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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书市，逛旧书铺，

逛旧书店，一向是藏书家或

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事。

●对喜爱读书的人来

说，能淘到好书乃至少见

的古旧图书，堪称人生乐

趣之一。

●如今，随着城市的改

造，很难看到一处处散发着

文化气息的古旧书店了。

●留心我们生活中的

书店、旧书店，那是我们生

活中“文化的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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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人的旧书情结

叶灵凤与藏书票的不解之缘

讲述重大工程领域的
中国好故事

微书话

超时空爱情的类型新片

周末侃影

□许民彤

对喜爱读书的人来说，能淘
到好书乃至少见的古旧图书，堪
称人生乐趣之一。

曾看到一篇有关旧书与作家
关系的报道，介绍了“老书虫”剧
作家史航喜欢逛书市买旧书的经
历。史航说他一直不肯在网上买
旧书，觉得买旧书应该是很虔诚
地凭运气，走到哪儿跟烧香拜佛
一样，有运气就遇到那本书，没运
气就错过那本书。

除了在北京书市淘旧书，平
常史航还会去北京的潘家园旧
货市场、中国书店等地方淘书。
他在潘家园 5元钱买过上、下两
册的李翰祥导演的回忆录《影海
生涯》，是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的，

“一开始觉得 5 元钱挺好，没想
到的是里面夹着关于刘晓庆的
剪报，把这个剪报撕下去以后还写着字，仔细一看是
李翰祥导演送给大作家张中行的签名本，是他拍摄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去北大那边给张
老先生送的。”这成了史航向友人津津乐道的一件淘
旧书的趣事。

逛书市或旧书铺、旧书店，淘旧书，也一向是文人
墨客所热衷描写的。有一篇《鲁迅：年收入五分之一
买书》的文史小品，介绍鲁迅喜欢买旧书的故事。鲁
迅爱好收藏，收藏范围十分广泛，但最喜欢收藏古旧
书籍。在日本求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在日本神田町的
旧书摊上寻觅自己喜欢的旧书。1912年，鲁迅在北
平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区外的绍兴会馆，这个地方
离琉璃厂很近，他经常到琉璃厂寻觅自己中意的旧
书，收集到许多古旧书籍。关于收藏旧书的情况，《鲁
迅日记》中曾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1912年 5月
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

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
铜圆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
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
量寿佛经》《中国名画》等等。

此外，茅盾先生写过重庆的
旧书铺。藏书家叶灵凤写过上海
的旧书店：“每一个爱书的人，总
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因为在旧
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
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
者 因 了 价 钱 太 贵 不 曾 买 的 新
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
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
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
你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
书存在的僻书……对于爱书家，
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
消费上获得便宜，买到意外的好
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
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
自己的书斋中一样。”（引文见叶

灵凤《读书随笔·旧书店》，137 页，三联书店出版，
1988年第一版）——这实在是道出了读书人之所以
喜欢旧书店、喜欢淘旧书的内在情结。

如今，随着城市的改造，我们身边已经开辟了宽
敞明亮的通衢大道，耸立起一座座高楼大厦，但却很
难看到一处处散发着文化气息的古旧书店了。所以，
现在的一些爱书者聚在一起，若谈到这样的似乎退出
历史舞台的古旧书店，常会感慨喟叹一番，在他们的
心中，逛书店、淘旧书，已经成了一道温暖、珍贵的文
化景观，一种抹不去的精神记忆，一个曾经可以安顿
灵魂的家园……

我们去日本旅游，会发现日本旧书店比较多，旧
书街十分热闹，这构成了日本的阅读文化的一种，因
这些书店在读书人的生活中的作用，而被称为“文化
的街灯”。这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启示。我们身边的书
店、旧书店，就应是这样的“文化的街灯”。9

