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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黄渤的导演处女
作《一出好戏》上映。本片由
黄渤、王宝强、舒淇、张艺兴、
于和伟、王迅、李勤勤、李又麟
等联袂主演，讲述公司员工在
团建出游中遭遇海难，被迫流
落荒岛后共同生活并直面一

系 列“ 人 性 ”问 题 的 寓 言 故
事。

此外，由中美联合出品，杰
森·斯坦森、李冰冰、雷恩·威
尔森、鲁比·罗丝、赵文瑄等领
衔主演的科幻惊悚影片《巨齿
鲨》也将同期上映。该片根据

美国作家史蒂夫·艾伦的同名
小说改编，讲述了史前巨兽巨
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
专家联手中国女科学家与其
展开殊死一搏的故事。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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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活

好书推荐

本书收录了刘慈欣、刘宇昆、韩
松、王晋康、潘海天等 13位当代著名

科幻作家的中短篇佳作，其中多篇曾荣获
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华语科幻“星云奖”。
这些作品以精妙神奇的构思、清新优美的
文字、精密细致的结构，启发孩子们感受和
发现无限美好的想象世界。

《给孩子的科幻故事》
作者：宋明炜（选编）
出版单位：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这是一本牧羊人的生活回忆，一
个有关传承、根源和归属的故事。本

书以隽永清新的文笔，引领读者体会到牧羊
人一年的生活，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田园生
活记录。其他故事大都在讲述一个人如何
为了离开而努力工作，而这个故事则是讲述
了一些人，他们努力工作，是为了留下来。

（本报综合）

《放牧人生：湖区故事》

作者：[英]詹姆斯·里班克斯

译者：尹楠

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地理是人生的启蒙，也是一个人
智识和情感教育的起点。书中四十篇

随笔，以山川人物为坐标，以语言为舟楫，记
录了作者时而独行于物华天宝的西去之路，
时而打量一只八千年前的古舟，时而与光明
俊伟的灵魂进行对话的历程。作者的行走
与书写，是天真与经验之歌，也是一次内心
虔敬的人生亲证。

《私家地理课》

作者：赵柏田

出版单位：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世人在提到“孤独”一词时，往往带
着同情和怜惜，如同雾里看花，谬解了

当事人的心境。本书是林清玄的精选散文
集。他从自己所遇见的一系列事与情中，谈
人生，谈孤独，谈自在，谈充满禅境的喜悦，吸
引人们进入一种自在从容的境界。他把高深
的人生道理，通过不俗的故事一一道来，令人
醍醐灌顶，人生境界得以提升。

《孤独是种大自在》

作者：林清玄

出版单位：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谢丽成

时至今日，由好莱坞打造的
《速度与激情》系列已经成为全球
最卖座的“飙车”题材电影，在我
国也大受欢迎。相比之下，法国
制造的《的士速递》系列虽然没有

前者那么火爆，但也
值得关注。本月初，
《的士速递 5》登陆中
国，观众得以再次感
受到法式喜剧的独特
魅力。

和之前四部不同
的是，《的士速递5》不
再以热爱赛车的出租
车司机丹尼尔和神经
质警察艾米利安为主
角，而是启用全新的
故事线。不过，它依

旧采用了出租车司机和警察这种
“双男主”模式，只是司机换成了
埃迪，警察换成了西尔万。虽然
物是人非，但笑料不减——在系
列里贯穿始终的那辆神奇的白色
出租车没有换，《的士速递5》也依
然保留着前作的精髓，将动作、悬

疑和法式笑料汇于一炉，欢喜搭
档，飞车追逐。对于喜欢飙车戏
和喜剧片的观众来说，《的士速递
5》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的士速递》系列的首部作
品制作于 1998 年，比《速度与激
情》还要早三年。它曾以 640 万
观影人次，在法国收获过亿票房，
成为法国电影的形象标杆。不过
到了《的士速递5》，许多场景与其
说是对前作的致敬，不如说是重
复。明里暗里的一些“梗儿”，则
好像是在拼命向观众证明自己
和前作渊源深厚，给人以底气不
足之感。在重走老路和另辟蹊
径之间，是导演也是主演的弗兰
克·加斯堂彼得选择了前者，因
此要想超越前作乃至与《速度与
激情》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可谓难
上加难。7

