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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上映

本周上映的电影，最值得
关注的是文牧野执导，徐峥、
王传君、周一围主演的喜剧片
《我不是药神》，该片讲述了潦
倒的保健品店老板程勇和几
个同伴以各种灰色手段一跃
成为印度假药代理商，随后被
警方追踪查办的故事。影片
充满民生关怀。9

其他上映：

《您一定不要错过》
类型：纪录

制片地区：中国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3：俄罗斯奇遇记》
类型：动画

制片地区：中国

《细思极恐》
类型：恐怖、惊悚

制片地区：中国

《只能活一个》
类型：剧情、悬疑

制片地区：中国

《左滩》
类型：文艺、剧情

制片地区：中国

6月 26日，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主办，海燕出版社、河南省少儿图书馆承办的“2018金
羽毛绘本高峰论坛——国际视野下图画书的中国格调”在郑
州举行。

绘本一词来自日语，指一类以绘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
的书籍。近年来，国内少儿阅读方面，绘本增量迅速，品种、规
模急剧扩张。作为我省唯一主打少儿图书出版的专业出版机
构，隶属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海燕出版社紧跟时代形势，不
仅打造了出版近百种、部分单册品种销售突破 10万册、被列
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著名品牌“金羽毛绘本
书系”，而且承办大型高峰论坛，就绘本如何由数量增长转向
质量提升、如何更好地体现中国格调等问题集思广益，引领业
界思潮。

本次“金羽毛绘本高峰论坛”是海燕出版社承办的第二届
绘本论坛，邀请到了四位国内和国际一流的绘本创作、研究大
师，他们围绕论坛主题“国际视野下图画书的中国格调”，分别
进行了精彩演讲，其中俄罗斯著名插画家欧尼可夫题为《我生
命中的中国》的演讲及其精彩的作品展示，尤其以卓越的艺术
魅力、巨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深深打动了现场听众。9

“2018金羽毛绘本高峰论坛”
在郑州举行

□本报记者 赵立功

一部由我省青年作家张小莉创作的近60万字的长篇历史
小说《曹操传》，近期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文学史上
富有影响的文学家。然而自宋代以来，曹操的形象在中国社会
一直是负面的，一部《三国演义》和众多三国题材的戏曲在“普
及”曹操“奸雄”形象上发挥了远超正史的作用。

作为当代人书写的一部全面描写曹操一生的长篇历史小
说，《曹操传》拨开历史迷雾，从多个侧面对曹操进行了深入细腻
的刻画，文学地还原了其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历
史真实，使一个血肉丰满、胸怀苍生、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历史
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张小莉是工作在许昌的青年作家，本
着为历史负责、为英雄正名的写作初心，搜集了无数三国文化史
料，经过认真研究筛选和精湛艺术加工，创作而成《曹操传》这样
一部融人物评传和历史小说于一体的长篇力作。著名作家二月
河特为此书作序，认为《曹操传》大气磅礴，气势如虹，全书人文
精神充沛，生活气息浓厚。

7月 1日上午，省文联、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为
《曹操传》举行了研讨会。研讨会上，来自省会的作家、评论
家、出版人对《曹操传》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及作品对汉魏历
史文化的把握，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
为此书运用史料翔实，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当代价值做
了很好的挖掘，对于传承优秀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树立当代
文化自信，具有积极建构意义。大家一致认为，放在中华民族
整体历史上看，凡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融合做出贡献的历史人
物，都堪称英雄，值得文学的书写和言说，《曹操传》就是这样
一部艺术地呈现历史英雄原貌、发掘其历史和当下价值、篇幅
宏大的文学作品。2

用小说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

新作评述

足球，人类文明
进步的折射
——读阎峻峰《足球传奇》

●6月 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媒体年会上，由河南
省电影电视家协会组织专家评审推荐报送的作品，有 10部
（人）获奖，其中《我是河南人 河南再出发》获公益专题片类优
秀作品奖，《兰考之变》等获公益专题片类好作品奖。专家评
说，“公益”节目的出现为日趋同质化的电视荧屏带来了一缕
清新空气。9

