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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断言，在我国所
有都城遗址中，历代在洛阳定都的时间加起
来最长。这个具有一定道理的推断，表明洛
阳古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哈佛大学
设计学博士唐克扬，结合文献、考古和田野
调查，运用合理联想，出版了历史艺术随笔
集《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本书以文字为
砖，以图片为瓦，尽力去还原一个清晰、真实
而又充满真情的古城。

洛阳在中华历史的进程中占据一席之
地，以洛阳城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为华夏民
族较早的政治活动中心，至东汉光武帝建都
洛阳后，洛阳日趋鼎盛，到了北魏孝文帝推
行汉化，迁都洛阳后，洛阳迎来了城市的辉
煌期，唐克扬在书中的讲述，正是以北魏时
期的洛阳城为主。

定都洛阳后的北魏政权，有过一时间的
枝繁叶茂，而后就像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城
市终究和生命一样，总逃不脱“花开花落”的
轮回，但那顷刻间的芳华，却能留香于后
世。在魏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洛阳
的热闹市井、香火旺盛的佛寺呈现于眼前，
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洛阳，因这本著作而显得
神采奕奕，唐克扬在《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中把洛城这种“神采”做了细微的展现，坍塌
的废墟、破损的佛像、发掘后的陵墓、残存的
建筑构件……都在他张扬锐气的文字里恢
复了最初的模样，风雨变迁的洛阳城，以及
居住在城里的帝王将相、士民百姓的喜怒哀
乐，在“最后的时光里”投下悠长的光影。

不可否认的是，唐克扬的这种记录是自
我的，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情绪，但仍可以
算是当代城史书写的一种有益尝试。9

该书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全书分
宏观篇和微观篇两个部分。宏
观 篇 主 要 着 眼 于 经 济 理 论 探
讨，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
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予以
研究分析，主要涵盖重大理论
问题研究、经济形势分析、收入
分配、金融问题思考四个方面；
微观篇从企业主体出发，对我
国企业在改革发展创新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思考。本书全面探
讨了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创新
问题，对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经
济学素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日本作家住野夜的畅
销小说《我想吃掉你的胰脏》改
编的日本电影《念念手纪》本周
末上映，影片借助长大后的主人
公志贺春树对中学时代患病逝
去的好友山内樱良的回忆，讲述
了一个充满温暖而又伤感的治
愈系青春校园故事。古天乐、张
智霖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港片
《反贪风暴 3》，则借由一起起精
彩的反贪案件，展现出反贪一线
战士的毅力与决心。山崎贵执
导的日本奇幻剧情片《镰仓物
语》讲述的是住在镰仓的推理作
家一色正和与爱妻亚纪子一同
破解奇怪案件，当亚纪子被妖怪
带走后，正和奋不顾身闯进黄泉
拯救妻子的故事，该片营造了一
个人妖共存的世界，凸显了人与
人之间温暖细腻的情感，因此也
被称为“日版《寻梦环游记》”。

□胡桂

三十年前，一部汇集近千张图片、近
30 万字，为世人揭开黄河流域民间美术
神秘面纱的书《黄河十四走》出版，曾经
在海内外美术界、文化界、学术界引起轰
动。

这部书的作者之一是师从徐悲鸿先
生、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
的美术家杨先让先生。上世纪 80 年代
后期，杨先让先生率领考察队 14 次深入
黄河流域，考察当地的民间艺术种类、艺
术风格、民间艺人、节庆习俗等，足迹遍
布八省区，一心搜集失落的民间艺术，只
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根。

《黄河十四走》即由这些考察所得材
料编写而成，这套书详述了诸如陕西安
塞腰鼓，陕北画像石，陕西、山西、山东的
剪纸，陕西农民画、石刻，山东、河北的木
版年画，山东泥（面）塑等民间技艺，分析
了它们的艺术风格、地域特色、反映的民
俗风貌、折射的文化内涵等，并记录下当
时优秀的民间艺人。

2003 年，新装本《黄河十四走》曾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推出了这部书的最新版本，此时，
距此套书的第一次出版，差不多过去了
近三十年的时间。

