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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晶监制并担任总导演的魔幻喜
剧电影《降魔传》将于 11月 17日上映。
11月 7日，王晶携演员甄琪空降郑州，
来到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英才校区与学生
举行见面会。《降魔传》结合了魔幻和喜
剧两大元素，是王晶从事导演行业四十
年的首部魔幻大片。活动现场，王晶表
示自己一直很想拍这类片子，认为魔幻
题材的作品非常适合自己发挥想象力去
创造。至于《降魔传》影片灵感，王晶表
示来自希腊神话里的宿命观念。9

□王守振

看完由河南作家蔡云川先生编剧、新

上线的反腐电影《往事如烟》，很为剧中主

人公的历经艰辛成长，顺利发展，尔后腐

败堕落而扼腕！

《往事如烟》取材于河南、河北、四川、

云南等地发生的相关故事，着眼于一个农

村孩子在困境中难以果腹，然后一步步艰

难上学、打工、考入高校、毕业分配到交通

运输机关，逐渐成长为一名颇有“实权”的

高级干部的成长历程。但在其人生的另

一面，却由于把持不住为政底线、做人底

线、忠孝底线，踏向了相反的路途。

以肃贪为主题，以忠孝为主线，通过

故事情节阐释孝廉文化，倡树清风正气，

揭示不良现象，回应人民期待，是这部影

片的显著特点。剧中主人公对养育自己

的母亲是想尽孝的，但忘记了感恩祖国、

报答党和人民养育之情所应具备的无私

与忠诚，因而孝也就荡然无存，最终以悲

剧而结束。目前上映的廉政题材影视剧

不少，但将孝廉文化恰当自然地融入其中

的电影还较少见，《往事如烟》就是一个突

破。

这部电影的编剧蔡云川曾长期担任

一个省辖市检察院主管业务的副检察长，

亲自部署和参与了不少重大案件的侦查

起诉，积累了很多办案经验。当然也对涉

案官员从起初的敬业正直一步步走进收

受贿赂泥潭的人生嬗变感触很多，并时时

为之长叹。基于这样的经历和情怀，加上

他平时勤于笔耕善于归纳提炼，故而能创

作出这样一部带着人情麻辣味，体现出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和有明显警示作用的好

影片。

腐败，像人健康肌体上滋生出的一个

病灶，如果不及时切除，将会导致家破人

亡。近年来，党中央肃贪治腐，抓铁有痕，

一批贪腐人员被绳之以法。在为反腐喝

彩的同时，通过教育预防腐败也是一种有

效手段。诸如《往事如烟》这种孝廉题材

电影的播出，就是将反腐关口前移，缩减

腐败与反腐败的时间差，让那些游走在贪

腐犯罪边缘的官员们以本剧主人公的结

局为鉴戒，真正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除

非分之想、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

时刻铭记不忠哪会有孝、忠诚才是孝廉，

从内心扎紧篱笆，筑牢思想防线，全身心

做有定力、有情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的公职人员。

如此，则清风会驱散雾霾，孝廉将照

亮旅程。9

□吉水

10 月 13 日在内地上映的泰国电影

《天才枪手》，是下半年进口片中质量颇

高的一部，超两亿的票房，打破了泰国

电影在中国内地的纪录。电影表现了

与国内校园青春片不一样的题材和风

格，把几个中学生的考试作弊事件生

生拍成了一部带有悬疑、谍战元素的

影片。

节奏紧凑的故事编排、快速多变的

剪辑手法、带有黑色风格的重鼓敲心的

音乐、灵活的机位运用、时时变换的主客

观镜头和出现不多却恰到好处的镜像镜

头，这些服务主题的电影语言为很多观

众津津乐道，并勾起了人们共同的青春

校园记忆。但目眩神迷的感官刺激后，

这部电影表现的主题，即主创在考试作

弊的表象背后要告诉观众的生活真实，

更值得我们回味反思。

影片是根据 2014年涉案范围广大的

SAT 亚 洲 跨 国 考 试 作 弊 事 件 创 编 的 。

2014年的亚洲考场上传出考生利用时差

用手机泄题的作弊案，最初涉案范围在

韩国等东亚考生中，继而扩大至包括泰

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考生。

与案件本身相比，对作弊案背后社

会原因和意义的挖掘，才是这部电影要

传递的重要意涵。影片中的男主角班克

和同学小琳具有同样的学习天赋，家境

的贫寒更使他多了一份努力，而他最可

贵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当他发现小琳

靠作弊牟利的秘密后，向校方举报，换来

的是校方的漠视；继而他陷入小琳与富

二代同学设计的跨国作弊案中，当考取

新加坡奖学金的梦想被富二代同学用卑

鄙的暴力手段残酷打破，他选择加入到

他们的作弊计划，当作弊被发现从澳大

利亚回到泰国，他领取了作弊得来的酬

金更换了靠给别人洗衣为生的妈妈的洗

衣房的设施，并进而变被动为主动地邀

请已经洗心革面的小琳和他一起继续从

事作弊牟利的“事业”。

班克的“变坏”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自

暴自弃，具有对社会的报复性，他的遭遇

和转变令人同情也更令人震撼。他的悲

剧使人看到，贫穷和不公才是产生惊人

弊案的最深层最真正的社会原因。

《天才枪手》的出现，对一段时间以

来过多表现怀旧和情爱、风格偏软的中

国校园青春片，从内容的拓宽到思维的

深化都有启迪意义。2

11 月 7日，由河南省影视家协会、
河北长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小皇
后豫剧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大型现代豫
剧电影《花喜鹊》首映式在省会郑州河南
人民会堂举行（下图）。《花喜鹊》是一部
劝善惩恶、教育人们赡养老人的豫剧电
影，影片讲述勤劳善良的普通农妇李苦
妮受三个儿子虐待，后经人民法院调解
审判，苦尽甘来，生活有了保障的故事。
影片中的李苦妮由河南小皇后豫剧团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曾两度荣获中国戏剧
梅花奖的王红丽扮演。9

