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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延嵩

台湾作家余光中的文学生涯悠远、辽
阔、深沉，著述颇丰，有诗集、散文集、评论
集和译著等多部代表作品。近日，由余光
中生前亲自审定的散文集《心有猛虎 细嗅
蔷薇》出版，全面收录了其《听听那冷雨》
《我的四个假想敌》《沙田山居》等多篇经典
佳作。九十载人生沉淀，聊人情世故，谈游
记见闻，说文化随感，诉人生感悟。在余光

中的文字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独属于自
己的一份乡愁和青春记忆。

在同题文章《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一文中，余光中概括出完整的人生应该
达到的境界：能纷杂繁复也能纯真质朴；
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一句话，他心
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在人们的概念
中，诗人的感性多于理性。而这篇文章，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思维缜密、逻辑性强
的余光中。

余光中不乏幽默。在“做个高级而有
趣的人”一辑中，他把贴近四个宝贝女儿、
有的还可能成为未来女婿的男孩儿都称为

“敌人”，那份舐犊情深和童心未泯让人忍
俊不禁。《开你的大头会》《我是余光中的秘
书》等文章，亦用诙谐调侃的笔触针砭时

弊，入木三分地指出名人在俗务羁绊中的
苦不堪言。

余光中总结，创作所依赖的三个条件
是“知识、经验和想象”。他说，所谓想象，
不是胡思乱想，而是顺着人情、事态、物理，
对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强调，最终超越时
空，突破常识的限制，重组自然，做更自由
而巧妙的安排。他的创作，也正是遵循这
样的理念。

余光中用一支笔，写尽了生命的从容
与深情、热爱和欢喜。他生命不息，写作
不止。在其文学滋养下受益的人们，重读
余光中，就是对他最大的敬意。7（《心
有猛虎 细嗅蔷薇》，作者：余光中，出版单
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8年 10月）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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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者从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品
质、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探索、21世

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等方面，探讨了理论
界和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展望了社会
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有
力地说明：社会主义不但有助于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而且也是国家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

《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
长的21世纪》

作者：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
晨光、江宇、尹伊文

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日本动画大师今敏的漫画故事
集，收录了作者从 1984 年至 1989 年

间创作的漫画。作为动画导演，今敏享誉海
内外，然而作为漫画家的道路却走得并不顺
遂，仅有两部作品出版。那些十年如一日画
出来的作品，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掩埋，进而
凝结成了“化石”。2010年 8月，今敏病逝，
留给世人的只是远去的背影。《梦的化石》将
那些不为人知的梦想碎片捡拾起来，令它们
重新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本报综合）

《梦的化石：今敏全短篇》

作者：[日]今敏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 11月

收录了美学大师朱光潜 34 篇散
文佳作，带领读者去品读生活中的美

学。作者认为，人生，就是要赋予生命美的
品质。朱自清曾这样评价：“他散布希望在
每一个人心里，让你相信你所能做的比你想
象得多得多。”朱光潜说人生，谈修养，聊理
想，写友人旧事，既有人生的智慧，也有对人
性深广的了解。

《不完美，才是美》

作者：朱光潜

出版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70万字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个人
“寻找自我”的故事。本书描写了70后

和部分 80后的人生经验——不仅是童年生
活的集体记忆，还有成年之后的迷茫困惑。
作者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许多同龄人不愿面对
甚至不希望被写出来的东西。那些令人不安
的经验，经由文学的处理和再次呈现，带给读
者的是深沉的平静和勇敢的力量。

《无中生有》

作者：刘天昭

出版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 10月

周末侃影

电影时讯

青春题材动画
电影《昨日青空》将
于本周末上映。该
片改编自口袋巧克
力同名人气漫画作
品，以中国南方小
镇为取景地，讲述
了几位高三学生有
关梦想、友谊、亲情
和 初 恋 的 成 长 经
历，描绘出极具中
国风、清新唯美的
青春故事。