□禾刀

俄罗斯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但有多
少人知道在足球历史上曾有过这样“荒诞”
的一幕呢：1914年圣诞之夜，深陷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英德军队官兵对长期的胶着状
态早已身心俱疲。这天夜里，西线原本兵
戎相见的英德官兵“心照不宣”地走出潮湿
肮脏的战壕，在一块无人地带开展了一场
简易的足球赛——这一刻，阵地上白天还
隆隆作响的枪炮声被战士们的欢呼雀跃声
所取代。

作为金融界资深球迷也是畅销书作者
的阎峻峰，在他的这本《足球传奇》中以漫谈
方式展开了对足球古往今来的有趣追溯。

在欧洲，足球的传播曾长期伴随着暴
力。“古代欧洲的足球游戏因罗马军团的远
征而被带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高卢、不列
颠、安达卢西亚和北非……”而现代足球的
传播同样“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坚船
利炮。正是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力量迈开
征服海洋的步伐，英国人喜爱的足球才被
一路带到那些被侵略之地，英国足球模式
才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传播开来。

现代足球自然是阎峻峰一书再书的对
象，所以他写到了首部足球规则——1848
年诞生的《剑桥规则》，确定了双方上场人
数；写到了1855年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
部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成立；写到了1904
年国际足联成立之时，身为足球强国的英
国因自身过于傲慢，最终只能在一年后加
入；写到了巴西是唯一一个参加了全部20
届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国家；写到了贝
利、马拉多纳等诸多球星；写到了为后来运
动员争相模仿的倒钩射门；写到了荷兰功
勋教练米歇尔斯开创的全攻全守打法……

足球既然是竞技运动，自然离不开战
术设计，然而，并非所有战术均能赢得公众
尊敬，比如臭名昭著的“希洪丑闻”。

在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上，“哥俩
好”的德国与奥地利两队在比赛地希洪同
场对垒，在德国队顺利进入一球可保出线
的前提下，两队在后来近 80分钟时间里，

“没有对抗，没有拼抢，也没有射门”，双方
队员除了散步还是散步。最终，德国队顺
理成章地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其教练赛后
甚至狡辩这只不过是规则之下的战术安
排，并不以此为耻。但“希洪丑闻”迅速发
酵，激起了更多人对于足球运动的深刻反
思，最后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拼搏的体育
精神被推上更高位置，二是关系到晋级的
特殊比赛采取同时开球。

回溯足球运动的一路发展，特别是足
球运动今天的兴旺态势，不难看出：足球运
动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
折射——野蛮特征被不断改造，最终铸就
了今天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9

□张晓峰

每届世界杯举办之前，球王马拉
多纳都会重新被人提起。提起马拉多
纳，“一个人的世界杯”总是绕不开的
话题。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揭幕之
前，马拉多纳推出了他的自传《马拉多
纳自传：我的世界杯》。

在整个世界杯历史上，只有一届
世界杯，即 1986 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其纪录片被命名为《英雄》。无论贝
利，还是后来的齐达内，抑或再后来的
罗纳尔多，包括普拉蒂尼、济科、苏格
拉底、鲁梅尼格、莱因克尔、乌戈·桑切
斯、布特拉格诺、卡雷卡……他们都没
能享受到这样的荣誉。可以说，那届
世界杯是马拉多纳一个人的，这位阿
根廷足坛的旷世奇才在墨西哥展现了
自身无与伦比的才华，作为国家队队
长，他带领赛前不被看好的阿根廷队，
一路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打败意大利、

英格兰、西德队，捧得大力神杯。从那
以后，在阿根廷那个把足球看得比生
命还重要的南美国度，马拉多纳就是
神的象征。

马拉多纳究竟强大到了怎样一个
境界？他直接引发了足球运动的一次
战术革命。在那届世界杯上，阿根廷
主帅比拉尔多设计了一种被称为“球
星战术”的新思路，让马拉多纳主导比
赛。八年后，马拉多纳退隐，球星战术
也从此绝迹江湖，整体足球成为世界
足球的主流。

