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冠兰

继今年 3 月的《黑豹》、5 月的《复仇

者联盟 3》之后，上周末，漫威作品《蚁人

2：黄蜂女现身》登陆我国院线，再次上

演“超级英雄”大戏。

与钢铁侠、雷神和美国队长这些漫

威“巨头”相比，原本为中年失意男人的

蚁人并不占优势，只能靠一身战甲勉强

跻身复仇者联盟之列。他离过婚，坐过

牢，没有正经工作。即便如此，他依然保

持着善良的心性和乐观的心态，阴差阳

错穿上蚁人战服后化身超级英雄，在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2015年，《蚁人》第一部

在中国内地上映时，一举拿下6.7亿元票

房。这样的票房成绩在漫威非续集电影

中也算是名列前茅。而今的《蚁人2》，票

房也是持续走高。

熟悉蚁人的观众都知道，片中主人

公斯科特·朗属于二代蚁人，一代蚁人

则是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汉克·
皮姆。《蚁人 2》副标题中的“黄蜂女”，既

包括二代黄蜂女霍普·范·戴因——斯

科特的恋人、汉克的女儿，也包括一代

黄蜂女珍妮特·范·戴因——汉克的妻

子、霍普的母亲。在《蚁人 2》中，霍普穿

上黄蜂女战袍和斯科特并肩战斗，深陷

量子世界的珍妮特也通过斯科特传来

消息并最终获救。

与其他漫威电影相比，《蚁人 2》的

反派较弱。但它剧情紧凑，节奏感强，

情节轻松幽默，片段生动活泼，和前作

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此外，《蚁人 2》通

过片尾彩蛋和《复仇者联盟 3》的剧情产

生了联系，一代蚁人、两代黄蜂女灰飞

烟灭，斯科特·朗被困在量子世界，为观

众留下了很大的悬念。这一设定，或许

也对《复仇者联盟 4》的剧情发展有着极

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较为另类的漫威电影，《蚁人》

系列做到了以小博大，以较小的成本收

获了不错的票房。纵观漫威推出的诸

多同题材电影，总是在相互联系、相互

承接的同时又推陈出新，以强带弱，带

动电影票房的持续走热。这样的成功

经验，值得深入探讨和借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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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文谈

好书推荐

本书从曾长期担任中央外宣办、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历年发表

的演讲、报告、文章、答记者问中，精选60余
个案例，分为“响亮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对
外宣传新思路”“传播艺术创新”“新闻发布
攻略”等 8个专题，集中反映了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在对外宣传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

《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
作者：贾树枚（解读）
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1984年，阿根廷国立电台策划了
一档连续时间长达三年的对话节目，

请来了拉美文坛泰斗博尔赫斯，对话者是拉
美文坛后起之秀费拉里。两人针对学术、生
活领域的各个话题进行对谈，并结集成册付
梓。这是博尔赫斯生前最后的声音，集其最
后的人生哲思之大成。 （本报综合）

《最后的对话 1》

作者：[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

斯·博尔赫斯，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出版单位：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中国传统建筑是民族智慧、思想
和艺术的结晶。本书是“走近中国传

统建筑”系列的第一本。作者以宏阔的视
野、细致的勾勒和通俗的语言展现了四合院
的空间结构、建筑细节、艺术呈现和文化内
涵，带领读者领略传统民居的建造智慧和中
国人安逸随和的生活哲学。

《四合院里的小时候》

作者：谢小振

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收录了《世界文学》杂志创刊以来
刊载的 19篇以“爱”为主题的经典名

作。作者多为享有世界级声誉的文学家，如
霍桑、纪伯伦、欧亨利、布尔加科夫等。所选
篇目皆为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佳作，多角度
阐释了“爱”作为人类永恒情感的复杂性与
多样性。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作者：[美]欧·亨利 等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周末侃影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钟芳

由麦家、苏童、阿来、马家辉等作家联袂奉献的《好好读
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通过对中外经典名著的解读，
在拓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让看似寻常的阅读行为变得富有
新意。

