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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和平解放西
藏为历史题材的藏语电影《金珠玛米》，12月
12日在国内院线上映。该片以昌都战役为
背景，讲述了解放军战士华山在执行任务中
与西藏当地头人、土匪和普通藏民之间发生
的曲折故事。12月 12日晚，该片导演杨蕊
和摄影指导刘勇宏等到洛阳出席了电影在
当地的首映活动。

同近年来涌现的其他西藏题材电影一
样，《金珠玛米》通过镜头展现的西藏壮阔的
自然风光也给现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感

受。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摄影指导刘勇宏就
是从洛阳走出去的电影人，此次回到家乡洛
阳举行该片首映式，也是向家乡父老致敬。
《金珠玛米》电影中除了使用藏语外，还大量
使用了河南方言。谈到这一设计，导演杨蕊
说，中原文化是汉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
用河南方言这一元素与藏语对接，也有表达
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象征。杨蕊表示，未
来，她还将与先生刘勇宏更多地回洛阳创
作，拍摄更多以河南家乡为表现题材的电影
作品。9

突发事件及舆论引导，作为一个复杂和庞大的课题，越
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今年7月，由华中科技大学新
闻学院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
家赵振宇等所著的《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系统论》一书
问世，或可为读者提供解决这一课题的理论依据。

本书回顾了1949年以来我国处理突发事件的历史，并
对近年来发生的系列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专家访谈，获
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内容真实丰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本书研究了突发事件的演化特征及不同类型突发事件之间
的转化规律，为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提供了理论基础；
着重关注了突发事件中信息的变异和应对，把信息变异放
在社会关系的变异中加以审视，尤其是对突发事件中谣言
的传播和治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它首次运用程序理
论对突发事件中的媒体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是一个理论
创新之举。

本书不仅关注政府和媒体对舆论引导的主导作用，还
把社会组织作为舆论引导的主体加以研究。这样，无论从
理论上还是现实的舆论场中，都进一步完善了舆论引导的
主体系统，为进一步做好舆论引导拓展了主体范畴。9

□赵立功

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实力派作
家墨白中篇小说集《告密者》，收录了作者
1999年至 2011年间发表的诸多中篇小说
作品中的10部，包括《事实真相》《告密者》
《尖叫的碎片》《夏日往事》《模拟表演》《一个
做梦的人》《隔壁的声音》《最后一节车厢》和
《阳光下的海滩》《某种自杀的方法》，后附有
国内评论界对墨白创作的评说。

作为国内目前坚持先锋写作的作家之
一，墨白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已为读者
奉献出七百多万字的作品，除了长、中、短篇
小说外，另有影视剧本及散文作品集。而最
能够折射墨白创作基调和特征的还是小
说。墨白的小说，以他出生并成长的家乡周
口淮阳颍河镇为原点，反复地书写着现实生
活中他熟稔的人和事，人物有普通农民，有
小知识分子，日常生存状态皆充满游移和梦
幻感。

墨白笔下的颍河镇不但是一个自然地
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学地理概念。从这一概
念出发，作家不但回望过去，打捞历史的记
忆，而且打量当下，目光中闪烁着批判和审
视。世俗化的口语、现实生活的场景，使他
的小说接着中原的地气，游移的叙事、碎片
化的内容拼接及梦一样游走的人物，又使他
的小说有西方电影蒙太奇般的外来气质。

墨白的创作，引起国内评论界广泛的关
注和研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胡平
指出，墨白和很多新生代作家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用现代叙事深刻反映中国的社会生
活，尤其体现在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给人带来
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的剖析。

而墨白自己说，一个好的作家，必然是
立足于本土经验和本土意识的，无论他接受
了多少外来的观念和叙事手法，最终还是要
回到他熟悉的那片土地，因为一个作家的情
感和责任不可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分离开
来。

“情感”与“责任”，可以看作是打开墨白
小说世界的两把钥匙。生活中的墨白，曾经
历身体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漂泊，并在他的
内心情感世界堑下深深的沟壑。而他终能
从个人苦难情感的腹地飞升，以悲悯的眼光
俯瞰人世，先锋的外衣，也使人不再觉察他
对社会有现实主义的歌哭，代之以不含温度
不乏灰色的呈现。

评论界在总结近年国内长篇小说创作
特点时，注意到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的先锋小说家集体向传统现实主义写作
回归的趋势。另类的是，墨白的先锋写作，
因为从没脱离他生活的土壤，而别具现实主
义精神。从他小说名字中的很多关键词看：

