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看见爱》，作者：刘
墉，出版单位：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5月

□路西法

本月 10日，中美联合出品的科幻冒

险电影《巨齿鲨》，在中国内地和美国同

步上映。故事讲述了深海潜水专家乔

纳斯·泰勒联手中国女科学家张苏茵，

营救因遭遇未知生物攻击而被困在马

里亚纳海沟深处的科研人员，却意外造

成史前生物巨齿鲨逃离深海。当巨兽

重返浅海，人类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曾凭《非常人贩》《敢死队》等片跻身

国际一线动作明星行列的杰森·斯坦森担

任男一号，女一号则是在《功夫之王》《生化

危机》等片中屡屡以“打女”身份出现的李

冰冰。总体而言，本片在剧情推进、惊悚

气氛营造等方面做得不错。特效部分由

国际顶尖团队ScanlineVFX负责，打造出

的鲨鱼形象和水下场景也比较逼真。一

些观众表示“比预想的好很多，在这几年的

同类影片中也算制作相对精良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故事设定也

存在着不少硬伤，比如就有网友吐槽：“这

么大的生物不去吃鲸鱼，非得去吃人类，

就像我要费劲去吃一颗会跑的花生豆，

吃力不讨好，何苦呢？”此外，或许是不熟

悉东方文化和中国人物的日常情感，好

莱坞编剧撰写的一些对白令人尴尬，甚

至连生离死别的场景也几乎让人笑场。

作为合拍片，《巨齿鲨》选择中国演

员担纲，结尾的“大戏”选在海南三亚取

景，或许会让不少国内的观众感到“亲

近”。另外，细心的影迷会发现，近年

来，世界各国制作的大片中，从演员和

取景地的选择、知名企业的广告植入到

最新科技成果的展示，总会有部分内容

向中国观众“示好”——这是对中国国

际影响力日渐增强的认可，也是对庞大

的中国电影市场的“觊觎”。这些做法

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合拍”还是“示

好”，都应充分考虑到彼此之间客观存

在的文化差异，适应市场的同时也要兼

顾不同的观影习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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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文谈

电影时讯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刘小兵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让人颇费思量的书名，源于作者余
华 2010 年 5月在耶路撒冷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听到的
一件真事：二战期间，一名波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素不相
识的犹太人藏在家中地窖里，救了那人一命。有人问他为何要冒
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
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了余华，在他看来，这个
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
么？就是人。”

也因此，本书既是作者个人的文学“大事记”，也是一个思想
者用“文学”之镜观照“人”和世界所发出的生命箴言。在这本杂
文集中，余华谈自我成长，讲述自己与文学的渊源和游历世界的
见闻，抒写与笔下人物的思想交集。他以深刻的洞见探究着人性
的宽广与丰富，揭示着文字背后博大的感召力。

从默默无闻在小镇当牙医，到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发出不甘
于命运摆布的诘问；从《星星》在《北京文学》发表，到感动于编辑
与作家之间真诚无私的交往；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奠定“先锋派”
作家地位，到对笔下人物灵魂世界的深度剖析；从走出国门感受
异域风情，到面对中外读者妙释写作中的疑难杂症……一路走
来，余华努力找寻着文学和人性的契合点。从笔耕不辍写出自己
的快乐和忧伤，到潜下心来认真推敲文章的意境和深刻指向，余
华在孜孜不倦地书写青春和迷茫之时，也在逐步把视角转向对现
实的用力描摹。随着岁月的推移，对生命的理解日益丰盈，以及
对“人”这一宏大命题的深刻把握，他相继推出了《活着》《许三观
卖血记》等深深触及读者心灵的现实主义力作。

在书中，余华直言不讳地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对生命有常和无常
的理解，试图从文学层面探讨其广泛的社会意义。此外，他还结合
对鲁迅、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多方位地展示了生命的丰富内涵。
余华在《活着》中有一段对月光的描写，就渗透了他对平凡生命的独
到感悟。“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
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精妙的刻
画取代了几页纸的长吁短叹，将主角福贵对
儿子有庆的思念渲染得极其感人。类似
这样的描写在余华的作品中也比比皆
是。如果缺少对“人是什么”的深
刻理解，恐怕是写不出这样意
味隽永的语句的。

其实，这个多元的社会
何尝不是一本意蕴深邃
的书？每个人都在这本
大书里写着自己的历
史。重拾生命中的美
好，就能为“人是什
么”这一哲学命题添
上一份美丽——这，
或许正是《我只知道
人是什么》所要表达
的深厚寓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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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人是什
么》，作者：余华，出版单
位：译林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8年7月

1980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
黄祖模执导，张瑜、郭凯敏等主演的影
片《庐山恋》上映后，受到多方好评。
影片通过讲述两个年轻人在庐山偶遇
并相恋的故事，反映了海内外青年的
爱国情怀，寄寓了海峡两岸人民渴望
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

作为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抒
情风光片，《庐山恋》将秀丽的风光和
动人的爱情故事有机融合在一起，形
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让不少观众