□逯富红

藏书票起源于 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20世
纪初由日本传入我国。当时，集作家、画家、书迷于一
身的叶灵凤，曾经亲手绘制过自己的藏书票，由于画
面以中国传统图案凤凰为主，业界遂称其为“凤凰
票”。从此，他的一生，便与藏书票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并不是一帆风顺，偶然之机，叶灵凤从上海
内山书店了解到，藏书票在日本流行已久，有个叫斋

藤昌三的研究者，著有《藏书票之话》一书，是专门介
绍藏书票的权威著作。这让叶灵凤兴奋不已，立即托
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由日本进货，但很遗憾，得到的回
复是该书早已绝版，市面上很难找到。

尽管如此，求书心切的叶灵凤并未绝望，一不做
二不休，他干脆直接给斋藤昌三本人写信，咨询能否
设法为他找书。为了表明态度，叶灵凤在信中除言辞
恳切之外，还特意附上自己精心绘制的藏书票一枚。

没过多久，叶灵凤不但如愿以偿，收到斋藤昌三
寄来的《藏书票之话》一书，而且做梦也想不到，还得
到了许多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及相关资料。

斋藤昌三的热心慷慨，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叶灵凤
的兴趣和愿望，也更加坚定了他研究收藏的信心和决
心。

1933年 12月，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叶
灵凤发表了《藏书票之话》一文，全面系统地介绍藏书
票前世今生的同时，还附上自己的藏书票一枚和其他
国家的藏书票十六枚，让读者大开眼界，一饱眼福。
此后他又写了多篇文章，介绍宣传藏书票，这些文章
大都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对藏书票在国内的普及和
宣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抗战岁月里，叶灵凤因为特殊使命辗转奔波，其
藏书大都毁于战火之中，唯独藏书票，却奇迹般地保
存了下来。当时叶灵凤在香港居住，日本攻占香港，
侵略者洗劫他的住所时，看到藏书票多来自日本，这
些藏书票才最终得以幸存。

叶灵凤定居香港后，大部分时间都沉迷于书斋读
书写作、把玩藏品。改革开放后，他那些以毕生心血
历经坎坷所得的宝贵藏书票，曾在北京公开展出，引
起轰动。虽然此时叶灵凤早已不在人世，但对一生嗜
书如命的他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纪念和告慰。9

5月 19日，在河南省文学院，来自省会郑州的
众多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和来自登封的文化、
企业界人士共同对一部养老题材的 30 集现代都
市电视连续剧《闺蜜同行》进行了研讨。

《闺蜜同行》由我省作家墨白、江媛联手创作，
该剧以登封市的一家养老院为原型，通过众多人物
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试图在历史纵深和现实广度
上，对养老这一社会话题进行影视化表达和探索。

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我国正在快速进入
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怎样养老是全社会共同关
注的问题，《闺蜜同行》主题紧扣时代热点，回应社
会关切，是一个非常有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的选
题。养老院应该是一所集养老、养生、养神、养心
于一体的精神乐园，通过拍摄这部电视剧，可以深
刻揭示养老工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通过大量
的、具体的、感人的故事情节，努力改变传统意识，
营造良好的养老文化。9

文艺界研讨现代都市电视连续剧
《闺蜜同行》

□杨志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项项
“世纪工程”，就像一张张亮丽的
中国名片，呈现在世人面前。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
国工程》聚焦于此，作者深入现
场采访多年，真实记录了科学
家、工程师、管理高层、工人如何
一步步创造出世人瞩目的“世纪
工程”，从不同视角呈现了其中的
艰辛与曲折。

中 国 制 造 的 商 用 大 飞 机
C919试飞成功、中国高铁“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形、中国建
成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中国工程师面对世界级挑战建
成港珠澳大桥……该书通过深度对话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关
于科技和发现的故事，走进了一位位科学家、工程师的内心世
界，揭开了四大“世纪工程”崛起的奥秘，视角独特，解读深刻，很
多专业问题在作者笔下也显得通俗生动。

很多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新时代中国特有的好故事，是时代
急需的强国之音。透过《大国工程》，能够让人看到祖国辉煌的
未来。9

