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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赵大明

当地时间 3月 4日，第 90届奥斯卡颁奖

典礼在美国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获得最

佳影片奖的是由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

莎莉·霍金斯、迈克尔·珊农、道格·琼斯主

演的《水形物语》。3月 16日起，中国观众也

得以在大银幕上睹其芳容。

1963年的美国，一位实验室女清洁工爱

上了一个被捕的、来自亚马孙流域的人鱼，

在同事、朋友和尚存良知的科学家帮助下，

他们成功出逃……在讲述爱情故事的同时，

影片中的点点滴滴，也闪耀着对女性权益的

支持、对种族歧视的鞭挞、对边缘群体的关

照、对冷战思维的反思以及小人物身上的人

性光辉。从表现手法上来说，本片也对上世

纪曾经风靡一时的歌舞片、奇幻恐怖片、谍

战片等多种类型化风格进行了戏仿，让人不

时嗅到一丝“老电影”的复古味道。甚至，片

中人鱼在影院观看电影的一幕，似乎也是导

演在向电影艺术本身致敬，散发出某种可以

引起共鸣的迷影情节。

尽管听上去照顾到了方方面面而显得

“人畜无害”，但《水形物语》依然陷入了争

议。尤其是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之

后，它更是被痛批为好莱坞电影创意枯竭

的证据。一些非常专业的影迷毫不客气地

指出，以恐怖电影《黑湖妖谭》为创作灵感

的《水形物语》，实则脱胎于 20世纪诞生的、

颇具影响力的克苏鲁（Cthulhu）神话体系，

作为克苏鲁神话迷的导演托罗，既想体现

一下自己痴迷的克苏鲁风格，又想兼顾票

房和口碑，但却顾此失彼、两头不讨好，显

得不伦不类。

“争议”并非一定就是坏事。《水形物

语》本身，并非粗制滥造、追求噱头的“猎

奇”之作——尽管跨越物种的爱情模式、与

其他影片相比显得诡异的艺术风格会让不

少人感到惊愕，但其精巧而贴切的剪辑、唯

美的摄影和配乐等，还是做到了故事本身

的逻辑自洽，更能为很多观众带来极具新

鲜感的视听感受。

没错，除了娱乐大众，电影还承载着方

方面面的功能和意义，但如果承载过多，则

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艺术性。同样道

理，专业的分析能力固然会使观众获得更

多的精神价值，但不可避免地，这也会使得

我 们 最 原 始 、最 本 初 的 观 影 乐 趣 受 到 伤

害。试想一下，当观看《火车进站》时，是 19

世纪那些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观众们，还

是 21 世纪见惯不怪、岿然不动的影史研究

者们，更能领略到电影艺术本身的震撼力

呢？

导演托罗希望观众走进电影院后，可

以“热爱你不懂的东西”。观看《水形物语》

时，让自己做一个充满好奇的孩童，多一些

“沉浸”和“代入”，体验不同的人生，这，又

何尝不是电影诞生时的“初心”呢。2

《水形物语》：争议中的成人童话

电影时讯

本周，由顾长卫执导的爱
情喜剧片《遇见你真好》、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动作科
幻片《头号玩家》开始上映。除
了《水形物语》和《环太平洋：雷
霆再起》，口碑不俗的国产电影
《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
日本人气影片《恋爱回旋》等，
在一些影院仍有场次安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8月上映的高口碑历史纪录片
《二十二》，已在各大网络视频
平台推出。如果你错过了院线
放映，不妨去看看网络版。

（本报综合）

□张剑英

刘海粟曾言：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
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
词、戏曲和书法。但是，或许因为张伯驹在收藏鉴赏方面
的成就过于炫目，人们对其在诗词创作、戏曲、书画等方面
的贡献知之不多，这是对张伯驹的不公。作为张伯驹同乡
人，张恩岭秉承“三不原则”——不传奇化、不片面化、不模
式化，三易寒暑，撰成《张伯驹传》。本书以时间为经、事件
为纬，描绘出张伯驹填词赋曲、评书作画，倾尽家资、收藏
国宝，苦乐兼备、命运多舛的人生画卷。

本书以较多篇幅描摹了张伯驹在诗词、戏曲、书画等
方面独特的色彩和声音。值得称道的是，此书并未仅仅将
张伯驹目为名士，而是将其定位为“不动声色的爱国者”。
铁马冰河、为国捐躯是英雄，而默默传承文化、守护国宝又
何尝不让人敬佩呢？此书自始至终以张伯驹的文化坚守、
家国情怀为主线，以惟妙惟肖的描写、亦喜亦悲的勾勒让
读者了解到张伯驹的传奇一生，贯穿其中的则是其谦恭自
守、义薄云天的爱国情怀。

