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勇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了，当代
文学经典化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话题。

经典的确立许多时候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变数
的过程。如何发现经典，确保明珠不被埋没于尘
沙？井冈山大学的龚奎林教授在这方面提供了一
个积极、有益的尝试：他把他选取的当代文学作家
及作品，交付于大众——确切地说是他的学生，通
过调动最普通、最大量化的读者阅读，认识作家作
品，进而进行积极、主动的甄别与判断。这种将阅
读、甄别、判断的权力下放的做法，对于当代文学的
经典化，不啻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对于今天的大学文学教育而言，这项工
作面临着一个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困难，因为选择
作家作品，向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介、阐释，首
先需要教育者付出努力，对所引荐对象有精深、独
到的研究和理解，然后才能将这种研究和理解，通
过科学、合理的方法，传递给受教育者。要做到这
些，在大学教育目前“重科研、轻教学”的管理模式
和评价体制下，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勇气的。

龚奎林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勇
气的人，而被他选取进他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对

象，便是一直坚持先锋写作的河南作家墨白及其
作品。近期出版的《文学与人生——墨白小说研
究与教学》（以下简称《文学与人生》），就完整地记
录了他的这项教学探索和成果。

阅读这本《文学与人生》，能看到龚奎林教授
在将墨白的文学创作引入课堂方面所做的大量工
作。这些工作，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自己
对墨白文学的研究。据他的后记所言，他关注墨
白的文学创作是从读博士开始，到今天算来已有
十多年之久，十年之功折射在书中，是他对墨白笔
下“颍河镇”的理解，对“疾病”“欲望”“历史”等文
化意象的阐释……这些不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学
者的学养和见识，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他
的研究对象——墨白文学创作的价值。

另一个方面是他将自己对墨白文学世界的理
解引入课堂，引介给他的学生，带领他们利用传统
课堂、网络，利用课后作业、课程论文、毕业论文
等，充分发挥学生阅读和研究的主动性，并将其化
为文字成果。

龚奎林教授所做的这些工作，传递出一份难
能可贵的热情，这热情，既有对文学的，又有对教育
的。所以，当我看到凝结着他的工作和热情的这
本《文学与人生》时，说实话是既敬佩，又有一份感
动。9

□尚晓周

河南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郑志刚
所著《水煮粮史》，是一部以“粮”为饵的奇
闻串讲汇集，85篇文章绞成的线，徐徐牵
出华夏几千年以“粮”为脉的悲喜兴衰。

为啥要拿“粮”说事呢？因为粮食像
空气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作者的串

法，选取了一种带“笑”穿越的轻松笔谈，
其用典取于正史，言之凿凿，虽奇而无
诳，在一幕幕历史活剧中装满酸甜苦辣，
却又让人在阅读后诙谐一笑走出沉重。

通过作者的眼光，可以发现，粮食
对我们的影响作用甚大，它不仅影响着
我们的肠胃，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心
脑。比如，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粮食，它是

福——它丰富了，社会就安定了；以消极
的态度看，它是祸——它丰富了，社会就
容易奢靡，就可能产生腐败。可见，粮食
对社会的影响是微妙而深刻的，在数千
年农耕文化下的华夏民族，就更是如此。
即便在文化物质空前发达、社会逐渐转
型的今天，“食品安全”“耕地红线”依然是
影响社会的最深刻因素之一。9

微书话

以“粮”为饵串兴衰

□王春玲

《你好，之华》是近期院线上映的由日本导演岩井俊二
编剧并执导，陈可辛监制，周迅、秦昊领衔主演的文艺片。
袁之华代替去世的姐姐之南参加初中同学会，遇见了年少
时倾慕的学长尹川。阴错阳差，之华开始透过没留地址的
书信重拾失落的年少岁月，向尹川倾诉心事。收到信的尹
川把回信寄往之南的老家，被之南女儿睦睦收到。睦睦也
以之南的名义回信，希望探寻母亲的青春时代。一连串错
位的倾诉与追忆，尘封的往事在字里行间慢慢苏醒，渐渐
揭开了两姐妹、三世代之间交相缠绕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中的缺憾与误会，关于青春和成长
的故事，在讲述由书信往来引发的往事纠葛中，岩井俊二
更倾注于表现之华的内心。其实在其他电影中，岩井俊二
的镜头对准的主角也大多都是这类内向者，比如《情书》中
的藤井树、《四月物语》中的榆野卯月。在《你好，之华》中，
岩井俊二又塑造了一个内向敏感的之华，甚至岩井俊二自
己就是一个内向者，他曾说：“我写过一次歌词，我觉得很
害羞，还没办法做到，比如说我爱你，我很爱你。”

