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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前不久冯骥才的小小说集《俗世奇人》获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使得小小说的文学声誉再
起。由《小小说选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袂
打造的读本《小小说精品系列》（第一辑）日前
出版，并于 9 月 15 日在郑州举行了新书发布
会。

《小小说精品系列》（第一辑）共收入六位
作家的作品集，分别为冯骥才的《俗世奇人》
（足本）、孙方友的《老店铺传奇》、聂鑫森的《湘
潭故事》、杨小凡的《药都人物》、张晓林的《夷
门书家》、相裕亭的《盐河旧事》。这套图书多
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以作家各自生活的地
域为舞台，有庙堂有江湖，有显贵有走卒，有平
民有高士，风格迥异却又内在气脉相通，用一
个个传奇人生多方位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人文
生态、精神现象和社会气质。7 （赵立功）

□彭忠富

丰子恺不仅在漫画方面成绩斐
然，在散文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著
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率
真集》等。他的散文，大都是叙述自
己日常接触的人和亲身经历的事。
朱自清曾赞叹说，丰子恺的文和画
就像一首首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
似的，老咂着那滋味儿。这种“橄榄
味儿”也正是丰子恺作品的特色：自
然率真、质朴平淡、有情有趣，世间
百态尽收笔下。

最近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
活》，分为“人生之味”“时间之味”

“孤独之味”“艺术之味”“生活之味”
五部分，收录了丰子恺的《渐》《大账
簿》《梦痕》《给孩子们》等 40篇经典
散文作品，并精选 40 余幅全彩漫
画。“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
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
如愿，不如释然。”丰子恺的文字和
漫画，就像是平和自然的娓娓讲述，
使得读者在掩卷之余找到共鸣。

在书中，丰子恺谈到把创作和
鉴赏艺术的态度应用在人生中，即
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
来。“倘能因艺术的修养，而得到了
梦见这美丽世界的眼睛，我们所见
的世界，就处处美丽，我们的生活就
处处滋润了。”而要想做到艺术地生
活，就得有一颗童心。丰子恺说：

“作画好比写文章，哭的时候全力去
哭，笑的时候全力去笑。我读书喜
欢读与人生根本问题相关的书，我
画画也喜欢画与人生问题相关的
画。”反之亦然。“哭的时候全力去
哭，笑的时候全力去笑”，正是要像
孩子一样天真自然，保持“天地间最
健全的心眼”，才能“最明确、最完全
地见到世间事物的真相”。

不必苛求每个人都成为丰子恺
那样的大师。在闲暇的时光里养养
花、遛遛狗，尝试着去写字、画画、烹
饪，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让浮躁的
心静下来，用心感受日常的一箪食、
一瓢饮，安享生活的万般滋味，何尝
不是人生快事。正如丰子恺所说：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
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不是世界选
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7
（《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作者：丰子
恺，出版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出版时间：2018年9月）

□刘昌宇

《浮生如梦》，是梁实秋的散文
小品集。全书精选的 58篇佳作，从
生活、社交、饮食、人生等方面记录
了梁实秋的思想和情感律动，展现
了他的心灵世界。读者不仅可以从
中分享到作者的许多真知灼见，亦
可以领略他对待生活的清雅乐趣。
与文字相配的，是齐白石的 32幅国
画作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通过这些凝练、朴实而又带着
机巧和睿智的经典小文，梁实秋谈
雅舍、书房，道散步、打麻将、写字、
旅行，说喝茶、饮酒、享用美食，忆北
平的冬天和自己的母亲。在他身
上，早已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
子，渊博的知识、良好的修为让他能
够旁征博引、信手拈来。

他从平常的写字畅论中国书法
的独特功用，然后笔锋一转，善意地
提醒：字只有题写在合适的地方才

是好字，才能带给人以美感。他从
现实中的说话论及写作并提示，怎
样把话说得准确、完整，让人一听就
明白，是一门艺术。无论说话还是
写文章，最高的境界当是少说或少
写废话。这是梁实秋的肺腑之言，
既情真意切，又一针见血。

思乡，是梁实秋念念不忘的主
题。北京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叫卖
声，老字号的风味小吃，母亲做的小
炒……有关家乡的物事，常常鲜活
于他的记忆里。书中，梁实秋以一
个游子的虔诚，用恬淡、内敛的文字
叙说着故乡风味，抒发着对亲情、友
情的无比留恋。读来如品香茗，欢
畅莫名。

