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精彩周末/读书观影│192018年 12月 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大明hnrbdsgy@sina.com

书影来风

□郭一默

上周末，由华裔导演温子仁执导，杰森·
莫玛、艾梅柏·希尔德、妮可·基德曼等联合

主演的动作奇幻片《海王》登陆中国院线。

比北美地区上映时间早了整整两周的“礼

遇”行为，收获的是不菲的回报：首日以 1.53

亿元人民币获得单日票房冠军（不包括午夜

场票房），截至本周四累计票房达 8.86 亿元

人民币。

继“老冤家”漫威漫画（Marvel Comics）

推出《毒液：致命守护者》《蚁人 2：黄蜂女现

身》风靡全球之后不久，《海王》可谓为 DC

漫画（Detective Comics）打了场漂亮的翻身

仗。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灯塔守护人与亚

特拉蒂斯女王生下的儿子——亚瑟·库里认

识到家族血脉真谛，和湄拉一同寻回失落的

三叉戟，并阻止同母异父的兄弟、海洋领主

奥姆对人类发动战争的故事。

不难想象，本片与古希腊传说中“失落

的文明”——沉入大西洋海底的亚特兰蒂斯

大陆有那么一丝渊源。片中出现的书籍《敦

威治恐怖事件》、灯塔水晶球上的“H·P·洛

夫克拉夫特”字样以及守护三叉戟的巨型触

手 怪 兽 形 象 ，也 昭 示 本 片 流 淌 着 克 苏 鲁

（Cthulhu）神话的血液。对同样脱胎于这一

神话体系的影片《水形物语》有印象的观众

在观看《海王》时，或许会在一些瞬间感到似

曾相识。

星罗棋布、绚丽夺目的海底古城，千姿

百态、五彩斑斓的奇人异兽，传统冷兵器和

高科技武器交织的海底战争，无疑是本片最

大的看点。《海王》的特效不可谓不炫目，一

些大场面更是让人有血脉贲张的感觉。但

同时，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比如剧情和台

词套路化明显、缺乏新意，主要人物形象塑

造得比较单薄、性格不够丰满，很难让人对

角色的个性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片中的

一些场景难免让观众质疑它对其他影片的

“模仿”，比如争夺王位的设定有点儿像《黑

豹》，寻找三叉戟的过程像是《夺宝奇兵》，海

沟族生物追击主人公的桥段像极了《黑客帝

国 3》，地心藏海中出现的恐龙则让人想起

《侏罗纪公园》……

不过，尽管如此，《海王》的整体表现仍

在及格线之上，还远远不到“失控”的程度，

在特效的加持下，收获较好的口碑也并不让

人意外。诚然，如果剥离特效，《海王》会变

成另一种样子——就像在迪厅里突然停掉

音乐，在舞池中疯狂扭动腰肢的人们会显得

很可笑。但这种假设并无太大必要。毕竟，

视听上的享受、和别人一起大呼过瘾的热闹

氛围，也是我们选择走进影院观看电影的重

要原因。7

《海王》：特效掩饰了短板

本周，国产历史剧情片《照相
师》、传记片《黄大年》、爱情片
《缘·梦》等开始上映。周末，国外
影片《网络谜踪》《印度合伙人》
《龙猫》等将登陆我国院线。

（本报综合）

在 1994 年举行的第 51 届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上，由姜文导演，夏雨、宁
静、陶虹、耿乐等主演的影片《阳光灿烂
的日子》提名金狮奖，不到20岁的夏雨
更是凭借此片获得影帝。影片改编自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讲述了一群生
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在耀眼的阳光
与遍地的红旗之下，经历爱情、革命和
成长的青春故事。

有评论指出，片中大大小小的角色
都鲜活可信，气氛渲染更是让人难忘：
彷徨苦闷的少年在屋顶上不停地走
动，《乡村骑士间奏曲 》《莫斯科郊外
的晚上》等配乐和插曲被运用得恰到
好处，大面积的过曝镜头让银幕上充
斥着阳光的味道，满满的雄性荷尔蒙

气息也自这部影片开始成为姜文标志
性的电影符号。多年之后，美国《时
代》周刊仍不吝赞美之词：《阳光灿烂
的日子》堪称 1994年度全世界令人赞
绝、至今仍渴望观看的影片之一，它是
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中国电
影，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跨入了
一个新的时代。