“梦游”“梦境”“孤独”“镜子”“欲望”“癫
狂狂””……皆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和深层心理……皆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和深层心理，，

反映出他笔下人物灵肉分裂的生存状态。
在《告密者》这部中篇小说集中，《事实

真相》讲述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返乡途
中的精神裂变；《告密者》借镇上的农民因赌
博遭遇暗黑执法，揭开了小镇生活的一角；
《夏日往事》将叙事现场回溯到 20世纪 70
年代前期的小镇上，讲述了一则蒙昧生活状
态下发生的悲剧；《最后一节车厢》里，一个
怀揣往事，懦弱而又倔强的中年男人当众不
断抽自己的耳光……

凡此种种，当然不是现代人生存的普遍
图景，但却指向大时代下社会的某些病灶。
先锋小说之为先锋者，不仅指其叙事技巧及
语言的实验性、探索性，更应指其对生存感
知的超前敏锐和批判。

在流行话语递换频繁的今天，一个作家
对自己风格的坚守是艰难的，这不但是文学
层面的，更是市场层面的。也唯其如此，墨
白才能成为河南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中的

“这一个”，以其坚硬的棱角，碰疼人们的阅
读，硌疼现实的心，从而成就其独特的价
值。2

□赵富海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上，有三位学者贡献巨大。
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史前

文化，后称仰韶文化，他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史前文明彩陶。
中国考古学自他始。

李济：1928年至 1937年主持了震惊世界考古学界的
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
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他被誉为中国考古掌门
人。

夏鼐：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师从李济，上世纪40年
代，深入田野调查、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与齐
家文化的年代错误。

夏鼐原名夏作铭，浙江温州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
指导者和组织者。对考古学的杰出贡献，使他先后获得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
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
学院院士等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夏鼐对考古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多部学术专著中，
也体现在他的日记里。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夏鼐日记》共10卷，计440万字，是他用血与墨浇灌出
的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一种历史和考古史的作品，是史
学本体与哲学、美学、文学本体的融合。而作者本人的大
情怀、大手笔，使得日记的价值有多种指向。

夏鼐的日记始于1931年1月1日，止于1985年6月17
日突发脑溢血当天，历时54载，两天之后的1985年6月19
日，他与世长辞。在辞世的前几天，75岁高龄的他，顶着似
火骄阳远赴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察。这是他生命最后的参悟
与冲刺，我每读《夏鼐日记》至此，涕泗滂沱，不能自已。

《夏鼐日记》实名记录有近3000人，国内外各个领域的
众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家学者一一在列。日记中不时
有他与这些学术大师接触、共事的记录，历史、学术信息量
丰富，如早年聆听鲁迅、章太炎、斯坦因、罗素讲演的情景，
历史、文献学方面受到陈寅恪的称赞，考古学方面得到傅斯
年、李济、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尔德等的指导，与高本
汉讨论青铜器真伪、古代汉语语音，与李约瑟数十年的密切
交往，以及与郭沫若交谈文字起源问题，与胡适促膝夜话，
等等。

夏鼐的最后一则日记，1981-1985 卷九中：“6 月 17
日 星期一 上午坪井清足来演讲，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
仲殊同志主持，听众约……”