王晶空降郑州
路演《降魔传》

孝廉电影播出，反腐关口前移

《天才枪手》，还表现了什么

由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
版社近日共同推出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
本、《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党的十九大
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多种大会文件及学习
辅导读物，成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
基本、最权威的文本材料。记者11月 8日在
郑州中原图书大厦采访时看到，这些读物与
今年8月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
起，都被摆在最显著位置，前来翻阅的读者络
绎不绝。

除此之外，一批近年来出版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言论典籍和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发展
的观察研究著作，也集中陈列，引人注目。

中原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仅

10月份，与党的十九大相关的书籍总销售量
就达120641册，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34799册，《中国共产党章程》59663册，《党
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15678册，《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8563
册，其他社科类图书销售册数也达22677册，
其中时政类读物4319册。总体来看，时政社
科类图书在全部图书销售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31.92%。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
召开前后，国内正掀起一股时政社科类图书
阅读热潮，时政社科类图书的“主题出版”也
成为出版界的关注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出版物、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点出版物、“一带一
路”主题图书以及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发展
的观察研究著作均受读者热捧。

图书电商当当副总裁陈立均日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
的增加，时政社科类主题读物大受读者欢
迎。典型例子就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该书自今年 8月上市以来一直供不应
求，数次热销至断货，目前在当当累计销量已
超10万册，充分证明了当下读者关注时政社
科类书籍的阅读取向。2 （赵立功）

□金永淼

《发现台湾：1620-1945》是台湾《天下杂志》记
者撰写的有关台湾发展史的经典书籍，全书分三个
篇章，讲述的是台湾社会1620年至 1945年之间的
发展变迁。三百多年里，历经荷兰占据、郑成功收
复、清朝统一、日本殖民、二战后收回中国，台湾从中
国的边陲小岛逐渐成为外贸重镇，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不断演变，成为古老中国探索外部世界的尖端。

一部台湾地方史，就是一部反侵略、反分裂的斗
争史。记者们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朴实生动的语言，
厘清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
的从属源流关系。300年来共同的文化以及渗透着
这种文化素质的国民性，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永远
存在的共同性。无论是17世纪反抗荷兰的殖民统
治，还是后来的反割台斗争和反日武装起义，台湾同
胞都表达了心向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良好愿望。
此外，书中特别指明，由于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台
湾在社会性质、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
方面都与祖国大陆有了很大的差别，这是台湾历史
的特殊性，是正确认识今日台湾和处理两岸关系时
必须加以考虑的。

书中除了讲述台湾三百年的变化之外，还比较
了同时期中日现代化努力的成败——中国执着于西
洋军事技术，却因循守旧，缺乏全盘思维；而日本从
根本入手，全面借鉴西方先进文明，从而崛起于东
方，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如今，中国快速
崛起，当年亚洲复兴的代表日本却身陷政治混乱、社
会老龄化的困境，台湾地区则在如何优化政治生态
方面跌跌撞撞。打开历史的恒远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走向未来，三百年的对比对现今中国不断调适自
我以应对多变的世界、重塑大国文明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发现台湾：1620-1945》用详尽的史实，证明
了台湾的历史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开发、建设宝岛，共
同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
成部分。正如书中序言所讲：“没有历史的深厚基
础，没有后来者对先行者功过的客观认可和虚心检
讨，现代化的努力只会是空中楼阁。”台湾民众只有
对历史有更完整的了解，解决对于祖国母亲的身份
认同问题，才能走向属于大家的共同未来。9

（《发现台湾：1620-1945》，殷允芃、萧锦绵、尹
萍、周慧菁、李瑟、林邵武著，重庆出版社2017年7
月出版）

时政社科类书籍热销

让历史成为共同
的记忆和力量

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

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
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
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内
容，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5
日至2017年3月12日期间的讲话、报
告、指示等120多篇重要文献，分十个
专题，共计494段论述。其中许多论述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论述摘编》
出版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
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

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
型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有
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
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作者：张维为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独特的
下层生活经验，使他对中国人的

性格和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会。
本书收录了老舍先生的《不成问题的问
题》《微神》《断魂枪》《月牙儿》《我这一
辈子》五篇小说，其中《不成问题的问
题》以其涉及的人物以及描述人物在社
会组织关系里面的状态而很有当代性，
该小说现已被改编成电影。

《不成问题的问题》
作者：老舍
出版单位：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纷争与喧
嚣，而是平静地面对困惑与烦

恼。人生的旅途，苦与乐总是相随，禁
得住多少曲折，才配得上多少幸福。贾
平凹先生用诚挚朴素的笔触，在本书中
写他所见、所感的人和事，字里行间，无
不闪烁着灼目的智慧。读过书中贾平
凹先生呈现的人生片段，我们终将明
白，从容不是随波逐流，不要过早地顺
从强悍的命运，唯有默守初心，才能做
成真的自己。9

《愿人生从容》
作者：贾平凹
出版单位：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周末侃影

电影简讯

大型豫剧电影
《花喜鹊》郑州首映

《往事如烟》剧照

书市热点

中原图书大厦，读者在翻阅与党的十九大相关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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