此外，国产动
作片《功夫联盟》、剧情片《阿拉姜色》，以及美国动
作科幻片《铁血战士》、奥地利家庭题材影片《追鹰
日记》等也将同期上映。7

（本报综合）

□盛夏

正在热映的《我的间谍前男友》，既是特工题
材的动作喜剧，又是“双女主”模式，还富有公路片
的元素和风格。片中，平凡的小人物奥黛丽因前
男友是间谍而被迫卷入一场国际阴谋，与同是“大
龄女”的摩根在欧洲大陆上演啼笑皆非、惊心动魄
的逃亡之旅，还顺手拯救了全世界。

就像周星驰的喜剧一样，本片也带有明显的
地域色彩，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理解上的差异：满满
的美式语言梗，了解的会爆笑，不了解的一脸懵。
比如女主角摩根全名叫摩根·弗里曼，正好与著名
的“美国大爷”、国宝级明星同名。两位女主角不遗
余力地自嘲自黑，顺带着还“黑”了美国的枪支泛
滥，“黑”了加拿大人的存在感低，乌克兰人的“土”，

法 国 人 审 美 差
……简直“黑”遍
了全世界。层出
不穷的反转、环
环 相 扣 的 动 作
戏，也让人大呼
过瘾。

有心的观众
也 许 会 联 想 到
1991 年上映、被
誉为“向男权社
会发出抗争的女
性主义电影代表
作 ”的《末 路 狂
花》。《我的间谍

前男友》同样也是以女性视角为主导，讲述闺蜜携
手的冒险旅程，有着比较明显的女性主义内核。《末
路狂花》中的赛尔玛和路易斯，阴差阳错杀了人又
抢了超市，踏上被迫逃亡的不归路。两人在无尽
的公路上狂野疾驰，十几辆警车在后面追逐，卷起
漫天黄沙，那场景，浪漫惨烈。而在本片中，奥黛丽
和摩根的欧洲逃亡之旅，途经维也纳、布拉格、巴
黎、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多个城市，不同城市有着流
动的风情以及不同的民族性格，这是公路片的变
形，也更为赏心悦目。

《末路狂花》的结尾是悲剧——两人踩着汽车
油门奔向悬崖，车身划过天际。她们试图唤醒饱
受男权主义伤害的女性，用行动发出了悲壮的呐
喊。而奥黛丽和摩根从“菜鸟”华丽变身为女特工，
充满了浪漫主义想象，结局也比较圆满。从艺术
性和批判性上来说，后者虽然逊色于前者，但仍不
失为一部佳作。7

□思衣谷

由吕乐执导的《找到你》于近期上映，收获不
俗口碑。该片由两大实力派女演员姚晨、马伊琍
领衔主演，袁文康、吴昊宸联合主演。据称它的剧
情参考了韩国电影《消失的女人》，但导演“去韩国、
取本土”，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将电影改编得符合
本土现状，同时在剧情上设置了几条支线，以此来
深度表达当下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婚姻家庭
的困境，也让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和写实。

本片保留了
《消失的女人》的
悬疑剧情，主要
讲述了白领律师
李捷（姚晨饰）与
前夫争夺女儿抚
养权，拼命工作只
为给孩子最好的
生活，幸有农村妇
女保姆孙芳帮忙
照顾孩子，视如己
出。一日下班，李
捷发现保姆和女
儿消失了。在追
寻孙芳和女儿的
下落时，她收到

来自家人的谴责声讨，甚至遭到警方的怀疑。几
乎崩溃的李捷，靠着惊人的勇气踏上独自寻访的
旅程，并逐渐接近了孙芳的人生故事……

透过导演新闻纪实式的拍摄手法以及出色的
运动镜头，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以一一展
现，比如婚姻问题、家暴问题、女性家庭事业选择问
题等等。片中，不同阶层的女性角色几乎均以悲
剧收场，让人动容和唏嘘。