《黄河十四走》，既是民间艺术的发
掘之书、记忆之书，也是一部开创新时代
中华文化的启迪之书。正如本书作者之
一杨先让先生所言：“为了复兴中华民族
文化艺术的元气，为了寻求使中华民族
的文化艺术赖以生存的不朽精神——那
纯朴天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阳刚之
气，为了摆脱那些矫揉造作的胭脂气，还
有在象牙塔里哗众取宠、无病呻吟和自
作多情的姿态，就必须走向民间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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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上映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为中华文化点赞

□吉水

1981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
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家庭伦理悲喜剧
《喜盈门》，不但创下当年拷贝发行数
和观影人次的纪录，还获得了第 2届
金鸡奖荣誉奖和第 5届百花奖最佳
故事片奖。

影片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70年代
末的北方乡村，以一个家庭迎娶儿媳
的热闹婚礼开始，在日常生活的叙事
中，将这个四世同堂的普通农民之家
从合到分、再由分而合的过程，把家
庭中几代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
道德情操予以充分展现，其中大嫂的
争强好胜、斤斤计较导致分家，分家
后又虐待老人，极具社会警示意义，
而家中老人的宽厚仁爱，以及弟媳、
小姑的体谅明理，也反映出我国人民
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喜盈门》所突出的尊老爱幼、促

进家庭和睦的主题，在改革开放年代
之初的中国，具有对社会生活的敏锐
发现和社会公德建构的多重意义。
此前很长时间，中国电影作品的矛盾
构成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喜盈门》
把镜头聚焦于一个中国农村家庭内
部，审视道德，对中国当代电影的思
想和题材是一种拓展。改革开放不
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层面的，
也应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层面
的呼应，《喜盈门》所展现的孝敬老人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放在社会日渐
老龄化、养老由家庭问题外溢为社会
问题的当下，仍然是一种时代呼唤。

此外，影片展现的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恬静、优美、和着泥土气息的农
村田园风貌，艺术目的固然是以反衬
手法突出家庭矛盾的尖锐，放在今天
建设绿水青山的时代语境下审视，却
是一段别具启悟意义的美丽中国自
然影像记录。9

《喜盈门》：
对传统美德的呼唤是永远的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好书推荐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思
想引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
出了中国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
的历史起点的伟大判断，这意
味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本
书紧紧围绕“强国时代”主题，
从历史方位论、民族复兴论、人
民中心论、发展理念论、两大布
局论等方面全方位探讨了我国
进入强国时代的依据、所担负
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强起来
的根本之道，阐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强国理论的形成逻辑与理论
精髓。9

走民间，追寻
中华文明之根历史深处的

城市记忆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经济问题研究》
顾保国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出版

《强国时代》
韩庆祥著

红旗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本期推荐的几本书，很河南，很中国。两本很河南的

书，一本关乎曾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九朝为都的洛阳，一

本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构成之一的宋词；两本很中

国的书，一本是新出版的余秋雨的《境外演讲》，一本是轰

动文化界后再版的《黄河十四走》，都关乎中华大文明。让

我们在阅读中一起为中华文化点赞！

其他上映：
《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

类型：喜剧，制片地：中国
《让我怎么相信你》，类型：

喜剧，制片地：中国
《未择之路》，类型：冒险，

制片地：中国
《美丽战争》，类型：爱情、

动作，制片地：中国
《审判者 1》，类型：惊悚、

悬疑、犯罪，制片地：中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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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演讲》，余秋雨
著，东方出版中心 2018
年7月出版

《黄河十四走》，杨先让、
杨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唐克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8年6月出版

□张玉太

蔡越涛是一位气质和才气俱佳的作家，
当我还沉浸在她的《越涛词》第一部所营造的
温婉缠绵且又回肠荡气的诗情画意中时，她
的同名作品第二部又摆上了我的案头。

翻阅这部《越涛词》（二），怎一个“美”字了
得！字里行间不只是“菊绕枕边月，闲云撩诗
行。看淡聚散事，任岁月暖凉”的洒脱美，更
有徐徐拉开的“一树梨花春带雨，柳浣东风衔
旧梦”“痴情如我种红豆，缕缕相思待秋收”的
红尘大幕，那“乱红飞度摇烛影，梦醒方知春
睡重”的“一岸晓风”牵动着我的视线，可以清
晰地感受到，在作者绚丽秀柔的文字里蕴藏
着恬淡的向往和美丽的哀愁。

