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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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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影讯

延伸阅读

本周末，又将有一批新片上映。由李昕芸执导，王
千源、袁姗姗、周游、周云鹏等联袂主演，沈腾特别出演
的喜剧警匪动作片《龙虾刑警》，取材自一桩假借物流
公司来贩卖毒品的真实案件。6月 20日，该片主创李
昕芸、周云鹏赶在影片上映前来到郑州与观众互动。
一众明星的加入，自然增加了不少人的观影期待。

《超人总动员 2》则是由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
作的动画冒险电影，讲述了超能先生退出江湖并照料
家人，弹力女超人领导“超人特攻队”拯救世界、击碎反
派“屏霸”的阴谋的故事。

定档下周末6月 29日上映的《动物世界》也赶在本
周提前造势，6月 19日，该片导演韩延来郑州与观众进
行了互动。电影《动物世界》改编自日本超人气漫画，
讲述的是男主角郑开司（李易峰饰）为偿还借款，参加
一场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并生存下来的故事。9

□吕冠兰

犯罪片是香港电影为数不多且至今仍

可在内地叫响的类型片，2016 年的《寒战

2》和《使徒行者》都叫好又叫座，去年由邱

礼涛执导、刘德华主演的《拆弹专家》也拿

下超 4 亿元的票房。

邱 礼 涛 是 香 港 诸 多 类 型 片 的 开 先 河

者，在黑帮、现实、警匪领域，多有涉猎。不

过，和许多香港导演一样，邱礼涛执导的影

片大多较为粗糙，这也难怪，最多时一年执

导五六部，高产量当然很难保证高质量。

《泄密者》可以说是低配版的《拆弹专

家》，主演吴镇宇、张智霖等人，自然不及有

着“影坛常青树”之称的刘德华名头响亮。

但由于近来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热播，

作为男一号的吴镇宇也圈了不少粉。因

此，《泄密者》的上映可谓恰逢其时。

和许多在内地上映的港片将故事搬到

国外尤其是和我国较近的东南亚一样，《泄

密者》的故事发生在马来西亚。影片讲述在

变种传染病毒肆虐之际，有关药企的黑幕传

闻闹得满城风雨，人心难安。由吴镇宇饰演

的香港警察王大伟与由张智霖饰演的马来

西亚警长李永勤一道，试图揭开事情真相。

尽 管 如 此 ，《泄 密 者》的 观 影 过 程 却

是沉闷有余，惊喜不足。香港的犯罪片走

到今天，就像走到了黄昏，似乎一切都是

对前作的模仿，很难再推陈出新。不仅惯

常剑走偏锋的邱礼涛，包括杜琪峰、庄文

强、麦兆辉在内的知名导演也都如此。

显而易见，北上融入内地市场更为广阔

的天地，似乎已经成为香港导演的必然选

择。这方面，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和

《红海行动》已经提供了很好的例子。9

□黑王辉

由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开

创的“侏罗纪”系列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科幻

惊悚电影之一，从 1993年《侏罗纪公园》上映

开始算起，该系列已悄然走过二十五年。

不过，该系列口碑最好，最难以让人忘

怀的还是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第一部。在

《侏罗纪公园》中，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类和

生活在史前世界的恐龙“亲密接触”，由此擦

出奇妙的火花。这个人类和恐龙相遇的故

事，延续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的一贯主题，那便

是科学的发展将使人类走向何方？违背自然

规律去发展科学，简直是自寻死路。其中有

对科学的反思，有对人性的探讨，有恐龙的惊

悚，有探险的刺激，称得上艺术思想和商业娱

乐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此后的第二部、第

三部以及两部《侏罗纪世界》，其实都不过是

在重复第一部《侏罗纪公园》的故事。

目前院线上映的《侏罗纪世界2》由西班牙

导演胡安·安东尼奥·巴亚纳执导，影片讲述了

在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及豪华度假村被失控

的恐龙们摧毁四年后，纳布拉尔岛已经被人类

遗弃，岛上幸存的恐龙在丛林中自给自足。而

当岛上的休眠火山又开始活跃，人类发起了一

场运动，想要保护恐龙们免于灭绝。

能够终于从公园之中走出来，大玩宅院惊

悚，这是《侏罗纪世界2》的别开生面之处，无疑

让观众得到了更多新鲜感。只是，越来越真实

的恐龙，越来越明显的炫技，越来越堆积的娱

乐元素，也让《侏罗纪世界2》的爆米花味更浓。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但与其用科学的手