《浮生如梦》诠释着豁达的人生
态度，启迪着现代人的生活智慧，能
让人领略到人生的真滋味，值得一
读再读。7（《浮生如梦》，作者：梁
实秋，出版单位：台海出版社，出版
时间：2018年9月）

□谢丽成

近来上映的《未择之路》，曾在今
年的上海电影节斩获“亚洲新人奖”
最佳影片奖，亦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超越边界奖”单元拿下最佳影片。
作为导演唐高鹏的电影处女作，能取
得如此成绩也算难能可贵。

影片讲述了毫无血缘关系的三
人偶然相遇并临时结伴穿越戈壁的
故事。在共同相处的三天两夜里，三
人从相互敌视到冰释前嫌再到互相
照顾，他们的命运也因各自的选择而
发生着改变。茫茫戈壁，漫漫黄沙，
渺渺前途，无疑会让人联想到美国西
部片和公路电影。根据影片的设定，
这里法律缺失、人格错位，弱肉强食
是生存法则。不过，三位主人公却在

这里撕开一道口子，让几缕阳光照射
进来。

据说，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美国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同名诗歌，
故事情节也暗合诗歌内容：“林子里
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
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整体气质
来说，《未择之路》跟《追凶者也》《暴
裂无声》有些类似，但少了些戏谑和
压抑，多了些真实和温暖。就像在

“未择”甚至“无择”的人生之路上，主
人公二勇选择不去做“坏怂”。

囿于排片率和影片本身略显小
众的风格，《未择之路》虽然口碑不
俗，票房却难与同期的大制作比肩。
如果你对套路化严重的商业电影感
到厌倦，不妨走进影院为这部不可多
见的优秀电影捧捧场。7

1983 年，由吴贻弓执导，沈洁、
郑振瑶、张闽、张丰毅等主演的电影
《城南旧事》在中国内地上映。它改
编自台湾作家林海音 1960年出版的
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女孩英子在北京
生活时发生的三个故事。影片获得
了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
事片金鹰奖，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乐等
多个奖项。

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纯真眼光，

《城南旧事》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老
北京的社会风貌，带领观众重温了那
个年代普通百姓的生活。在结构上，
本片尤具独创性：它排除了由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组成的情节线索，以

“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
采用串珠式结构，串联起英子与疯女
秀贞、英子与小偷、英子与乳母宋妈3
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一些评论
认为，它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
个范本，其注重意象的唯美风格也代
表了20世纪80年代一批导演的创作
倾向。

满含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
利心。就像一些影迷所说的那样，
本片每一帧都将经典的文字变作光
影的艺术，童年记忆中淡淡的哀愁
构筑了电影特有的底蕴，质朴的温
情使观众真正走进了主人公英子的
童年。而关乎离别隐痛的那首插曲
《送别》，也让人如此难忘——每每
回想起《城南旧事》，“长亭外，古道
边，芳草碧连天”那悠扬的旋律便涌
上心头。2 （赵大明 整理）

今年 8 月，作家出版社
出版了李乃庆创作的长篇历
史小说《秦楚情仇》。本书以
战国时期秦楚两国的纠葛入
手，以英雄壮士的抗争和复
仇故事为线索，用艺术的细
针密线将诸多历史事件穿接
起来，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的
生死之战。

作者在史实基础上发挥想象，在一个个历
史片段之间撒下草蛇灰线，严丝合缝。从秦楚
恩怨到秦横扫天下、统一六国，再到各地揭竿而
起、秦朝灭亡——在作者笔下，不仅可以看到这
段波澜起伏的历史，黄歇、熊启、王翦、张良、项
羽、李斯、陈胜、吴广等历史人物也被刻画得有
血有肉、鲜活无比，值得一读。7 （王德亭）

□张勇佼

今年，正值刘知侠诞辰 100 周
年。刘知侠，1918年出生于汲县（今
卫辉市）一个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
作为著名作家，他一生中留下了 400
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尤以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最为知名。

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剧本搬上
银幕、电视和舞台，也出版过连环
画。据统计，《铁道游击队》的原本加
上各种节编本、缩写本共出版了 300
余万册，并译成英、俄、法、德、朝、越
等多国文字发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主题的经典文学作品之一。

经典的作品永远是根植于时代
的。抗日战争中在山东沂蒙山、枣庄
等地担任记者时的所见所闻，以及采
访铁道游击队战士的经历，都为刘知
侠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个
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在他笔下呼之欲
出，并最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银幕和荧屏角色。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
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几十年来，
《铁道游击队》片中那优美的旋律，被
无数年轻人传唱。而洋溢其间的爱
国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则长久
地浸润和感染着人们的心灵。7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经典，永远根植于时代