□夏挽群

《豫乡豫像》，是作者何白鸥用镜
头对河南传统村落的忠实记录。对于
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传统村落来
说，这种记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中华大地上的千万座村落，每一
座都是装载着厚重历史的典籍，凝聚
着炎黄子孙的文明历史、价值观念、
生命感悟、族群标识、人文精神、宗教
哲学……几乎每个人都有关于村落
的旧梦：构筑典雅的灰蓝色瓦屋，通
过复杂的柱、梁、檩、椽而实现的“庭
院深深”的诗化意境，门楼上“耕读
传家”的匾额，镶嵌在砖墙上精美得
宛如艺术品的神龛。一座牌坊证明
这里曾卧虎藏龙，院墙上枪弹留下
的伤痕提示着当年战争的硝烟。
还有水井和辘轳，通向小河的湿滑
的石板路，冬日河边灰白的芦苇和
树丛，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庄
稼 ……一切都是闲适的、恬淡的。
这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河南是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发地
和传播中心，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风
雨故园。因而，河南传统村落也是
中华村落文化最有示范意义的关键
部分。

河南传统村落的建筑样式和民
俗特征是丰富多彩的。比如豫西的
地坑院民居建筑群，是“地平线下的
村落”“人类民居史上的活化石”。卫
辉小店河的民居被称为“清代民居典
范”，郏县临沣寨被誉为“古村寨博物
馆”，还有博爱的寨卜昌、巩义的吴家
山庄和康百万庄园，以及南太行、伏
牛山、大别山的石头村和石板屋等
等，千姿百态，蔚为大观。

冯骥才曾说，中国最大的物质
文化遗产是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春节，最大的物质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但是，这
些几千年来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单

元，百姓生存状态、生存想象的基本
范式，在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
转型的历史时期渐趋湮灭，幸存下
来的那些，也正渐渐失去原有的风
貌和韵致。

作者创作出这套书的意义，或许
正在于用摄影这种现代技术定格场
景与现状，使瞬间成为永恒，成为可
视的历史。作者的行动，也表现出他
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和敬重，
对传统村落价值的深切体认。这不
仅是把拍摄和出版当作文化积累和
文化传播的方法，更是当作我们这一
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豫乡豫像》
也是一种呼喊。它呼唤更多有责任
感的人关注并且参与到传统村落的
保护工作中去，将村落遗产的历史文
化价值、精神情感价值、审美和经济
价值普及到全社会，给我们的后代留
下一笔永恒的文化财富。（本文选自
《豫乡豫像》序，有删改）7

《豫乡豫像》用 3600 多幅摄影图

片和简洁精炼的注解文字，为我省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124个村庄

留下了珍贵而翔实的记录。作者用

了 5 年时间，走遍 15 个省辖市、47 个

县（区）的 96个乡镇，用镜头记录了这

些村落的往昔今生、风土人情、存活

状况等。翻阅本书，可以深深感受到

中原大地上散发出的浓浓乡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显然，乡愁应该且能够成为

支撑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一步步变成

美好现实的不可或缺的强大精神力

量。如何科学有效地对传统村落进行

保护？如何既维护村民对美好生活需

求的权益又留住乡愁？这些都是摆在

乡村振兴工程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共同努力。7

□夏丽柠

《随心随意去生活》一书，是
“蔡澜式”的生活指南。书中，蔡
澜时而语重心长，时而言语“恶
毒”，让读者既想对号入座，又忌
惮面对镜中的自己。读起来，心
有忐忑，余味无穷。

在书里，蔡澜总结了四点
“生活经”。其一，“活着，就要
尽兴一点”。所谓尽兴，是在不
经意的生活瞬间发现乐趣。他
说：“百多来块钱的牡丹，换来
近 一 个 星 期 的 欢 乐 ，谁 说 贵
了？”还说：“闲时散步看花，管
他胖与瘦。”这些都是生活里

“尽兴”的智慧。
其二，“吃喝玩乐，是一门

艺术”。他说：“大吃大喝，也是
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况且，心
情 好 时 要 吃 ，心 情 糟 时 更 要

吃。他甚至劝人投资餐饮。他
还说：“我喜欢看别人吃东西，
多过自己吃东西。”如此说来，
他也算是个“大爱无疆”之人。

其三，“不如开心过一生”。除
了赏花和享用美食，蔡澜的推荐
是：读书，“书若读得多，便不会盲
目迷信。”在文章里，他还顺便“怼”
了不读书的赌徒。在他看来，他
们的输，根本就是不读书导致的
迷信。最后，“懂得与放下，才是人
生”，堪称蔡澜的肺腑之言。“穷开
心，总比有钱了不开心的好。”这
绝不是标题党，而是人生金句。