（《大国工程》，赵忆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4
月出版）

□吕冠兰

《超时空同居》是上周末上映的一部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国
产喜剧爱情类型新片。影片讲述由佟丽娅饰演的失意女谷小焦
置身2018年，由雷佳音饰演的失意男陆鸣置身1999年，他们却
因为时空重叠，睡在了同一张床上。从此，两人便能通过对方带
领进入彼此的世界：谷小焦回到过去，看到十九年前的父亲；雷佳
音前往未来，看到十九年后的自己。十九年间魔都上海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让陆鸣手足无措，因此积攒了一堆合情合理的笑
料；而时光回到十九年前，谷小焦仍有许多牵挂和不舍，因此也赚
了观众一把眼泪。两人也因此相爱，只是让谷小焦不确定的是，
是和1999年的落魄青年陆鸣一起坚守理想呢？还是和2018年
已经事业有成，并成为地产大亨的陆石屹一起奔向未来？

作为带有幻想色彩的喜剧爱情片，《超时空同居》与其说是
聚焦都市男女的爱情，不如说是描绘中国都市生活的变迁。比
起前段时间的话题之作《后来的我们》，《超时空同居》少了些沉
痛伤感，多了些诙谐幽默。

此外，故事还就两人的“超时空同居”给出了合理解释。影
片致敬了《断背山》《泰坦尼克号》和《甜蜜蜜》等爱情经典，同时
也在诠释一个道理：爱情，不讲出身，不问缘由，相遇的一刹那，
时光静止，时空错乱，地老天荒，海枯石烂。9

5 月 13 日，长篇报告文学《庄严的承诺——
兰考脱贫记》红色文化品读会在郑州举行。《庄严
的承诺——兰考脱贫记》是我省报告文学作家郑
旺盛深入兰考、扎根群众、饱含真情、倾尽心力采
访创作的一部全面反映兰考脱贫攻坚历程的长篇
报告文学，作品写作历时两年，七易其稿，2017年
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9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以郑
州市为例》日前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以郑州市为例，分析阐述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使命与定位、机遇与挑战，以及在引领中原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支撑中部崛起和服务全国发展大
局中如何展现新作为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该
书注重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当前和未来相结
合，汲取借鉴国内外中心城市建设中的新理论、新
思想、新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理论性和操作
性，力求为当代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实践和
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9

●近日，一本由收藏家葛洪海
编著的名为《中华瑰宝——柴瓷珍
品鉴赏》的书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
版，该书通过对编著者所藏近 300
件瓷器的分类展示，试图发微柴瓷
必须具备的某些重要特征，以供其
他瓷器爱好者欣赏比较。9

周末上映
今日，又将有一批中外新片

与观众见面。来自意大利的喜
剧片《完美陌生人》，讲述在一场
晚餐中，三对处于婚姻阶段的伴
侣和一个宅男共同玩一场游戏，
彼此分享每一个电话、每一条短
信、每一个邮件内容，由此许多
秘密开始不再是秘密，他们之间
的关系也开始发生波动，无数疮
痍在这场“坦白局”中被揭开，复
杂的男女情感让所有人陷入困
局，什么是婚姻感情中最不可触
碰的底线？众人遭遇的是难言
的禁忌还是隐藏的真心？该片
堪称意大利版的《手机》。

《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类型：动作、科幻 制片地区：美国

《西小河的夏天》
类型：剧情 制片地区：中国内地

《神谕通天》
类型：悬疑、喜剧 制片地区：中国内地

《命运速递》
类型：喜剧 制片地区：中国内地

《时间暗局》
类型：冒险、悬疑 制片地区：中国内地

《雾都神探之绝情箭》
类型：爱情、悬疑 制片地区：中国内地

此外，5月 26日还将上线一部内地制作的反映我党隐
秘战线斗争的悬疑片《策反》。9

其他上映

《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记》
举行郑州品读会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出版发行

叶灵凤藏书票

鲁迅小说集《彷徨》原封面，

老版设计的年代感，至今仍为爱书
人所心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