津津乐道的是，《庐山恋》中出现了当
时比较少见的“吻戏”。这也反映出
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人
们的精神风貌、审美取向乃至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化。国
产电影也在适应时代发展，在题材、
类型、表现手法等方面有了比较明显
的开拓创新。

作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爱情电
影，《庐山恋》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美
好回忆。在庐山，有一座“庐山恋”电
影院，几十年来每天只放映《庐山恋》，
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
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
影”。庐山与《庐山恋》的互相结合、彼
此寄托，在中国乃至世界名山旅游景
区中，也显得独树一帜。

岁月翩跹，时光流转。2010年，华
夏影业公司制作发行、张瑜执导的《庐
山恋 2010》上映。这部续作加入了许
多错综复杂的现代爱情元素，但话题性
和创新程度已经大大不如当年，无法续
写前作的传奇。带有深深时代烙印的
《庐山恋》，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令人难
忘的经典记忆。7 （赵大明 整理）

□董立君

爱是人间永恒的温暖。可是，如何去感受爱、表达爱，却是
一门学问。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爱，却又茫然不知所措。基于对
青少年成长的关怀，“心灵沟通专家”刘墉的《学会看见爱》，用真
实的故事、独特的角度、深刻的见解，将自己与爱有关的智慧倾
囊相赠。它让读者看见爱的表达形式，学会在爱中思索和感悟。

在本书中，刘墉主要谈了青少年该怎样对待亲情和友情。
比如，要学会珍惜亲情，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人毕竟是
要老的，即使在千万人心中不朽的英雄，也会像射出的箭，无论
多么强劲，在飞跃呼啸之后，总有坠地的一刻。”毕竟，每一天的
平凡日子都是再也回不去的过往，爱的河流也无法回头。

在亲情中，要学会陪伴。“他老了，你大了；他慢了，你快了。
他没离开你，你却愈来愈离开他；他想拉住你，你却给他白眼”，
这段话就像是一记重锤打在读者的心上并让读者反思：父母得
到真正的尊重了吗？自己给过父母多少真正的陪伴与倾听？

在友情中，要学会“包容”。刘墉告诉读者，要学会换位思
考。“当你和同学笑作一团的时候，要注意那躲在角落里没有笑
的人；当你为成功高兴的时候，要安慰那些失败者……”要感同
身受，要用关怀和疼惜去改变和温暖他人。这样的观点，无疑提
升了爱的层级，有一丝“大爱”的味道在里面。

在友情中，还要学会帮助和接纳别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
自己，接纳别人何尝不是接纳自己？“朋友，是要主动伸出手的！
如同‘友’那个字，在他忙得无法应付的时候，从后面走上去，伸
出手，帮一把。”刘墉提醒，帮助时手心不要朝下做出施舍的样
子，而是要朝上，去欢迎、去接纳，让被助者有尊严。

这本不厚的书，却有着深厚的内涵。将成长中的那些过往
代入其中，心境迷茫的读者也许会解开心结。

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亲情、友情关系中难免会出现大大小小
的“痛点”。希望这本书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改变和启示，让生活
更美好，让每个人的心田盛开爱的花朵。7

□马卫

8月 11日，作家 V·S·奈保尔走
完了他的人生历程。这位2001年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留下的优秀作品，
将永远被铭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
创作于1959年的小说《米格尔街》一
直颇受读者喜爱。在当年，它也标志
着一位优秀作家的诞生。

奈保尔是出生于中美洲、定居于
英国的印度裔作家，被称为“无根的
写作者”，但如同很多作家一样，故乡
也是他绕不过去的创作主题。奈保
尔的“印度三部曲”观照了他“被叙述
的故乡”，而《米格尔街》讲述的17个
幽默又辛酸的故事，发生地则是他“现
实的故乡”——经历了殖民地化的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米格尔街”亦成为
殖民社会的象征和缩影。

在米格尔街，裁缝博加特的每次
出走都是在寻找实现梦想的地方，但
除了重婚罪之外一无所获；看起来朴
实的木匠波普，其实是个专偷家具的
小偷，最终进了牢房，人生也看不到希
望；想震惊世界的诗人沃兹沃斯，想要
四分钱让人听他的诗，这在米格尔街
一群贫穷的文盲眼中绝对是疯子的行
为，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没印象……

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鲜明，除了最
后一篇《告别米格尔大街》之外，每篇
写到的人物无不活灵活现：疯子曼曼，
固执的舅舅，一辈子只想写诗的沃兹
沃斯，被女人欺骗的爱德华，清洁车夫
埃多斯……他们很乐观，“生活如此绝
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他
们的梦想却如同肥皂泡，最终破灭得
无影无踪。殖民地的底层社会生活，
成了小说主人公无法逃脱的命运枷
锁。小说的文笔是幽默的，但读后未
免让人笑中带泪，掩卷长叹。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的成名作，
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短篇典范。
它是敏锐而真实的，真实得让人毛骨
悚然。它又是清晰而生动的，就如同
听一个人娓娓讲述他的童年。7