日记至此戛然而止。
1985年，夏鼐最后的日记带走了一个时代。济慈说：

“真即是美，美即是真！”读《夏鼐日记》，令人感受到最纯粹
的审美愉悦，从他的历史意识、人格魅力、文化品格、家国情
怀。他讲好了中国故事！9

（《夏鼐日记》，夏鼐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

月出版）

□吕冠兰

荷兰的文森特·梵高是世界绘画史上

少有的天才画家，也是生前潦倒、死后扬

名的艺术家代表，他的《星空》《向日葵》和

《麦田乌鸦》等画作至今已经成为世界顶

级艺术品。2015 年是梵高逝世 125 周年，

波兰画家多洛塔·科别拉为了纪念这位伟

大的天才，创作了一部动画电影纪念他，

这便是《至爱梵高·星空之谜》（以下简称

《至爱梵高》）。

《至爱梵高》和其他动画片是不同的，

它以 6500幅手绘油画为底稿，而这些油画

出自 15 个国家的 100 余位画家之手，风格

和梵高的画作极为相似，有些画面灵感还

直接取材于梵高的油画，像《麦田乌鸦》

《在亚尔的葡萄园》《夜间室内咖啡座》《星

空》等，在电影中都有所展现。影片故事

中的人物，也取材于梵高油画，如《慕丝

蜜》《阿曼德·鲁林的肖像》《穿白衣的女

孩》《老人肖像》《邮政署长肖像》《弹钢琴

的女人》《唐吉老爹》《军人》和《加歇医生

肖像》等，就连梵高自己的形象，也取材于

他的《自画像》。

影片故事有些悬疑，讲述邮差儿子阿

尔芒·鲁兰（即阿曼德·鲁林）在为梵高投

送一份未送达的信的过程中，一路破解梵

高死亡之谜的故事。梵高的多数传记都

认定他是自杀，《至爱梵高》则另辟蹊径，

先认定梵高死于殴斗，继而陡然转向，引

进梵高的生前好友加歇医生和其女儿玛

格丽特·加歇的叙述，之后认定梵高不仅

死于情困，更死于对生活的绝望。

事实上，由于梵高已经去世 127年，他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早已成了不解之

谜。但人们愿意相信，天才梵高之死不是

意外，当绝世才华无处宣泄时，就只有绝

望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至爱梵高》将梵高融入他的画作之

中，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他波澜诡谲的一

生，并试图揭开他的死因之谜。对于梵高

粉来说，这也许很有吸引力，对于普通观

众来说，则显得过于琐碎和无聊。但这并

不妨碍它成为一部伟大的电影，单是对梵

高的 1000多幅画作进行对照性创作，使那

些伟大的艺术品鲜活灵动起来，这种对经

典的致敬，就足以让人产生深深的视觉艺

术上的感动。9

□黑王辉

2015 年 3 月，一部英国出产的真人动

画结合电影《帕丁顿熊》在我国取得近亿元

的票房成绩，其中的动画主角帕丁顿熊大

受观众喜爱。而今，《帕丁顿熊》再谱新篇，

由原班人马打造的续作《帕丁顿熊2》，上周

末在我国上映。

影片的主角帕丁顿熊虽然不像来自美

国的小黄人和功夫熊猫知名，但在英国却

是家喻户晓。这个在英国已经有近六十年

历史的童话形象出自英国作家迈克尔·邦

德撰写的童话故事《一只叫帕丁顿的熊》。

该书 1958 年出版后，大受欢迎，此后迈克

尔·邦德再接再厉，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帕丁

顿熊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翻译成 30 多种

文字，总销量达到 3000 多万本。在英国，

帕丁顿熊并非首次登上银幕，它已经多次

被改编成动画剧集。

在《帕丁顿熊2》中，帕丁顿熊开始了新

的冒险。在融入城市，有了自己的居所之

后，它开始新的生活。它一边打工赚钱，一

边思念远在秘鲁的亲人，其中，养育它的露

西阿姨是它思乡的痛点，它决定送露西阿

姨一件礼物来报答她。随后，它看上的立

体书被人偷走。在追赶小偷的过程中，小

偷忽然消失，它被当成小偷投入监狱。在

监狱中，它竟意外用橘子酱三明治征服了

掌握犯人生杀大权的厨师长和监狱里的所

有犯人。在狱友的鼓动下，帕丁顿熊最终

走上了“肖申克的救赎”之路——通过越狱

逃脱，并在布朗一家的帮助下，最终找到小

偷，为自己洗刷了罪名，还重新夺回了准备

送给露西阿姨的立体书。

《帕丁顿熊》系列不仅是给孩子们看的

童话，即便是成年人，看了也会觉得温暖。

帕丁顿熊的遭遇，正像在城市打拼的我们，

拼命工作，只是想让家人过得更好。帕丁

顿熊积极帮助他人，不计前嫌，不论得失，

看似傻傻的，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心。看来，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情如何凉薄，只要真

诚地对待身边的人，开心地做每一件事，城

市的冰冷，也有一天会被暖化。

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是帕丁顿熊，都

应该拥有像帕丁顿熊那般积极向上的人

生。9

《至爱梵高》：
别样动画，致敬经典

《帕丁顿熊2》：
欢笑重来，温暖再续

聆听“先锋”的社会密语
——墨白中篇小说集《告密者》试读

最纯粹的审美愉悦
——读《夏鼐日记》

《金珠玛米》洛阳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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