段制造娱乐，不如用科学的手段反思科学。9

《侏罗纪世界2》：
科学在握，娱乐还是反思？

《泄密者》：
出新不易，坚守还是北上？

□向建军

当今世界，最吸引人眼球而又最撩人
心魄的体育赛事，莫过于四年一度的足球
世界杯了。足球运动为什么会让不同肤色
的人们都沉醉其中，爱得癫狂痴迷？答案
或许有多种，但用人类学的一些观点去看
待和认识足球，并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想
必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新颖有趣。英国著名
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
斯的《为什么是足球》，就以深入浅出的阐
释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效探究。

在喜爱足球的人类学家莫里斯看来，
足球运动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活动，从它诞
生的那天起，到队伍的建立、战略战术的运
用，以及球星的产生、球迷的拥戴，直至球
队的各项管理，整个过程都可以用人类行
为学中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去分析和解读。

莫里斯形象地将足球与“部落”做对比，进
行了大道至简的诠释——

一万年前，人类开始从旷日持久的狩
猎和采集中解放出来，于是，以往维持生计
的狩猎活动退居其次，但是，人类心中依然
存留着对猎杀快感的追求，这成了人们茶
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古罗马时代甚至还建起
了斗兽场，将狩猎活动局限在一个相对封闭
的空间。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
人们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这种野蛮血腥的
娱乐方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
另一种不流血的、与动物无关的竞技项目
——足球便应运而生，它不但极大满足了人
们对原始竞技活动的神往，而且，也以其眼
花缭乱的传切配合，显示出其他体育项目难
以企及的愉悦人心作用。

为了真正找到人们如此狂热迷恋足球
的内在原因，莫里斯决定开展一场田园调
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他先后踏访了利
物浦、里昂、拜仁、巴塞罗那、曼彻斯特、马
德里等足球城市。落笔成文中，他又从部
落之根、部落仪式、部落英雄、部落标志物、
部落长老、追随者、部落方言等七个方面，
条分缕析地研习足球运动的每一个细节。
通过考证和比对，莫里斯得出结论，足球比
赛，例如世界杯，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性的狩
猎、一种程式化的战斗、一种戏剧表演、一
项宗教仪式。各球队上下像极了原始社会
时期的部落群体，换言之，足球运动与部落
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9

世界杯，一种仪式性的狩猎
——读德斯蒙德·莫里斯《为什么是足球》

热点读书

□俞国荣

宋朝这几年超潮，在一些历史作家笔下，这个公元
十世纪建立的王朝，社会繁华，民生之好，似乎已跃升为
古代中国最适合居住的时代。

著有《生活在宋朝》《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书的作
家吴钩，就以“宋粉”自居，但他强调与其说自己是宋朝
粉丝，不如说是“文明粉”，粉的不是宋朝这个王朝，而是
宋王朝表现出来的文明成就。为之写序的马伯庸说的
下面这段话，则可解释宋朝近来受瞩目的缘由：“宋朝百
姓的生活状态，最接近现代人的感觉。宋代是一个非常
具有现代气质的时代，这种现代气质不是指政治结构或
科学技术，而是指‘活着’这件事的质量。”

宋朝的生活情调，不少作家写过，网上也可得见，已
非新鲜话题，写作经验丰富的浙江媒体人陈华胜有本
《一起去看宋朝的活色生香》，并无石破天惊的新发现，
却是阅读乐趣最多的一部。他的写作颇具巧思，模拟穿
越时光自由行的形式，引领读者随章节主题观览宋朝社
会，每章且依主题设定一名地陪。这样的巧思还要佐以
学问根底。如第一章介绍宋朝夜生活，导览者是宋仁
宗。作者先写宋仁宗感慨于汴梁夜生活的繁华，而他，
都被后人称为仁宗了，对于夜夜笙歌只能心向往之。但
为何选他为地陪？继续看下去，有了，此君曾出现在宋
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里，以虚作实，遂有担任地陪
的正当性。设若对于话本茫然不知，便无法选定仁宗。
此虽小事，但也可见作者博览群书或搜集资料之功。

