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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民彤

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正成为目
前热门话题，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说，厕
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
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
步。11 月 27 日的《新闻联播》报道：“将

‘厕所革命’进行到底”，全国各地城乡、
机关单位、学校纷纷响应……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图书出版中几
册关于人类“厕所文明”“厕所文化”的图
书。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

2006 年 1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作者朱莉·
霍兰，许世鹏译。

朱莉·霍兰，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比
较教育博士生，她曾花了8年时间在世界
各地旅行，寻找“完美”的厕所，考察形态
各异的厕所文化，希望通过这本书，向读
者展示人类厕所发展史。

全书分为“文明的发端”“中世纪：兰
斯洛特爵士的便桶”“现代之前的欧洲：
邋遢的起床号（1500—1700 年）”“启蒙
时代：公共厕所（1700—1800年）”“维多
利亚时代：体面而正经的便壶（1800—
1920年）”几部分。

在本书“引言”中，作者写道：起初人
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泄。随着
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
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
展。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发端？作者认
为，“文明并非源自文字的发明，而是源
自第一个马桶。废物处理使人们不再到
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
下来。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古代
文明遗址有最原始的粪坑和污水处理系
统，这表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世界已
经开始了”。

《厕所之书》

2010 年 8 月，博雅书屋出版社出版
了《厕所之书》，作者萝丝·乔治，译者柯
乃瑜。

萝丝·乔治，是擅长报告文学的美国
记者作家，她所写的《厕所之书》，想告诉

读者的是，便便、尿尿与厕所，对于人类
总是不便公开启齿的禁忌话题。这虽是
小事情，但却是大学问。她曾远赴印度、
中国，深入各大城市，环绕世界采访，写
出了各式各样的厕所与文化、厕所与各
文明和族群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庶民文
化史。

在《厕所之书》中，作者将厕所文明
分成干、湿两种，前者不冲水，如中国以
前就是挖粪坑并以竹片或纸张擦拭；后
者在印度可见到，在河边舀水清洗，或在
河上架空排泄。后来人类发明抽水马
桶，日本还大规模推广了智能马桶：有水
喷出自动清洗再烘干。当代人甚至还发
明出具有监测体重与糖尿病患者血糖功
能的健康马桶。

通过厕所，也可观察文明的进展。印
度一向没有厕所，这个种姓制度国家，人
分等级，由最低一级贱民世袭清理粪便，
近二十年来才大量盖公厕，女子找丈夫
也开始要求房子有厕所。

《何处解急——厕所的历史》

2015年 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罗歇-亨利·盖朗所著的《何处解急：
厕所的历史》。罗歇-亨利·盖朗，是法国
文化史家，对欧洲社会的生活史十分了
解，并能从细微之处发现社会生活的多重
影响及意义，著有多部知名的社会文化史
读物。

本书主要讲述了从中世纪到当代欧
洲尤其是法国的厕所发展的历史，而法国
人在历史上又是个对厕所及其文化热衷
的民族，故而可读性很强。书中收录了大
量被 19世纪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抛弃的史
料，为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世纪法国人，
尤其是巴黎人的日常生活。此外，还有丰
富的图片资料、风趣的故事轶事和大量生
动的诗歌、戏剧段落。故事描写和讽刺批
判相得益彰，是一部上乘的文化史佳作。
比如第一章里，就让读者领略到亦庄亦谐
的历史叙事风格。

文艺复兴时代一个诗人基尔克罗泽
（GillesCorrozet）是第一位让茅房入诗的
人，他也曾为这股抒情之风助兴：方便的

隐秘之处/或在田野里，或在城市中/这地

方人们不会进去/除非是为了清空肚子/

体面的隐蔽之处/屁股威严地蹲在那里/

不可打开的隐秘之处/顶部亦不可揭开/

老实说是担心/气味随风飘散/使人舒畅

的隐秘之处/读者和听众/我还是别说的

好/免得让你嗅出臭味来……

《中国：需要厕所革命》

近30年前，上海三联书店曾出版一部
名叫《中国：需要厕所革命》的图书，编写者
朱嘉明。

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在“代序言”中，
朱嘉明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知道：
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许许多多
的事情要做，几乎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化，作为一个
历史过程，千头万绪，但是，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需要有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
精神。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成为
全民族每一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厕所问题，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厕所状
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
特征和水准。正因如此，曾经在东京举行
过一次公共厕所国际讨论会，大约有10个
国家的 220 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中
国：需要厕所革命》一书披露，在中国，从城
市到农村，从家庭厕所到公共厕所，曾经普
遍存在简陋、脏臭、配套设施不健全等现
象。国内外的舆论早已注意到了这种情
况，并认为“中国的厕所问题正在成为一个
社会问题”。