书中，麦家等四位作家没有局限于历史定论，也没有被庸
常的看法裹挟，而是用自己的人生和阅读经历，独到地解读被
他们翻阅了无数次的名著。其中既有《包法利夫人》《老人与海》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大众经典，也有《朗读者》《寂静的春
天》《我弥留之际》等稍显“小众”的精品。除了介绍作品内容、创
作背景等知识，作者深度解读的着力点落在读懂经典的方法和
探讨写作技巧等方面。

除了从文学层面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作者还能
够站在不同的角度，阐释一部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比
如品读《老人与海》，大多数读者或许能从海明威“电报式”的
语言运用中感受叙事的简洁之美，而麦家的感受是“这部小
说是飞鸟，因为它高于生活，虽然从俗世中来，却到灵魂中
去。”“一部好小说必须要从大地上飞起来，上天，鸟瞰，它看
得到我们，我们也看得到它。”

苏童对卡夫卡《城堡》的评析也同样鞭辟入里：“《城堡》
描写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而是一个荒诞的寓言。
卡夫卡就是用这种阐述方式，对人类生活做出某种哲学性的
预言……这是卡夫卡最大的意义。”苏童认为，“在书中能够与
很多人相处，与很多新的世界相依，自己会有更多的发现。”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曾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文学经典，它
们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耀眼景观。四位作家以经典名著为切入
点，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带着读者沉醉其间。读者既能加深对
这些文学瑰宝的理解，更能从作家们的
解读中学到更多更独特的读书方略，开
启一段美妙的阅读之旅。

《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
课》为广大青少年读经典、掌握好的读
书方法提供了某种参考，对于如何从经
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而走好人生路
也给出了很好的诠释，值得推荐。7

□冀鲁

想象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相比于
天马行空的童话，科幻作品中交织着已有的科学事实
和合理的科学推论，可以在激发儿童读者想象力的同
时，帮助其建构科学认知体系，培养他们对科学研究的
浓厚兴趣。

由文学评论家宋明炜选编的《给孩子的科幻故
事》，收录了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13位优秀作家不同
风格的作品。从天空到海洋，从古老的折纸手工到先
进的网络……13篇小说题材新颖，情节生动，展示的
似乎是我们生活的合理延续，却又是那么奇妙，令人
心动。

书中第一篇《中国太阳》的作者，是因创作《三
体》而被誉为“中国当代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故
事中，主人公水娃离开缺水的村庄，一步步从矿区到
城市再到太空，成为镜面农夫，专门清洁由物理学博
士陆海发明的中国太阳。最终，水娃决定进入漫长
的冬眠，飞向宇宙的深处。学历不高、吃苦耐劳的水
娃，有着探索的勇气和愿望。他在奋斗中不断超越
自己，向未知的领域前行。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当
下乡村青年外出打工的影子。作者巧妙地将科学幻
想元素植入极具真实感的故事中，很容易引起读者
共鸣，也让他们在享受瑰丽的科幻想象之余对现实
世界进行某种关联和思索。

因为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本书也适合成年人阅
读。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读这本书，除了可以激发想

象力、培养科学素养，还能
从中感受到积极向上的精
神力量。它可以是孩子们
了解科幻作品的大门，亦
能成为他们思考世界和人
生的开端。7

□赵鲁璐

《时光倒流的女孩》，是美国作家、电影编剧加·泽
文的成名作。与作者声名大噪的小说《岛上书店》一
样，它也属于“治愈系”小说。本书描写了因车祸意外
死亡的少女莉兹乘坐开往另一个世界的尼罗河号轮
船，到达时光倒流岛后度过的不可思议的岁月。

在时光倒流岛上，每个人都从死亡的那一刻开始
倒着生长——老年人越来越年轻，青年成为少年，而像
莉兹一样在尚未长大成人之际终止生命的少女则会变
成儿童——当所有人在岛上成为婴儿的时候，便会再
度出发，渡过神秘的海洋回到人间，呱呱坠地，一切又
将重新开始。

