

影，就一定要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要说好

故事，遵循电影的高标准制作水准。因而，

“主旋律题材能否拍成艺术片”根本就不是

一个问题。近年，中国电影市场相继推出

《湄公河行动》《战狼 2》《建军大业》等兼具

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主旋律佳作，就是最好

的佐证。紧贴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在用

心的创作者手中，它们同样也会成为提高

观赏性的极大助力。7

《十八洞村》：主旋律电影的又一佳作

□向建军

《王蒙谈文化自信》，荟萃了作者近十年来在媒体、高校、干部
培训与公共文化机构发表的精彩论述，共分“综论”“历史的经验与
责任”“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四部分，探讨了
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与实践启示。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
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
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
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
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
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
的体现。但是，文化又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整合
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
易，对此，王蒙写道，“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
课题。”

本书充分汲取历代先贤的经典思想和言论，普遍联系当今的
社会现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予以了精细解读。比如书中谈到孔
子的“君子不器”，从君子不应当拘泥于小事、不要成为器具的奴隶
说起，归结到一个真正的君子要有理想讲道德。针对传统文化中

的一些缺憾，本书也一针见血地指正。比如，时代呼唤“工匠精神”，作
者由此建议，传统文化必须辅以科学的方法、精细的管理等理念，对这
方面予以大力关注。

此外，王蒙还在书中畅谈了文化创新发展的问题。一方面要解决
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另一方面则要做好对外来文化的兼容
并蓄。“我们志在对民族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还有相当差距，对
待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汲取消化、为我所用的脚步不能停止；同
时把中华文化继承好弘扬好。”正是这种观点，让本书的视野更加开
阔，也体现出文化自信背后的宏大意义。

在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学习的过程中，总是会伴随着
精华和糟粕、高尚与媚俗、丰富与简陋，这种时候更需要一种文化自
信和文化定力。王蒙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可以成为
我们文化自信的载体”的论断。在作者看来，核心价值观既融会了古
代中国的仁爱、亲民、崇文、尚和等观念，也体现了先进的爱国、人权、
民主、自由、法治等观念。如果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散发出中华文化特
有的气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事准则，那么，中国人的精神
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王蒙谈文化自信》不是一个人的独奏，更是诠释了新时代里
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托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一定能再现中华文化的辉煌，并最终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7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行业观察

□邢洁

“看那星，闪烁的几颗
星/西山上的太阳/青蛙儿
正在远远的浅水/她嫁了
人间许多的颜色”。有人
说，看见这首诗的时候，一
瞬间忘记了每天忙碌浮躁
的生活，突然想去看看美

丽的夕阳。可是，你能想到这首优雅灵动的小
诗，竟是出自人工智能机器人之手吗？

小冰,是微软研发的一款人工智能产品。今年
5月，微软在北京为小冰举办了原创诗集《阳光失了
玻璃窗》新书发布会。“我们从她的数万首诗中挑出
了139首结集出版，没有经过任何修改润色，甚至
保留了错别字，连书名也是小冰自己起的。”出版方
称，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人工智能灵思诗集。

小冰的学习过程与人类非常相似，她针对
1920年后 519位现代诗人的上千首诗反复学习
了 10000 次以上，而人类如果要把这些诗读
10000遍，大约需要一百年。她的“老师”包括了
胡适、林徽因、余光中、顾城、舒婷等著名诗人。

目前，小冰的作诗方式是“读图作诗”，给她
一张图，瞬间就能完成一首。《阳光失了玻璃窗》
中的诗都是1万次训练之后的作品。此外，今年
2月以来，小冰用 20多个化名在豆瓣、贴吧、天
涯、简书等网络平台上发布作品，向媒体投稿也
获得不少录用，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发现这个横
空出世的少女诗人其实并非人类。

诞生不到四年的小冰，其强大的深度学习和
创造能力令人惊叹不已，但其“诗词才华”也遭到
不少吐槽。“读起来朦朦胧胧的，但就是一些漂亮
的词、一些诗意的辞藻的组合。既没有情感，也
没有想象力，更没有经验的构造能力。”北大中文
系副教授姜涛说出了不少读者的看法。知名诗
人欧阳江河指出：“人工智能没有对生命的感受，
对于诗歌，机器人介入不了，这一点从它的起源
就决定了。”

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奥伊肯就曾指
出：“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
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有段话说
得很好：多了会写诗的机器人，世界会更加多姿
多彩；而少了有诗意的人们，世界会变得苍白乏
味。与其提醒科学家们别让机器人太聪明，不如
提醒我们别让自己太无趣。在讨论诗和远方的
时候，希望我们不要输给人工智能。7

