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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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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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功

青春与梦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
会永不枯竭的话题。改革开放 40年来
的中国，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追逐
梦想的充满活力的奋斗场。在反映一代
人不懈奋斗实现自我的影视作品中，
2013年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内地演
员黄晓明、邓超、佟大为担任主演的电影
《中国合伙人》，是十分成功的一部。

该片讲述的是上世纪 80年代至今，
大时代下三个拥有同样梦想的年轻学子
成东青（黄晓明饰）、孟晓骏（邓超饰）和
王阳（佟大为饰），从大学时代的相遇、相
识，到离开学校一起打拼事业、共同创办
英语培训学校的创业励志故事。

整部影片角色设置颇有代表性，成
东青来自农村，连续三年才考上大学，起
点并不高，但生活也由此赋予了他努力
奋斗的动力和坚韧务实的性格；孟晓骏

天资聪颖，高考得志，境遇的顺遂也赋予
了他思想的新锐和追求上的好高骛远。
全剧的叙事旋律就由这反差强烈的两个
人生活轨迹的此起彼伏构成，而另一位
性格浪漫又有几分超脱的王阳则处于他
们两人之间，发挥着黏合和调和的作用。

影片的剧情颇有寓言意味，一开始
占据了社会高起点的孟晓骏追求去美国
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却被大洋彼岸的
无情现实击败而回到国内，托身当年出
身农村但脚踏实地在国内发展的成东青
公司工作。这告诉很多好高骛远不切实
际的年轻人，实现自己梦想的最好场所
是自己的祖国。而三个年轻人一起合作
共谋发展的过程中，观念的差异带来的
不同结果以及人事的分合带来的事业的
消长，也演义着一部属于当代中国市场
经济大潮下的商业英雄史诗。完全可以
说，《中国合伙人》就是改革开放 40年一
代人由充满激情和理想的青年时代走向

睿智、务实的中年，成为中国社会中坚力
量的缩影，在他们跋涉、奋斗的道路上，
写下了眼泪、汗水、选择、希冀、失败直至
成功、辉煌，他们的梦想虽建立在对自我
实现的追求上，但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社
会保持着同频同步，他们的成长反映的
是中国一代人青春的成长。

2014年，《中国合伙人》摘得第23届
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闪光的
奖杯，不但是对讲好了一部荡气回肠的
中国故事的电影主创们的褒奖，更映亮
了一代靠不懈奋斗实现了自我成长，壮
大着中国社会经济力量的民营企业家们
的身影。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
的。”这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勉励大家
的一句话。《中国合伙人》，为观众讲述的
正是一个“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故事。1

□张文欣

五卷本的洛阳河流文化书系《河洛水
韵》日前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洛阳因洛水而名，伊、洛、瀍、涧四河
在洛阳交汇，形成了罕见的城市奇观。而
发源于洛阳南部山区的汝河流入淮河，白
河汇入汉江，也使洛阳成为地跨黄河、淮
河和长江三大流域的独特地区。洛阳的
河流，见证了华夏文明最初的曙光，同时
也孕育了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昔三代
之居，皆在河洛间”。从夏代的都城斟鄩
肇始，洛阳拥有4000多年的城市史，作为
历代王朝国都的时间累计长达 1500 多
年，在波光水影之间，这里一直是中华民
族辉煌历史的中心舞台。

河洛地区的河流，是洛阳的母亲河，
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珍贵的自
然资源，更是珍贵的文化资源。从古至
今，洛阳水系的河流滋养着河洛大地，演
绎出一代又一代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河流承载着时间，承载着历史，更承载着
积淀深厚的文化。

但是，我们对自己的母亲河既熟悉又
陌生。自《水经注》之后的 1500年间，还
没有人在全面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洛阳
的水系进行过系统性、整体性的文学写
作。而近些年来，在绿色发展的伟大进程
中，对河流和水资源的重视和保护正在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对河流现状和历史的考
察和研究，对河流文化的解读也成为一个
迫切的课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经过长期的策划
和筹备，2015年 6月，洛阳河流文化采风
活动正式启动。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
共有洛阳本地和沿途各地的作家、学者
100余人次参与的采风团队，历经陕西的
西安、商洛，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平顶山、
汝州、南阳、巩义等 8地市的 20余个县市
（区），行程累计近7000公里，终于实现了

对洛河、伊河、涧河、瀍河、汝河、白河的实
地探源，也完成了对包括黄河在内的7条
河流洛阳境内全部地段和境外部分地段
的9次集体考察采访，以及后来多次个人
的单独采访。

经过创作编纂团队三年多的艰辛劳
动，洛阳河流文化书系《河洛水韵》终于创
作编纂完成，并付梓出版。全书根据地理
方位和体量大致均衡的原则，共分为黄河
瀍河涧河、洛河、伊河、汝河白河和洛阳历
代咏水诗辑注五卷，共收入散文 128篇，
历代古诗 700多首和相关注释，图片 400
余幅，共计130万字。

这套书系是对河洛流域 7条主要河
流第一次全面的文学书写，也是对河洛地
区与河流有关的历史文化的全面梳理和
展示；是每一条河流的立体形象的“传
记”，也是河洛流域洛阳水系的丰满厚重
的“家族谱系”；既是对河洛大地山川河流
的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文学解读，也蕴含着

对历史和现实、自然与人类以及生态文明
建设等重大命题的理性思考。可以说，
《河洛水韵》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
作品，也是一项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河洛
文化研究成果。

本书在策划、创作和编纂期间，正值
绿色发展理念像春风一样吹拂中国大地
的时候，生态文明特别是水生态文明建设
得到空前的重视。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
的河流，正和一个伟大的契机相遇。“洛阳
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回”的期盼，必
将迎来“水碧山青浑如画，请君只看洛阳
城”的崭新时代。