□黑王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导演林
德禄曾凭借一些边缘题材的类型片
成为卖座导演，但在进入新千年之后
却鲜有作品问世。2014 年开始，他
以《反贪风暴》系列重新走入观众视
野。上周末，该系列的第三部——
《反贪风暴3》开始上映。

去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
并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反贪风
暴 3》邀请在《人民的名义》中有着较
好表现的演员丁海峰、冯雷和李昕岳
加盟，或许会让观众会心一笑。平心
而论，与系列前两部相比，《反贪风暴
3》可谓是最为用心的一部。片中，古
天乐饰演的廉署精英陆志廉被人陷
害并停职，他与张智霖饰演的同事兼
好友刘保强相互配合、积极调查，让
一桩涉案金额上百亿的洗钱案浮出
水面。整体来看，影片故事紧凑、环
环相扣，动作戏的水平较之以前有提

升，画面也更为震撼。
不过，如果将它和之前大受欢迎

的《寒战》系列和《使徒行者》等港片
进行比较，其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
比如故事缺乏反转，人物性格单薄，
港味儿缺失等。尽管如此，在国产片
普遍低迷的 9月，《反贪风暴 3》的票
房仍然有望持续走高。但该系列如
何更好地继续拍下去，恐怕也是摆在
主创面前的难题。7

周末，由贾樟
柯执导，廖凡、赵
涛、徐峥、梁嘉艳等
主演的影片《江湖
儿女》上映。本片
曾 于 今 年 入 围 第
71 届戛纳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
讲述了山西一对恋
人在 17 年时间里
发生的纠葛。

由 钱 嘉 乐 执
导，郑伊健、陈小春

等主演的动作片《黄金兄弟》，以及由伊莱·罗斯
执导，布鲁斯·威利斯等主演的美国动作片《虎
胆追凶》也将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未择之路》：西部气质，内涵丰富

《反贪风暴3》：反贪可论，风暴难起

周末侃影

书生活

电影时讯书影来风

□林颐

记得小时候，中秋将临之际，很多人家都
会忙着打“月饼模”。顾名思义，“月饼模”就
是制作月饼的模具。而收藏家、设计师于进
江编著的《小点心，大文化》一书，梳理和展示
了从全国各地数千块古代点心模具中挑选出
的精品模具，图文并茂，直观简洁。随手翻
阅，琳琅满目，无疑是一次美的享受。

现在能找到的月饼模，大多是明清产
物。其材质多为杜梨木，又叫“杜木”，木纹纤
细、板面光滑，便于雕琢且不易开裂。此外，
民间也常选用枣木、杏木。将坯料制成初步
轮廓并在四周刻出排列整齐的花纹后，就要
刻制月饼模的正面图案了——这道工序很关
键也最繁琐，一般由老师傅操刀，精雕细琢，
不敢有丝毫疏忽。月饼模的造型基本以圆形
为主，寓意“团圆”，直径在三四寸左右，小的
在一寸左右。亦有方形、椭圆形、莲花形、桃
形以及鲤鱼跳龙门、寿龟、弥勒佛等造型，甚
至还有做小饼干用的“杂宝”模子。图案则多
为玉兔、龙、麒麟等瑞兽，或是梅、兰、竹、菊等
植物。

在《小点心，大文化》中，除了月饼，还讲
到其他的点心及其历史。我国有着悠久的点
心文化。比如一些汉画像石上的点心模具，
刻着“长生”符号。隋唐时，“赍字五色饼”上

“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明代注重仪
式感，点心祭月成为时尚，苏式点心风行一
时。到了清代，西点东渐，模具上的广寒宫变
成了晋商大院。随着时代更迭，大丰收、合作
社、抗美援朝等题材也都通过一块块点心模
具而有所表现。这些纹理斑驳的饼模，不仅
是当时百姓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还包含了
丰厚的文化寓意。一块点心，就是一个时代
的缩影。

随着近几年DIY休闲活动的逐渐兴起，
已经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的饼模正悄然回归。
在网上，人们可以购买到各种款式的饼模，也
可以挑选各种原料来制作独家配方的月饼。
当饼模和我们的生活相融合，它所传承的中
华点心文化就会更具有生命力，它所凝聚的
文化价值也会更加富有现实意义。7（《小
点心，大文化》，作者：于进江，出版单位：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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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如梦，我有真情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经典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