曾有一段评论张伯驹的话：“他不求名而名自得，不求
功而功在天下后世。”张伯驹的价值，在于当下，亦在于将
来。他会常常与我们“相遇”。7

(《张伯驹传》，作者：张恩岭，出版单位：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时间：2018年2月）

□黑王辉

2013 年 7 月，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

罗执导的科幻电影《环太平洋》曾经燃爆国内电

影市场，最终以 6.96 亿元票房成为当年国内票

房收入第二的好莱坞电影。时隔五年，它的续

作《环太平洋：雷霆再起》（以下简称《环太平洋

2》）卷土重来。

这一次，吉尔莫·德尔·托罗不再担任该系

列导演，而改由斯蒂文·S·迪奈特担任。后者虽

是好莱坞著名编剧，但作为导演还是第一次。

导演是一部电影的主心骨，决定着它的风格和

灵魂。吉尔莫·德尔·托罗不仅是怪兽迷，还是

机甲迷。正因为托罗对怪兽文化和机甲文化了

如指掌，才敢“艺高人胆大”地打造一部“机甲打

怪兽”的科幻电影，这是斯蒂文·S·迪奈特所不

具备的。

在《环太平洋》中，怪兽贯穿整部影片，机甲

花样翻新地去战斗，和怪兽从水中打到城市，再

由城市打到水中，简单粗暴但是无比刺激，成功

触到了观众的“嗨点”。但到了《环太平洋 2》，前

书影来风

□文纬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龙脉》研讨会，日
前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举行，近百位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出
席。《龙脉》全书40万字，通过描写一个国家级大型文化项
目的论证、立项和建设，生动勾画了参与其中的公务人员、
相关专家和普通百姓的生动形象，讲述了一个“正在发生
的中国故事”。7

张伯驹的“四条河流”

《龙脉》研讨会在京举行

□余波

近日，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金少
山的传记《论大净王侯风云路：群星荟萃中的金少山》。全
书60多万字，作者为戏剧学者、豫剧（文丑）表演艺术家苏
笑神。京剧大家宋宝罗、尚长荣等为该书题词、写序，并予
以很高评价。

同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分别位居老生、武生、旦角
梨园龙头一样，在净坛内，金少山是世所公认的京剧首席
花脸代表，人颂“大净王侯”。为撰写这部传记作品，苏笑
神酝酿20多年，并赴各地采风走访、搜集史料，通过长期整
理、编缮，又历时6年埋头著述，将金少山一生的传奇故事
娓娓道来。书中既有生活细节，也有丰富的艺术思考，每
个章节结束的藏头诗亦有点睛之妙。

正如尚长荣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戏曲艺术除了舞台上
的立体传承，舞台下的文字梳理和总结也尤为重要。也期
待更多的戏曲人和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中深入研究，为国
粹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7

（《论大净王侯风云路：群星荟萃中的金少山》，作者：苏
笑神，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大净王侯风云路

《环太平洋2》：战火重燃，雷霆难起
面为约翰·波耶加所做的铺陈显得冗长，怪兽则

姗姗来迟，最后“复仇流浪者”机甲飞身而下砸

死企图毁灭地球的怪兽的片段，也给人虎头蛇

尾的感觉。

如果说《环太平洋》是托罗献给日本特摄界

的一束鲜花，那么《环太平洋 2》便是美国传奇影

业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片中的中国元素比比皆

是，不仅有景甜、张晋、陈梓童和蓝盈莹等中国演

员加盟，机甲训练基地“莫玉兰”也安排在中国境

内，张晋饰演的将军是基地一号首长，由景甜饰演

的邵氏集团领导更是在片中呼风唤雨。也难怪传

奇影业对中国这么“痴情”，当年《环太平洋》在北

美上映时只取得1.02亿美元票房，正是中国票房

上演“神助攻”，才使得《环太平洋》不至于以惨败

告终，有了拍摄第二部的底气。

对 比 前 作 ，《环 太 平 洋 2》更 像 是 一 种 敷

衍。对托罗来说，怪兽、机甲是“一生所爱”，而

对于迪奈特来说，也许不过是临危受命，坚持完

成任务。一部《环太平洋》，却是两种心境，如果

照着目前的方向拍下去，砸了“环太平洋”的招

牌或许只是迟早的事。7

□黄东光

冯骥才是富有人文情怀的作家，又是
执着于传统文化培植与传承的学者。新
近面世的《我的文化人生只修不改》，则汇
其深刻与志趣于一体，以直抒胸臆的坦荡
之笔，以“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深意，
鲜明地表达了冯骥才在中国传统文化上
的传承和坚守。