一本书，解决不了所有人
的人生问题。不妨将此书当作
一把钥匙，遇到生活里打不开
的锁，就拿出钥匙试一试。说
不定就应了蔡澜的话：“每一天
都问自己活得好吗？散散步，
看看花，是免费的。”7

□李艳霞

以前读过张晓风的多本散
文集，对《愁乡石》和《我在》等篇
耳熟能详。《不知有花》，是张晓
风执笔五十年的精选集，同时也
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

书中写到张晓风和友人到
山中看桐花，满山的桐花令他
们沉醉震撼。然而，常在山中
的一个农妇却说：“花？哪里有
花？”由此，作者想起二十年前
在狮头山庵前看落日，壮观华
美，身旁的老尼却淡淡地说：

“天天都是这样。”二十年前的
女尼和今日山村女子的回答竟
如此相似，让作者的心里不禁
涌出点点嫉妒来。

山村女子天天与花为伴而
“不知有花”，老尼天天看壮美
落日又不知其美——无意间，
她们拥有了太多现代人缺少的

东西，从精神上来说，这是何等
的富足。一句“不知有花”，充
满了底气和禅意。妇人与花，
就像山与云，相亲相融而不相
知。

余光中曾评价张晓风的作
品没有闺秀之气，反倒透出勃然
英伟之风。的确，读她的散文，
很少见到那些细之又细、啰里
啰唆的语言，而是简洁明快，蕴
意无限，令人反复品味而后拍案
叫绝。蒋勋也曾说过，读张晓风
的散文，就像“春茶一一在沸腾
的水中复活了”，饮之，口舌之
上都留着一段余甘，写满了人
生世事的美好与温暖。

在盛夏的傍晚读完《不知有
花》，不禁会想：假如我遇到了那
个山村女子，或者她见我拿了一
把花带到城里，她会说什么呢？
假如她问：“采这作甚？”我又会
如何作答？7

□黑王辉

日本知名导演是枝裕和，曾凭借
《奇迹》《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
更深》等作品蜚声国际。今年 5月，
他执导的《小偷家族》更是摘得戛纳
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上周末，该片登
陆我国院线。

《小偷家族》中的主角，是惯于小
偷小摸的一家人，但称为“家族”而不
是“家庭”，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真
正的血缘关系。奶奶初枝是和丈夫
离婚的年迈女人，靠着退休金过日
子，不得已时还会求助于前夫的儿

子；父亲治和母亲信代是一对亡命鸳
鸯，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小姨亚纪离
家出走，早已被家人遗忘；哥哥祥太
是被家人遗弃的孤儿；妹妹由里时常
被家暴，治和祥太在一次偷盗之后收
留了她。阴差阳错走在一起的他们
相依为命，有时互相利用，有时又互
相温暖。

《小偷家族》的镜头语言和演员表
演是克制的，也是有力的。它并没有
过多渲染偷盗过程的惊险刺激，而是
通过平凡如水的剧情和看似不经意的
细节，不动声色地将人物关系交代得
明明白白，将每个人心中隐藏的秘密
和愿望讲述得扣人心弦。主人公们乐
观开朗，抱团取暖，身上不时闪耀着人
性的光辉。面对这样的一家人，观众
的同情之心或许远远多于谴责之意。

影片中出现了大量温馨的家庭
场景，但是，是枝裕和看到的，恐怕更
多的是绝望。对于“小偷家族”来说，
如果一直悄悄生长，会是六人的幸福
乐园。不幸的是，高楼大厦之下的低
矮破屋只是理想化的乌托邦。面对
警察的询问，面对要揭开的真相，一
家人只有走向离散，就像亚当和夏娃
不可挽回地离开伊甸园。

最终，家族六人有的逝去，有的
被关进监牢，有人回到旧家，有人住
进新家。之前的“假家”和现在的“真
家”，哪个更令人依恋？这是是枝裕
和的审问，却也是无解的命题。7

对古老家园的
深情守望

散步，看花

身在花中不见花

周末侃影

《小偷家族》：
世情凉薄，人性温暖

《的士速递5》：
法式喜剧，重走老路

《随心随意去生活》，作者:
蔡澜，出版单位: 湖南文艺出
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7月

《不知有花》，作者：张晓风，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
司，出版时间：2018年6月

《豫乡豫像》，作者：何白
鸥，出版单位：大象出版社，出
版时间：201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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