青春的可爱，在于总是那么敏感和孤独，总有那么多
热烈或者清冷的情绪压抑在心底。而作为一个内向者，几
乎每个人的心底都有过暗恋的故事，即便内心已经波涛汹
涌，表面上也要装作云淡风轻。内向者是成长岁月里最容
易被边缘化的一群人，人们赞美热烈与开放，甚至认为孤
独内向是可耻的。何况，在当今这个喧嚣的世界，引人注
目的东西太多，内向者的暗恋瑟缩在角落里，鲜有人关注，
而已经55岁的岩井俊二是个异数，他的目光似乎一直没有
远离他们。9

本周末上映的进口片，美国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 2：
大闹互联网》作为 2012年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的续集，
值得期待。除此之外，国产片数量居多，具体片目为：

《忠犬大营救》，类型：爱情、冒险；《中国蓝盔》，类型：动
作、战争；《恐怖快递》，类型：恐怖、惊悚；《冒牌搭档》，类型：
喜剧。9

□张帮俊

提到新疆，自然而然会想到天山牧场、
戈壁沙漠、葡萄、哈密瓜，还有那烤羊肉串的
新疆小伙，梳着小辫的维吾尔族少女。新疆
人自豪地唱道：“我们新疆好地方……”

新疆的确是个好地方，可是，对于绝大
多数没有去过新疆的人来说，对她的认知
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难道，新疆就是文
章开头所概括的这些？当然不是，新疆包
含着太多的元素，有太多的美丽与精彩。

绰号“半路一把刀”的旅游达人李敬
阳，喜爱在行走山水之间时，用文字与图
片记录沿途所见。这些年来他在新疆到
处跑，从第一次被新疆的美丽吸引开始，
便不能自拔，于是，便有了《新疆的七个季
节》这本与众不同的介绍新疆的书。这是

作者所看到的新疆面貌，同时，本书结合
新疆的地势地貌、时间变迁，也推荐给读
者最合适的旅游路线、旅游时间，并提示
注意事项，是一本新疆旅游的百科全书。

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可是，新疆却
有七个季节，即萌动季、山花季、阳光季、
华彩季、斑斓季、胡杨季、冰雪季。这七个
季节将新疆变化得美不可言，或壮美、或
清丽、或狂野、或妩媚，新疆如同一幅幅不
同风格的画，呈现出或冷或暖各种色调。
陷入这美丽中，你会发现，任何对新疆风
光的概括都是徒劳的，新疆的美是无法用
语言来概括的，她的每一种色彩、每一个
季节都是上天的恩赐。

不仅如此，新疆的神奇还在于多种季
节同时共存。比如，5月份的乌鲁木齐春寒
料峭，可是，伊犁地区却花繁草茂；10月份

的阿勒泰大雪纷飞，而此时的吐鲁番却热
浪袭人。巨大的差异，多个季节共存的特
点，造就了新疆的与众不同，可以说，新疆
是一部地理奇观的厚重巨著，需要细细品
味。

吐鲁番的杏花虽没有江南杏花的委
婉，却似新疆人性格中的热情奔放，这朵朵
绽放着的杏花用热情迎接远方的客人；行
走在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似海的辽阔；
深山雪峰之下，山花之间，围坐篝火，看满
天星斗，欢歌畅饮，多么浪漫与酣畅；赛里
木湖碧蓝清澈的湖水那样纯净，好似蓝天的
倒影。如果在一张白纸上绘画新疆，那么，
我们可以用各种颜色来给她装扮。即便是
眼前这本《新疆的七个季节》，看着书中一张
张彩色的照片，我们仿佛也能闻到花香，看
到阳光，听到驼铃的声音……9