河洛大地广袤辽阔，河洛流域蕴藏着
的历史文化又是如此丰饶厚重、细密绵
长，远非《河洛水韵》区区百万之言所能穷
尽。岁月如河水流过，历史的记忆渗透在
河流两岸，那么多的村庄、渡口，那么多的
支流、溪涧，为我们留下了继续翻阅解读
的索引和题目。9

一本全面记述老一辈漫画大师方成先生艺术人生的
传记类图书——《百年方成》，近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
版。该书采用编年体行进的方式，全面追述了方成的艺术
成长经历，在内容创作上，融入了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将
方成的人生纳入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漫画史中去
写，并以漫画家的视角，对方成的代表作和关键人生选择，
作出点评。9

□文南

一 套 汇 集 中 外
120 位不同国别、不
同行业、不同文化背
景的中国改革开放亲
历者讲述的故事，展
现一部“真实、立体、
全面”的改革开放史
记的丛书“我的四十
年”，日前正式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四十
年四十人》《四十年来
家国》《亲历中国四十
年》等三本图书。

丛 书 分 别 由 40
位中国人、40位海外华人和40位在中国工作、生活、创业的
外国人，讲述自己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人生经历，以120
部真实、生动、丰富、独特的“个人史”，全景式展现中国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与全球意义。丛书由中央党校原校
务委员、著名理论家韩庆祥教授主编。他在丛书《总序》中
指出，从茫茫人海中征集到的这120个人的故事，汇集到一
起，可以映见无数个人命运的发展改变，映见四十年来鼓荡
的时代大潮和宏伟的壮丽史篇；也可以映见中国的改革开
放发展史，不是一条平静的“内流河”，而是时刻与全球经济
交融激荡的“世界性洋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评价道，“我的四
十年”丛书以鲜活真实的“个人史”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伟大成就，将个人的发展放在时代大潮与改革开放的大局
中，将中国放在全球发展的坐标中进行观照，从故事中的中
外文化交流，从中国人、海外华人和外国人的经历、感受中，
能清晰地看出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变化，中国道
路与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9

□吕冠兰

《一百年很长吗》是近期上映的一部国产
纪录片，也是导演萧寒继《喜马拉雅天梯》和
《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的第三部院线电影。

三部电影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
都是纪录片，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平凡故
事。如果说《喜马拉雅天梯》表现了高山向导
对雪山的坚守，《我在故宫修文物》表现了故
宫工匠对文物的坚守，那么《一百年很长吗》
表现的则是普通人对梦想的坚守。

影片中，主人公年轻的小伙子黄忠坚痴
迷佛山的蔡李佛拳和舞狮，年迈的维吾尔族
老人阿合特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马鞍子。黄
忠坚的梦想是回乡在村里开一家武馆，教授
孩子们武术和舞狮；阿合特的梦想是能够将
儿子欠下的债还完，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
活。《一百年很长吗》展现的便是一年之中这
两个普通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一年，是他
们人生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
之中，黄忠坚结婚、生子，完成了自己人生之
中的两件大事；阿合特老人通过制作马鞍子，
一点一点向梦想靠拢。

正如片名的拷问：一百年很长吗？对于
我们每个人来说，一百年很长，因为那是长长
的一辈子，然而，一百年又很短，一天天过去，
一年年过去，光阴荏苒，从牙牙学语的孩童转
眼到血气方刚的青年，再到一心奔波的中年，
转眼又是行将就木的老年。

就像影片的两个主人公，黄忠坚和阿合
特，一个青年，一个老年，依然在生活的磨砺
中坚韧前行。有了对梦想的坚持，生活便有
了亮色。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百年太短，逝
者如斯。无论怎样，都不能失去对生活的信
心，都不能失掉追求梦想的勇气。《一百年很
长吗》让我们看到生之艰难，更让我们找到前
行的动力。9

一部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洛阳域内

所有河流的大型文化书系《河洛水

韵》，今年 5 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这部河流文化大书全套共 130

万字，收录了洛阳 86 位作者的 128

篇文章(另有古诗注一册)、400余幅

图片，对发源和流经洛阳的所有河流

在实地考察采风的基础上予以散文化

书写。12月 1日，该书系首发式暨研

讨会在洛阳市举行，洛阳市有关单位

和五十多位来自郑州、三门峡、南阳、

平顶山、陕西洛南等地的专家、学者，

从不同角度阐述和挖掘了该书系的多

重意义，对该书系的文学和学术价值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洛阳文化

界对流经和发源于洛阳的诸条母亲河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探访考察和解读写

作，是对河洛地区河流现状和历史文

化的全面梳理和展示，是新时代的“水

经注”，是一项在文学创作和河洛文化

研究领域均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文化

成果。《河洛水韵》书系的面世，不仅

将对洛阳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

持，而且也会对河南文艺工作者在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创作出精品力作

等带来启示。

本文是该书系主编张文欣先生在

《河洛水韵》面世之际对该书系创作、

编纂历程及时代背景和文化意义的介

绍。

书写新时代洛阳的书写新时代洛阳的““水经注水经注””

《中国合伙人》：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坚守与前行
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有初心，践行初
心便能凯歌行进，偏离初心难免误入歧途。本书是
一部政论散文集，作者以生动细腻的文学笔触，梳理
了个人、政党和国家的初心。

党的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该书以浙江湖州安吉余村为
基点，延展至安吉、湖州乃至全浙江，通过报告文学的
形式生动反映余村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
不移地举生态旗、打生态牌、走生态路的故事。9

120个人的故事
映现中国发展

微书话

《河洛水韵》，张文欣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