“诗人”小冰

《王蒙谈文化自信》，作者：
王蒙，人民出版社2017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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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小冰虚拟形象之一

□赵大明

1982 年 6月，美国，由雷德利·斯科特

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上

映伊始，便遭遇媒体和公众口诛笔伐，票

房惨淡。或许这件事真的给斯科特造成

了伤害，以至于 30 多年后，续作《银翼杀

手 2049》的拍摄被提上日程时，这位拍出

过《异形》《末路狂花》《角斗士》乃至《火星

救援》的导演没有再次执导。当然，随着

时间推移，以及后来导演剪辑版的发布，

越来越多的影迷和机构发掘并认可了《银

翼杀手》的价值，将其奉为神作。它也经

常登上影视“十大”科幻经典之类的榜单。

峰回路转，逆袭“封神”，这样戏剧性

的口碑反转，在电影史上时有出现。比如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王家卫的《东邪西

毒》，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张艺谋的

《英雄》。很多经典作品，并没有一个美好

的开端。

的确，当年的很多美国人走进影院观

看《银翼杀手》，会为看不到《星球大战》

那样的“童话”故事而感到失望。而到了

今天，由拍出过《边境杀手》《降临》的青

年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创作的《银翼杀

手 2049》，160 多分钟的时长、简单而松散

的剧情，同样也会让一些看惯了“大场

面”的观众很不适应乃至昏昏欲睡。甚

至，同前作一样，这部影片也充溢着赛博

朋克式的风格呈现：凄迷的阴雨、颓废的

城市、街道上绝望的人群，连配乐都容易

让人隐隐地躁动，这些元素营造出的末

世气氛，恐怕也会让不少观众产生心理

上的反感。

但是，凡此种种，也正是这部续作的

难能可贵之处。无论《银翼杀手》还是《银

翼杀手 2049》，都像是人类对未来的梦境

的一个投射，为解读人类的命运和精神世

界 提 供 了 一 种 可 能 性 。 而《银 翼 杀 手

2049》，不仅对前作独特的美学风格进行

了很好的传承，更是坚守了老牌硬核科幻

电影的一些理念，那就是以冷峻和理性的

视角来探索人类的未来，而不是过分乐观

的、混杂着笑料和戏谑的“合家欢”。这种

坚守，可以说是多年难得一见——几年前

的《星际穿越》，也曾带来类似的惊喜。

当然，相比前作的晦涩难懂，《银翼杀

手 2049》的剧情要更明晰易懂一些。欣赏

《银翼杀手 2049》，除了会让观众不由自主

地陷入哲学思考——比如复制人应不应该

存在、应不应该和人类一样拥有自由和情

感这类命题，影片中偶尔迸发出的爱与温

存的味道，也会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目前，《银翼杀手 2049》在国内影评

网站上的评分已经摆脱了当初的低迷，在

豆瓣上，它的评分已经高达 8.5分，然而它

的票房仍与口碑不太相称。但愿，它不会

遭遇前作那样的曲折经历。走进影院，选

择不妨碍观影效果的 2D 版本，静静地走

进电影营造的世界。也许，这会为它，也

为那些倔强的、不肯一味迎合观众口味的

经典之作，留下一个美好的开端。2

一些经典，需要一个美好的开端

2018 年是千唐志斋“百年蛰
庐”纪念之年。为了纪念张钫先生
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功绩，千唐
志斋拟推出一系列文化纪念活动和
系列丛书。《联语蛰庐——千唐志斋
楹联书法集读》，便是此系列丛书之
一。该书的出版，对于千唐志斋博物
馆的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内容为千唐志斋博物馆所
藏历代各类楹联，包括博物馆旧藏
石刻楹联，建国后新藏石刻、木刻、
墨迹等名人书法楹联。这些均与张
钫先生息息相关，或为贤达相赠，或
为乡里往来，或为张钫本人所收藏
品，共计收录楹联七十余幅。其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千唐志斋第十
五号窑洞南壁上方的一方碑刻，此

方刻石系由二十四幅历代名人所作
对联，缩刻于一方青石之上，却无一
联落款。经作者艰苦考证，多方走
访，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最终一一确
认了这些楹联的作者、书者、背景、
出处等，为后来的千唐文化研究者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本书由中国书协副主席顾亚龙
题写书名，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书
协副主席吴行作序。7

（本报记者）

（注：辛亥革命元老张钫酷爱金

石字画并广泛征集，在洛阳新安县

铁门镇的故宅花园“蛰庐”内建斋收

藏，由王广庆命名、章炳麟题额为

“千唐志斋”）

《联语蛰庐
——千唐志斋
楹 联 书 法 集
读》，编著：陈花
容，河南美术出
版 社 2017 年
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