在岛上，莉兹经历了从颓废迷茫到重新认识自
我的心路历程，由一个叛逆少女成长为一名真正的
女人。在这里，她收获了从未谋面的外婆贝蒂的亲
情，还有同样死于意外的少女桑迪的友情。由于挂
念在人间的父母和弟弟，莉兹企图潜入海底通过一
口海井和他们说话，因此邂逅了欧文并与之展开了
恋情……

在这个匪夷所思的亡者世界里，莉兹遇见了形
形色色的人。莉兹生前崇拜的偶像——摇滚歌星柯
蒂斯与她同乘一艘轮船来到岛上，最终居然成了外
婆贝蒂的丈夫。而让莉兹一度耿耿于怀的、在人间
撞死她并逃逸的出租车司机阿玛多，也在本书临近
结尾时请求她的原谅并赎罪。莉兹平静地接受了对
方的忏悔并安慰他：“我断断续续地一直在观察你，
我知道他（阿玛多的儿子）是个好孩子，也知道你是
个好人。”莉兹最终选择了宽恕罪行，让自己以一种
全新的姿态开始新的人生。

作者加·泽文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强大的故事架
构能力，令本书趣味盎然。全书以一个少女的视角探
讨了人类生命的崎岖无常，以及面对种种意外如何坦
然放下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解读生死奥义是
一种探讨失去与拥有的人生哲学。珍惜时光，活在当
下，或许是本书为读者带来的最大感触。7

1982 年，由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制
作，张鑫炎执导，李连杰、于海、丁岚、计
春华、于承惠等主演的动作电影《少林
寺》横空出世。在香港，《少林寺》以
1616 万港币票房打破了功夫片历史最
高纪录。在内地，它更是以一、两角钱的
票价创下超过 1亿元的票房，成为难以
超越的传奇。

影片故事发生在隋唐年间，小虎为
报父仇拜武僧为师，习武少林，报仇之后
落发为沙弥。由于当时特效技术的不发
达以及主创人员的要求，《少林寺》一反
旧式武术片中表演性质的花架子，代之
以“真打真摔”的功夫展示，螳螂拳、地趟
拳、醉剑、醉棍等一招一式都让观众眼花
缭乱，大开眼界。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
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一首《牧羊
曲》，从此红遍大江南北。而片中的经典
台词，如“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
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杀心可
息，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息”等，也随着影
片热映而在华语世界流行。很多海外游
客到河南，少林寺也成了必看的景点。

可以说，《少林寺》是香港和内地第
一部成功的合拍片。2011年，由陈木胜
执导，刘德华、成龙、吴京等人主演的《新
少林寺》上映，影响力虽然不可与老版同
日而语，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合拍”模式
不断成熟和升级的缩影。它们，或许可
以作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史上令人回味
的注脚。7 （赵大明 整理）

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内
外，书香四溢。教科书要看，
课外书也要看。读书，不仅仅
是为了考试和升学，更是为了
让自己成为有温度、懂情趣、
会思考、爱生活的人。

在浩瀚的书海中，如何选
择并读好一本书？一起来听
听作家们的建议。想象力比
知识更重要——课余时间，不
妨也看看科幻小说，让自己的
思维遨游天际。

作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

《好好读书：名家给
年轻人的读书课》,作
者：麦家、苏童、阿来、马
家辉，出版单位：北京
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
版时间：2018年8月

写给孩子的科幻故事

《给孩子的科幻故
事》，选编：宋明炜，出
版单位：东方出版中
心，出版时间：2018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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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的女孩》，作者：[美]
加·泽文，出版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4月

《蚁人2：黄蜂女现身》：
另类漫威，以小博大

《少林寺》：难以超越的票房传奇

电影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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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
影《李学生》上映。2005 年 2 月 20 日，
在浙江温州打工的商丘人李学生面对
飞驰而来的火车，为了从铁轨上救下
两个孩子而不幸牺牲，年仅 37 岁。本
片再现了李学生艰辛的生活经历和舍
身救人的故事，反映了一个平凡之人
的英雄壮举，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
赞歌。

本周末，由汤姆·克鲁斯、丽贝卡·弗
格森等主演的美国动作电影《碟中谍
6：全面瓦解》上映。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