正如本书编写者认为，“厕所问题”是中
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现在，
全国各地正积极响应号召，全力推进“厕所
革命”，把它作为基本的民生问题来抓，作
为事关人民健康和环境的大事来抓。当此
之时，读读此书，对中国的“厕所问题”，会
有新的认识，其中的“建议、设想和规划”，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9

观察文明进展的大学问
□赵立功

《寻梦环游记》和《烟花》，是同时在线的两部

进口动画片，分别是美国电影类型和日本电影类

型的代表。

美日两国的动画电影在中国内地院线 PK，令

国产动画很折腰。差可慰藉的是，优势明显的美

剧《寻梦环游记》，据创作的灵感来源——墨西哥

的亡灵文化，与中国商代盛行的鬼神文化和祖先

祭祀十分相似，据说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最早就是

由中国商代的人迁移过去的。若此说成立，则看

哭了很多观众的《寻梦环游记》在当代中国也算是

同源文化再相遇催生的心性相通。

《至暗时刻》可以看作前段时间热议的《敦刻

尔克》的姊妹篇。同样是把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

核心事件，但不同于诺兰电影对历史事件的正面

战场表现，《至暗时刻》自始至终都没有把大撤退

的场面推到前台，而是把它摆在英国议会的辩论

台上，让丘吉尔告诉人们其决策过程的艰难。

英国人看来很喜欢提他们这段二战史，这是

通过电影重申他们国家历史地位的文化策略。只

是与《敦刻尔克》受追捧不同，观众似乎对英国议

会斗争不感兴趣，这使这部为英国历史伟人立传

的《至暗时刻》，在票房上也处于上映一周仅收获

2000多万元的至暗时刻。

根据上世纪 70 年代同名作品复拍的两部悬

疑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和《追捕》，也是院线的

亮眼之作。不过都遭遇口碑不佳，究其因，在于不

同程度地舍弃了原作中逻辑缜密的推理过程，代

之以时下商业大片中流行的动作戏。

以《追捕》为例，快节奏的动作场面切换，没有

给观众留下半刻动脑筋的快感，更无论改编后的

剧情，逻辑的牵强将日版前作中的社会批判几乎

弱化至无。吴宇森导演恐怕要把“暴力美学”的品

牌价值也赔进去了，须知今天的 80、90后，是社会

迈入信息文明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崇尚的是文

明形态更高的信息、智商，而不是打打杀杀这类层

次较低的简单暴力。

比较而言，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在尊重前

作方面貌似更真诚些，大段的推理过程放在车厢

里尤嫌不够，还要搬到车厢外的隧洞口，看起来中

规中矩，实则用力过度，涉嫌做作。并且大段的台

词也因缺乏艺术感而显得沉闷，尤其加在大侦探

波洛身上的动作戏，固然迎合了时下观众的某些

观影趣味，但画蛇添足的人设实在有损这位高智

商侦探动脑不动手的睿智。

上述两片的共同失策，是文学性的减弱。观

众不买账，后果很严重。新版《追捕》豆瓣评分仅

5.4，上映十多天，票房勉强过亿，实在愧对日版原

作这个大 IP。2

□黄天奇

海燕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诗名篇精
赏》和《唐宋词名篇精赏》，是郑州大学文学
院资深教授宋恪震先生在文学鉴赏方面的
两部力作。《唐诗名篇精赏》初版于20世纪
90年代，受到过读者的青睐，随后有过一
次增版，扩充了全书的规模。这次新版，又
进行了一番悉心的修订，向着鉴赏文章本
身就是可供欣赏的美文的目标又近了一
步。《唐宋词名篇精赏》则为初次面世的近
年新成果，是由诗延展到词，给读者又提供
了一部关于唐宋词的鉴赏类书，而与前书
适巧成为配套，可谓珠联璧合的姊妹篇。

那么，这两部书的主要优点和特色是
什么呢？作者在《唐诗名

篇精赏》一书的“撰写
说明”中宣称：截
至目前，就个人

管见所及，此
类书一般

均在篇数上求多求全，而单篇篇幅则大受
局限。于是，常使那些在具体篇章（尤其是
名篇）的思想艺术方面愿意有较深较细了
解和把握的读者，诸如大学本科生、专科
生，中学高年级学生，中小学教师，电大生，
函授生，国家自学考试应考者，以及其他一
些唐诗爱好者，产生一种走马观花、失之泛
泛之憾。撰写此书，即瞄准上述读者需求，