全书共收录冯骥才各个时期的散文
随笔106篇，以“人生”这一永恒命题为线
索，从“岁月留给我们的，正是我们给予岁
月的”“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母亲”等七个方
面展开叙述，并配有相关照片。字里行
间，有讲述作家个人成长和命运转折的往
事抒怀，也有探访世界各大名城所留下的
城市记忆；有对年画、过年等民间文化的
独特诠释，也有对文学艺术鞭辟入里的个
性赏读；有缅怀自己与巴金、冰心、张贤
亮、韦君宜等人的往来交集，亦有站在宏
阔的人文视角生发出的“文化是一种生命

情怀”的精彩论述。
在冯骥才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记

录和书写时代风貌是一方面，但更重要
的，还应该通过著书立传，去深刻影响普
罗大众的灵魂。特别是当他目睹一些中
国民间文化的式微和古村落的湮灭后，
更加激发了内心深处的使命和担当，进
而热切地投身到民间文化的振兴中。《我
的文化人生只修不改》以“虽九死而不
悔”的笔触，真实地回顾了作家在人生路
上一次次的情感碰撞和思想蜕变。从中
既可一窥他对文学和艺术的挚爱，又可
深切感悟到他醉心民间文化的坚定与痴
迷。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保持住民间
艺术中那种对生活的虔诚与执着，普查与
记录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就是迫不及待要
做的事了。就其目的来说，就是不只为了
记录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充满情感的美，
更为了见证与记载一种历史精神”。

小人书的雅俗共赏，小小说的见微知

著，小村落与大都市的此消彼长，漫步巴
黎的浪漫与温情，对古希腊石头的尊崇和
祭奠……在作者一次次的凝神揣摩和访
古探幽间，在其振聋发聩的文化疾呼里，
在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海纳百川的兼容
并取中，读者会欣然发觉，中国民间文化

宛如一枝摇曳的花朵，亮丽了我们的双
眼。

赏读全书，氤氲的油墨香里，鲜明地
体现出作者立志挖掘和整理民族瑰宝的
不老雄心。全书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一
个作家和学者对华夏文明的尊重，也以悠
长的思考和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探寻，在中
西方文化的一场场交融对比中，在纵览古
今和恣意汪洋的纵横捭阖里，留下了独到
的感触和卓见。

民间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是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
文化人生只修不改》亦表达了这样一种民
族认同：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尽力开掘民
间文化中的深厚意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历久弥新，进而彰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
文化自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美好的
人文追求。7

（《我的文化人生只修不改》，作者：冯
骥才，出版单位：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8年3月）

岁月予我，我报岁月

□高中梅

日记是灵活、自由的文体，曾涌现出不少
名篇佳作，如《鲁迅日记》。这种几无掩饰的
本色文字，每读一次就如同经历一次人格的
净化。这部《冰心日记》，是作家冰心现存日
记的汇编，是她的人生实录与独白，更是这位

“文坛祖母”的心灵史。
本书展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的社会生活、时代变迁和人文景象。它是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也是当代社会变
迁的真实记录，对诸多文化景观“立此存
照”。日记一直记到冰心最后一次入院前
——1994年8月，冰心住进医院后便无日记。

冰心具有极好的观察力。所到之处，她
都详细记录。1957年 4月，她离开镇江赴扬
州，路上有“坐小船东下，一路上看见北固山上
有甘露寺，以下又有象山、金山、焦山，所谓之

‘独立中流喧日夜，万山无语看焦山’者是也”
的记录。及至扬州，对瘦西湖有“观对面有凫
庄，茅舍三五，古雅可爱”的观察。在无锡，对
寄畅园有“本是秦邦宪同志故居，地方不太大，
而丘壑甚美……有碑，有画，穿假山时，有流水
淙淙”的描述。

在1991年 11月 30日的日记中，冰心晨
起连写六封信，还接待了客人，又写字，下午
仍然写信并寄出，晚上入睡前还看了《平凡的
世界》。这是一个 91岁老人一天的工作量。
童年时期，冰心就曾向父亲表达过要做给人
以光明的“灯塔守”，到了晚年也思忖着如何
多做些事。1965年在江西吉安，她在日记中
写“中国诗句所谓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
晴”“我们还是不要有黄昏思想，壮士暮年雄
心未已”，也是她晚年工作与生活的真实写
照。

晚年日记，是冰心生命的绝唱。一方面，

她“十时多睡，大姐陪，总是睡不好，脚又痛，
真是生不如死！”另一方面，她照样写信、题
字、读书、著文、接受访问。亲近的人希望她
不要这样劳累，但冰心说：“活着，总得为国家
做点事情！”这不是壮语，也无须壮语，这是冰
心真实的想法。

读这部日记，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真”
字。她日记中的很多想法，与她公开发表的都
是完全一样，这一点非常难得。她是个有风骨
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就
像《小桔灯》一样，她的文字总会赋予我们以温
暖心房的光。7

（《冰心日记》，作者：冰心，编者：王炳根，出
版单位：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2月）

“文坛祖母”心灵史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