而自那之后，阿根廷也在 30多年
里没再获得过世界杯冠军。是因为

“上帝之手”带来的诅咒？是因为阿根
廷足球的败落？还是因为阿根廷此后
只有一个梅西？

《马拉多纳自传：我的世界杯》不
可能告诉我们所有答案，但马拉多纳
回忆了墨西哥世界杯的夺冠之路、复
盘了关键比赛和精彩进球，坦白了“上
帝之手”的背后真相，再现了自己闪耀
的青春，道出了他对足球的热爱，这些
对于经历和未经历过他那个时代的球
迷来说，已经足够。9

□黑王辉

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作为东道主，

俄罗斯队首次在自家门口作战，以 2胜 1

负的成绩成为小组第二名挺进十六强，

继而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点球淘汰夺冠

热门西班牙队。这也是俄罗斯（包括苏

联时期）继 1986 年世界杯之后，三十二

年内首次挺进八强。当下，一部以足球

为题材的俄罗斯电影《最后一球》登陆我

国，也参与这场足球狂欢。

《最后一球》讲述了俄罗斯国家队

队长尤里因罚点球不利使球队蒙羞，

在千夫所指下黯然告别绿茵场。他开

始 自 暴 自 弃 ，完 全 走 不 出 生 活 的 阴

霾。就在这时，一个由一群菜鸟组成

的名叫“流星队”的足球队主席找到

他，要聘请他担任该球队教练。尤里

前思后想，还是不能放弃心中的梦想，

决定带领流星队奋力一搏。最终，流

星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并凭借

最后一球，战胜强队，取得了代表俄罗

斯参加欧冠联赛的资格。

虽 然 没 有 爆 款 出 现 ，但《最 后 一

球》呼应实际生活中的世界杯赛场，也

让我国观众得以欣赏俄罗斯民族的昂

扬斗志和永不言败的战斗决心。

体育题材电影在我国佳作不多，

但俄罗斯体育题材电影近几年却佳片

频出，如今年 3 月上映，讲述花样滑冰

女选手娜佳从人生低谷走出，重回巅

峰的《花滑女王》。而今的《最后一球》

也很不错，通过足球运动员尤里在一

个地方跌倒，从另一个地方站起的故

事，告诉我们那个朴素的道理——“上

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

打开一扇窗”，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

不要轻言放弃，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当然，《最后一球》并非单纯的励

志，其中有亲情的温暖，有友情的呵

护，有队员彼此之间的相互扶持，有坚

持梦想不受羁绊的洒脱，有个人的成

长，有队员的磨合，有团队的信任。尤

其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决赛，使观众仿

佛来到世界杯赛场，一起为球员鼓舞、

呐喊，这正是体育精神之所在。

《最后一球》将足球的精神、魅力

挥洒得淋漓尽致，就像今年的世界杯，

俄罗斯队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最终

战胜西班牙队。这便是足球，虽然球

技有高低，球队有好坏，但只要敢抢敢

争，敢打敢拼，一切皆有可能。9

听老马说“一个人的世界杯”
——读《马拉多纳自传：我的世界杯》

为梦想而战，应时应景
——评俄罗斯电影《最后一球》

俄罗斯世界杯赛程过

半，小组赛、淘汰赛一波三

折，意外不断，牵动了多少

人的神经，引发了多少人的

悲欢。

足球，因其世界性而成

为近期大众文化的热点，荧

屏内、看台上，万紫千红着

不同国度的文化，山呼海啸

着人类共同的情感，跨洲越

洋，虽千万里而一望收，小

小寰球，大大足球！

当此之时，读几本关于

足球的书，了解一些关于足

球的知识，不可谓无益。

与此同步，院线正上映

一部俄罗斯足球电影，一篇

影评，为周末添兴。

《足球传
奇》，阎峻峰
著，社会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
2017 年 3 月
出版

《马拉多纳自传：我的世界杯》，
[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著，吴寒译，
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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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传》，张小
莉著，河南文艺出版
社2018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