力争在一个“精”字上下功夫：全书入
选篇目，不骛其多，而必为名篇中之
尤名者，此其一；每篇鉴赏文字，不限

字数，只求按照个人研读玩赏所得，做“迷
花倚石”式的尽情发挥，此其二。循此二
端，进而达成以鉴赏为主，同时融入必要注
释乃至简捷考证，呈现以即兴鉴赏与学术
探讨谐和、知识性与可读性一致为特色的
鉴赏类书。因此，撰写此书，也有某种填补
空缺的意义。在《唐宋词名篇精赏》一书的

“自序”中，作者申明：这样的宗旨和原则，
也同时是“撰写这本《唐宋词名篇精赏》时
努力贯彻和遵循，企望尽可能实现的目
标”。今细读两部书，应当承认，作者不仅
这样说了，而且切实地这样做了。读者朋
友只要读过这两部书，相信都不难得出作
者的确兑现了上述许诺的结论。

总之，在我们看来，这两部书无疑兼具
即兴鉴赏与艺术探讨双优，做到了展卷有
益且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称得上是
雅俗共赏的好书。完全可以期待，在当今
继承发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大潮中，这两部书会
贡献一份正能量，发挥
良好的作用。9

新作评论

两部雅俗共赏的好书
□吉水

长江文艺出版
社 2017 年 9 月出
版的台湾诗人席慕
蓉 的 诗 集《七 里
香》，对爱诗的人是
又一种阅读选择。

席慕蓉，祖籍
内蒙古，出生在四

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七里
香》是席慕蓉的第一本诗集，也是她最广为
流传的一本诗集，选录了许多关于爱和青
春的诗歌，用唯美和浪漫，抒发着年少的心
情。她的诗清雅深情，带着淡淡的紫罗兰
气息，清新朦胧，音韵轻柔，像溪水，也像牧
歌，宽容、真挚、美丽。

本次新出版的《七里香》，配有席慕蓉
十几岁时所画的插画，这些插画与诗集中
所收的诗相得益彰，述说的既是年轻时的
席慕蓉青春的心情，也是血管里奔涌着蒙
古族血液的席慕蓉一首首从风中吹来的爱
的牧歌。9

微书话

风中吹来
爱的牧歌

一周电影选侃

电影时讯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
[美]朱莉·霍兰著，许世鹏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厕所之书》
[美]萝丝·乔治著，柯乃瑜译

博雅书屋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何处解急：厕所的历史》
[法]罗歇-亨利·盖朗著，黄艳红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附：席慕蓉诗歌隽语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

回土地”

《唐诗名篇精赏》《唐宋词名篇精赏》
宋恪震著，海燕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12月8日，三部进口片将同日上线。

表现深海逃生的
美 国 惊 悚 电 影《鲨
海》，讲述两位到墨西
哥旅游的美国女子，
因水下观光系铁笼的
铁链断裂沉入海底，
与鲨鱼斗智斗勇的扣
人心弦故事。影片大
部 分 场 景 在 水 下 摄
制，40 个艺术家组成
的 特 效 组 共 拍 摄 了
420个特效镜头，创水

下拍摄时长之最。如此多的海底镜头对观众来
讲，将会是一种新的视觉体验；成功利用声效制造
的恐怖气氛，也会使观影充满紧张刺激。

被称为迪士尼首
部华语爱情电影的《假
如王子睡着了》，由王
郢导演，陈柏霖、林允、
张云龙主演，华人为主
的主创团队成为一大
亮色。影片讲述了善
良的女孩王小禾因为
一枚钻戒引发乌龙事
件，与两兄弟陷入充满
童话色彩的爱情迷宫
的浪漫故事。

2015年曾登陆中
国内地院线的英国电
影《帕丁顿熊》，以其
真 人 动 画 结 合 的 风
格，为观众上映了一
出家庭喜剧。12月 8
日 上 映 的 该 片 系 列
《帕丁顿熊2》，仍然是
一出真人动画结合的
英式合家欢喜剧。影
片讲述帕丁顿熊为给
远在秘鲁的婶婶送上

一份珍贵大礼，决定努力工作，却卷入一起宝物失
窃案的冒险故事。与前作不同的是，系列2把很
多场景放在监狱，制造了很多温馨笑料，此外，大
明星休·格兰特也一扫《诺丁山》中的翩翩风度，饰
演了一个大反派，为影片添笑不少。9

《帕丁顿熊2》

《假如王子睡着了》

《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