《一起去看宋朝的活色生香》写的是，如果你想生活
在宋朝，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了说明，作者以相当多
的第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市民社会；发行全世
界最早的纸币）、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
高的时代）等绝对赞词，或以统计数字（宋朝的 GDP是
当时全球的一半以上），点明这个朝代的特殊之处。

另外作者还擅用对比。如空间的对比：同一时期，
如今以夜生活闻名的纽约、巴黎、拉斯维加斯，当时还是
一片荒漠。又如时间的对比：往前溯及，唐朝虽处盛世，
却实施宵禁，毫无夜生活可言。

写宋朝的书，还有李开周的《宋朝饭局》，虽有趣味，
重点却在吃上。《一起去看宋朝的活色生香》取材范围更
广。不过他们所写的宋朝，与被史学家唱衰的那个宋
朝，都宛如两个王朝——聚焦于常人生活，便有了不一
样的视野。9

□菜丛

所谓推理小说，就是叙述主
人公以敏锐的观察、缜密的调
查、理性的分析、小心的求证、
大胆的假设，一层又一层、一关
又一关地解开犯罪行为或奇异
事件的谜底，使其真相大白的
过程，从前以“侦探小说”称之，
后以“推理小说”一词代替。

中国古代的平话小说，当以
“公案集”最类似推理小说，其中
以成于明代的《包公案》最脍炙人
口。而《包公案》的主角包拯，则
活在宋朝。

正史记载，包公确有其人，
他名拯，字希仁，合肥人，曾任北
宋开封府尹，为官清廉公正，不
附权贵，精明能干，屡破奇案，遂
有“包青天”之名，由于他长得黑
面长须、方头大耳，故被人叫作
包黑子、包黑炭。明代作家安遇

时（有若干史料作安遥时，恐系笔
误），号钱塘散人，遂借包公的盛
名，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编
纂了一部《百家公案》，又名《包公
案》，书首有一篇“包侍制出身源
流”，将包公的家庭背景和经历，
做了详细的介绍，全书共十卷一
百回，每一回描写一件有关包拯
审案破案的故事。

这一百件公案，有些就成了
明清平话小说的资材，像后来演
化而成的白话章回小说《忠烈侠
义传——三侠五义》，就是撷取其
中比较精彩的片段，拼凑而成。

其后凡是叙述有关包拯的故事小
说，拍摄包公案的电影或电视剧，
几乎都脱离不开这本《包公案》的
范畴。

当初，安遇时编写这部小
说，也是怀着游戏文章的心情，
搜集一些奇闻怪谈，烘托出一
个包青天，却因用脑思索、理智
判断，无意间构成了后世才有
其名的我国推理小说的一部巨
作。这比世界闻名的英国侦探
小说作家柯南道尔 1887年写出
第一本《福尔摩斯侦探案——
血字的研究》早了两百九十三
年，所以说《包公案》不仅是全
球最早，也是内容最丰富的推
理小说。

而这部推理小说的主人公
活在宋朝，他和他身边的那些人
物，会让人对宋朝发达的市民社
会产生多么丰富的联想！9

宋朝那些事儿

世界最早的推理小说《包公案》——

主人公活在宋朝

《为什么是
足球》，德斯蒙
德·莫里斯著，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8 年 6
月出版

书界流传一句话：“汤恩比说，如果让他选择，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这其实是以讹传讹，英国这位历史学家实际说的是，他希望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

汤恩比的话被错贴到宋朝身上，与近年一种民间写作和阅读趣味分不开，便是对宋朝社会生活的着迷。

事实上，宋朝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文化生活也委实有其迷人之处。

比如，与眼下激战正酣的俄罗斯世界杯遥遥相对，在宋朝就站着一对喜欢足球（蹴鞠）的君臣——宋

徽宗和高俅。

夏至才过，炎炎暑期静心神游，不妨读几本关于宋朝的书，穿越时光到宋朝来一趟自由行。

穿越时光，
到宋朝自由行

《宋朝饭局》，李开周
著，东方出版社 2014 年
7月出版

《一起去看宋朝的
活色生香》，陈华胜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6 年
9月出版

《生活在宋朝》，吴钩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2015年 10月出版

《宋：现代的拂晓时
辰》，吴钩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9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