《找到你》，无疑是本土少有的、聚焦现代女性
困境的现实主义电影。值得推荐。7

女性主义内核
公路片的变形

□刘昌宇

在新书《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中，新
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用亲身经历和用心思
考，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不念过
往，不畏将来，改变自我，砥砺前行，在人生
的更高处见到生命的辉煌。

生活中，俞敏洪是个快乐的读书人。在
首章中，他就以读书为题，倡导大众多读书、读
好书，把读书视作“为灵魂建一座美丽花园”。

他表达了这样的心愿：用阅读去点亮平淡的
岁月，用思考去感悟平凡的人生，即便面对庸
常的流年，也能领悟到生命的美好。

他把远涉重洋，视作了解当地历史文
化和风俗习惯的最佳方式。柬埔寨、南印
度、巴西、澳大利亚，都曾留下过他不倦的身
影，也留下了他的感喟：“人生从来都不是一
场计划好的旅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
这个世界抱有好奇和探索的心，在行走中
收获生命的充实和美丽。

关于奋斗和成功的话题，俞敏洪从树
立良好的处世心态讲起，强调“远见和努力”
是每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他热切呼唤各
级教育机构注重对青年学子进行心理健
康、自立自强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着重从

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上去培养学生求
实创新的精神品质。

俞敏洪觉得，适当的悠闲和“懒散”对
生命有着别样的意义，把有效的时间用到
刀刃上才是真正的惜时。每个人都应学会
用勤奋、守约、克己、奉公等意志品质去应对
前进中的坎坷波折，化不利为有利，由小胜
变大胜，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人生
的高处一览生命的绚丽多姿。

除了品读《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中的
睿智箴言，我们还须切实拿出躬行的勇气
——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唯有敢于攀
登者，方能尽览世界的壮美无边。7（《在
人生的更高处相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出版））

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

□夏丽柠

有人说：年轻时，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
解人生，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
不懂书的。那么，小孩子们怎么办呢？对
他们来说，阅读该是件很无趣的事吧？

台湾绘本作家几米就这个问题深入
思考，创作出《不爱读书不是你的错》。书
中，他以小孩子的口吻，道出“爱读书”这
件事带给孩子们的困惑与窘迫。

几米的画风明艳、温暖。翻开书，穿着

水手衫的小男孩便酷酷地出场了。书中写
道：街上的书店，可能要关门了。我是第一
个知道的，因为我爸是这家书店的老板。
随后，几个孩子聊着网络买书更便宜、网红
直播更好看，线上游戏可以多人玩……你
看，今天的孩子们，几乎完全不需要通过书
去感受生活，虚拟的世界给他们的乐趣足
够多了。

在“热爱读书分享会”上，爸爸用投影
仪放出一些与阅读有关的名人名言，孰料，
孩子们心里盘算的小九九更妙。比如帕慕
克说：“我读了一本书，然后我的人生就改变
了。”一个小孩接话说：“说不定会变坏喔。”
另一个孩子说：“我上了一个网站，人生才彻
底被改变了。”完了，这孩子就是实话实说。
孩子们居然与大人有同样的见地。在我们
轻视孩子的时候，不也在轻视自己吗？

当说到“书是最完美的快乐”时，孩子们
彻底怒了。一个说：“有的书又大又重，有的书
设计不良。”另一个说：“有的书胡说八道，有
的书错误百出。”甚至有个孩子吐槽说：“爸妈
都叫我不要去看不考试的书。”大人的那点儿
功利心，一下就被小孩戳破了。他们说：“为什
么大人自己不读书，却要小孩读书？”“大人都
是为了小孩好，但自己却不想变好。”

阅读本书，不再只是见识孩子们的奇
幻彩虹，而是被他们的聪慧俘虏，为他们的
洞见折服。如果我们不去倾听他们的声
音，那么在如何读书这件事上，会令两代人
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

但在家庭教育上，值得我们反省的，只
有这一件事吗？7（《不爱读书不是你的
错》，作者：几米，出版单位：九州出版社，出
版时间：2018年10月）

不爱读书，不是你的错

现实题材，成功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