作为一位长年工作在媒体的作家，蔡越
涛这些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创作诗
词，其成绩已使她的第一本作品集《越涛词》
得以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的诗词，把
语言美、韵律美、情感美、意境美、人格美做到

了统一，令人读来不忍释卷，仿佛从中享受着
一席当代中国好词的精神大餐。如今这本
《越涛词》（二），更多地将她的审美体验、内
心情感，与经过提炼加工后的生活图景融为
了一体。综览《越涛词》（二），能深深地感知
到作者在词章里所融入的对人生、爱情、事业
的思想情感。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继承、学习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人的成长有着深远
的影响。蔡越涛正是借由诗词写作这条路，
使自己的人格美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提升。
我为蔡越涛喝彩，并对她今后的创作抱以更
多的期待。9

借诗词之美
育人格之美

《越涛集》（二），蔡越涛著，
作家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苗志敏

初识余秋雨，是从《文化苦旅》开始，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从《中国文脉》，到《千年一叹》，直到
这本《境外演讲》，其著述一如既往地充满对文化
的忧思，对文明的担忧。

本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八年
间分三次在联合国的演讲，内容主要反驳了国
际上的三大论题：“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文明冲突论”。从文化本身的逻辑出发，作者阐
述了中华文化体量庞大、历史源远流长的原因：

“从未远征，自守自安。”中国从没有“威胁”一说，
更不会有“崩溃”的谬论，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
年，从未中断，成就可观，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
严重的冲突。

第二部分是在澳门的演讲，是作者从“礼仪
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来论述中华的文
化总论，有赞扬，也有担忧。他还大大方方地
讲述中华文化的一些负面现象，坦示一切，讨
论一切，来引起人们的思考。演讲临结束，面
对年轻的同学们，他态度诚恳：“让你们自己
去一点点吃惊地发现，还不如早一点把真相
告诉你们。”同时激励学生们：用自己的品行、
力量、眼界、气度、心态，一起来共创中华文化
的未来。

第三部分：从纽约到香港。作者从“ 汉
字”开讲，把其誉为“活着的图腾，永恒的星
辰”，并诙谐地说：“我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
曾经对秦始皇产生感念。”从多方面来阐述中
国文化得以延续数千年，文字起了多么大的
作用。但是在“社会公德”部分，作者简直是
给了人们重锤一击，他以“中国式过马路”为
实例来演讲，剖析：“当你安全地穿越红灯，等
于告诉孩子们闯红灯没有危险。只有当你遭
受伤亡的时候才能予以正面教育。但是谁也
不愿意为这种教育付出惨重的代价。孩子
们的眼睛无处不在，路口，正是孩子们接受
交通安全教育的第一现场。”偷偷地看看我
们的四周，想想自己也曾经有闯红灯而侥幸
通过的经历，能不惭愧地低下我们的头？

第四部分：从新加坡到澳门的演讲。在
这一部分内容里，作者把中华文化通向外部
世界比喻为修理一座座老桥，建筑一座座新桥，
还把新加坡喻为桥墩。中华文化通向外部世
界，已经有两座老桥——经典学理之桥、生态器
物之桥。还有一座半新不旧的桥——信息传媒
之桥。一座必须搭建而尚未搭建的桥是集体人
格之桥。那么，当代文化知识分子的一个使命，
就是：“做一座桥，等待被踩踏。”为了让世界认识
中国，为了让外部世界真正地领略到中华文化，
吾辈人等要横下一条心，心甘情愿地做一座桥
梁，等待他人的通过。

文化是一种悠久而稳定的集体人格，中华文
化横跨几千年的历史，一直都在，吾辈同仁，任重
而道远……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