□章金辉

所谓“演而优则导”。上周末，知名

演员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上

映。影片讲述了一群遭遇海啸的公司员

工在荒岛上共同生活 100 多天的故事。

相信不少观众是抱着观看喜剧的心态

走进影院的，但随着剧情的逐渐展开，

却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司机小王到公司张总，从哥哥马

进到弟弟马小兴，在“丛林法则”和“羊

群效应”的影响下，“蛮力派”“智力派”

“游离派”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或

利用规则明抢暗夺，或利用资源囤积居

奇，或利用信息投机取巧，或利用舆论

瞒天过海——众人的“表演”如巨浪拍

打礁石，剥露出事情本身嶙峋的模样。

在苦苦努力后，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

败，也有的无限接近成功。影片巧妙地

将荒诞放置于现实的背景板下，而在旁

观者看来，这出“好戏”恍如一部简化了

的人类发展史，又像是在展示我们或熟

悉、或陌生的社会众生相。

走不出人性的束缚，就难以走出

这座孤岛。影片中多次出现善恶杂念

的交错往复，又在不知不觉中回归本

真。荒诞的背后，蕴藏着古老而深沉

的东西——在人性迷失的时刻，亲人

的呼唤依然可以压倒一切；在流言横

飞的节点，受伤的爱人仍然可以流泪

哭喊：“让我再相信你这个骗子最后一

次！”这些略显“矫情”的桥段或许会淡

化悲怆和真实，但作为面向大众的艺

术作品，对良知的尊重和捍卫，大概也

是它的底线吧。

平心而论，有国内外类似题材的“珠

玉”在前，作为导演新手的黄渤驾驭这样

的故事，在节奏把握、特效运用等方面还

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总体而言，能将

现实主义和魔幻色彩熔于一炉，让观众

在欢笑之余有思考、在荒诞的背后做出

多元化解读，已经足够体现出主创者的

诚意。也因此，影片收获良好的口碑和

不俗的票房就不足为怪了。7

米格尔街的17个故事

□钟芳

有人会因为一家书店
而爱上一座城。旅行时，
也会有人将当地有特色
的书店列入必访之地。
一个城市的书店，就像是
一个有品位的人，在低调
中透出自己的个性。它往
往会为一座城市带来浓郁
的人文情怀，为人们的心
灵提供可以永远停泊的港

湾。《书店漫游》一书，由西班
牙作家豪尔赫·卡里翁在全球

五大洲实地寻访并深入研究无
数书店之后所写就的。书名虽平

淡无奇，内容却引人入胜。它已被
译为10种语言，一经出版，便得到世
界各国读者和媒体的关注。

纽约的斯特兰书店、巴黎的莎士
比亚书店和桅楼书店、里斯本的贝特
朗书店、悉尼的格里书店、伦敦的斯
坦福书店、都灵的卢森堡国际书店、
巴塞罗那的中央书店与拉耶书店、东
京的丸善书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
维拉书店、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
开普敦的朗知书屋、伊斯坦布尔的鲁
滨逊·克鲁索 389书店……作者去过
的这些书店既存在于现代大都市，也
在战火纷飞之地如野草般倔强生
长。其中的一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
失，但当我们在书中看到它们时，它
们的生命就得以延续。

“在整个童年中，我一直都有两个
志向：当一名作家或是私家侦探。后一
个志向体现在了我对书店及其历史孜
孜不倦的探索上。”豪尔赫·卡里翁如是
说。1998年开始，他几乎把所有的旅
途时光都贡献给了世界各地的书店。
他买书，收集书店资料，和店员沟通并
成为朋友。在书中，他为我们解答了诸
如“哪家书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
最美丽的书店、最有文人气息的书店、
面积最大的书店”之类的问题，也对各
种稀奇古怪的书店布局进行了细致描
写。正如私家侦探一样，他还发掘了诸
多与书店命运息息相关的作家逸事：歌
德、狄德罗、本雅明、博尔赫斯、费林盖
蒂、马尔克斯、科塔萨尔、查特文、波拉
尼奥、鲁西迪……其中既有文学评议，
又有个性化的文学史。

成为一道风景，书店的作用就不仅
仅是卖书，而更多的是读者的精神栖息
地，以及传播文化气息、引领文化潮
流、构建文化生态的重要场所。愿有
更多人发现并走进好的书店，在淡淡
的油墨香味中感受书本的魅力。7

书店漫游

改革开放之初，山城重庆特殊的
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
山城“棒棒军”。一根木棒，一捆麻
绳，承载着他们的酸甜苦辣和冷暖人
生。本周末上映的纪录片《最后的棒
棒》，力图抓住“棒棒军时代”的尾声，
展现劳动人民真实、感人的生存状

态。参加过试映的媒体和影迷纷纷
给出好评，值得推荐。

此外，国产影片《欧洲攻略》《快
把 我 哥 带 走》《美 食 大 冒 险 之 英 雄
烩》，美国喜剧动画片《精灵旅社 3：疯
狂假期》等也将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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