□吉水

《秋菊打官司》与《英雄》，本不具可
比性，前者充满现实主义情怀，聚焦一个
发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西北农村的民告
官故事；后者颇具浪漫主义情怀，虚构一
场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刺秦事件。
但两部作品都出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
表人物张艺谋之手，而且分别在艺术和
票房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完全可
以跻身改革开放四十年优秀国产电影之
列。

《秋菊打官司》上映于 1992 年，改
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由张
艺谋执导，刘恒编剧。该片主要讲述
了农村妇女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
伤了“命根”，坚持提起法律复议并最
终胜诉的故事。该片上映后，先后获
得第 49 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
13 届金鸡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温
哥华国际电影节最受欢迎影片奖等
多个奖项。农村场景、法律题材、纪
实手法是这部电影的外壳，改革开放
十几年后普通人自我权益的觉醒，才
是影片所要表达的内核。更值得深
思的是，人们法律意识的觉醒所带来
的情与法的矛盾，传统乡土社会人情
关系的秩序重构，而这些触及的是传
统中国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
巨大社会话题。

《秋菊打官司》带着上世纪 80年代
中国第五代导演鲜明的共性和余韵，强
烈的现实主义情怀加文化批判意识，使
这部法制题材的作品比之改革开放之
初涌现出来的《法庭内外》等法制题材影
片，文化思考上显然已经深化了许多，这
正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观念演
进，可以说是前进路上一个鲜明的电影
印记。但此后，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张
艺谋转向了商业大片的制作，2002年年
底上映的古装武侠巨片《英雄》，代表了
他转型的成功和商业成就的辉煌。

《英雄》讲述了战国末期六国勇士
刺杀秦王的故事。该片荟萃了李连杰、
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甄子丹等一线
明星，章子怡也凭加盟此片名声大振；

影片拍摄投入达 3000万美元，绚丽的
色彩、奇美的风光、中西合璧的音乐设
计、充满观赏性的武打动作和悬念叠加
的故事结构，加上大牌影星的票房号召
力，不但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收
获了全球1.77亿美元的票房，仅国内票
房就收获 2.5亿元人民币，而且还获得
第 75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
名、第 8届多伦多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
语片、第 2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

事片等荣誉。
就商业成就来讲，《英雄》放在今天

动辄十几亿元人民币票房的国产大片面
前成绩并非最好，但在当年的中国电影
市场已经是一个令同行企慕的数字，更
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
代，反映了中国电影人适应市场化逻辑，
积极求变并获得的巨大成功。就艺术声
誉来讲，《英雄》也是迄今为止距离奥斯
卡奖最近的中国内地导演执导的电影之

一。
总体而言，《英雄》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
发展历程中是值得书写的
一笔。而张艺谋在此片中
所表达的在大时代对个体
与苍生矛盾的处理、局部
价值让位于整体价值的历
史逻辑，也引起社会的不
小争议。

好在张艺谋从来就是
一个身负争议的人物，直
到今天，他所执导的《长
城》《影》等大片，无论倒向
好莱坞，还是重新回归中
国传统，仍都满携争议。
他在艺术上的摇摆，或许
也正代表了第五代导演走
出现实主义后的迷茫与探
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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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好书推荐

《怎样当好新时代支部书记》
顾保国、董振华著

红旗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办公室学》
谢煜桐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 12月出版

本书探索了办公室工作的原理、规律和方法，不
仅介绍了办公室机构的静态设置和动态运作、人员
自身的素质要求和内外部人际关系、队伍建设的要
求和方法，更把办公室工作放入大跨度的时间、空间
范围，以恢宏的视野追溯了从古到今中国的办公室
工作，以放眼看世界的开放眼光俯瞰了国外办公室
工作的历史、现状。9

本书以案说法，采用“方法+例子”的编写体例，
从大量案例素材中，提炼出一些当好新时代支部书记
切实管用的工作方法，并用基层党支部书记和群众喜
闻乐见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和规律，力求为新时代
基层党支部书记提供一部知识丰富、简单实用的通俗
读物，是做好新时代支部书记的好帮手、好教材。9

周末上映

大大美与神奇美与神奇
——走进《新疆的七个季节》

《秋菊打官司》《英雄》：

在矛盾与冲突中展现魅力

《你好，之华》：

青春和成长的故事

《文学与人生——墨白小说研究与教学》
龚奎林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新疆的七个季节》，李敬阳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当代文学教育的
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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