就在同一年，在第 47届戛纳国际
电影节上，张艺谋导演的《活着》获得评
审团大奖，主演之一葛优获得影帝。在
中国香港和台湾，当年推出的《东邪西
毒》《重庆森林》《大话西游》《饮食男女》
等片，同样成为影史经典。

回望1994，那一年，阳光灿烂。2
（赵大明 整理）

1994：阳光灿烂的日子

□黄东光

黄永玉是多才多艺的画家，也是个性
鲜明的作家。他的随笔集《太阳下的风
景》，以自述的方式回顾了自己青年和壮
年时代的浪漫与坎坷，详细介绍了其与沈
从文、聂绀弩、华君武等人的往来交集。
书中还附有黄永玉绘制的多幅插图以及
珍贵的私家照片。跌宕起伏的生命际遇，
潇洒旷达的人格魅力，展现在一行行幽默
朴实的文字之间，带给人绵绵不绝的艺术
哲思。

书中，黄永玉讲述了自己 12岁离开家
乡辗转各地，学木刻、研习绘画，通过饱览

“社会这本读不完的大书”，去体察世态人
情、感知人性人心、领略人生风景的故
事。从当初用布团子代替油墨滚子、锅烟
调熟桐油代替油墨，到克服一切困难发奋
学习木刻；从浪迹天涯得到无数好心人的
指点和帮助，到对各艺术门类的广泛涉
及；从一次次挺过生活的磨难和艰辛，到

迎来文艺创作上的全面井喷——成长的历
程中，黄永玉一路感受着人间的温暖。年
少漂泊异乡，是一对善良的夫妇热情收留
了他，鼓励他多读书。两年时光里，黄永
玉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艺术经典。书
本拓宽了他的眼界，打开了他的胸襟，让
他在品读社会这本“大书”时斗志昂扬。
即使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日子里，他也丝
毫不失大度。有一次，一个受人指使的小
伙子拿着鞭子抽了他 200多下，他的衣服
成了血衣。但他没有辩解，也没有回击，
而是默默记下了这个数字，在心里始终坚
信“生活会好起来的”。谈起这些，黄永玉
不无感慨地说：“自己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
靠书本支持信念。”

在回忆与众多“大咖”交往的篇章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与表叔沈从文之间的
温情故事。从小时候直呼“你是从北京来
的”，到年纪稍长开始似懂非懂地赏读沈
从文的作品，可以说，是沈从文的精神力
量一直鼓舞和鞭策着黄永玉向更高更广

的艺术领域驰骋。书中，黄永玉真实还原
了沈从文人生中的一些精彩片段。比如
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生活没有着落，在一

个雪夜，是郁达夫救济了他，并热切鼓励
他不要放下手中的笔，感动得沈从文伏在
桌上无声地哭了……再如，有一年，沈从
文听从黄永玉之劝，回到家乡凤凰小住了
一段。多年后的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
地拉着黄永玉的手说：“谢谢你，让我回了
趟凤凰！”这些描写将沈从文重情重义的
一面尽遣笔端，一位文学大师的真性情也
跃然纸上。

书中，也不乏黄永玉游走各地参观他
人作品、感知民间艺术留下的所思所想。
在华君武的漫画前，他称赞幽默感“是判断
一个伟大民族智慧和气质的尺度，是人类
生活和道德的酒曲。”进而，他认为一个真
正的漫画家应该把笔触瞄准社会和历史，
用真诚和良善去针砭时弊，才不负自己庄
严的使命。

黄永玉曾被人称为“老顽童”，生活中，
他秉持着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人生态
度。他用人生实践告诉我们，暖阳朗照下
的风景，一定美不胜收。7

太阳下的风景

□李晋

《半个父亲在疼》是作家庞余亮所著的
散文集，亦是书中核心之作的标题。这篇同
题文章写的是作者的父亲因中风半身不遂
后，他照料父亲的整个细密过程。夜里，听
母亲说父亲“不行了”，他赶紧冲到父亲床
前，握住父亲两只手，但没有反应。再挠父
亲左脚心，父亲腿一缩，“父亲怕痒，父亲还
没死。”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说里，暗藏着揪
心与隐痛。

文中穿插着作者的回忆，他想到了父亲
之前的堂堂仪表，想到了父亲第一次带他看
电影、去澡堂洗澡、吃豆腐脑……在父亲突然
离世后，他又不甘心地再次用挠痒的方式希
望能唤醒父亲，但却回天无力。泪光中，作者
自责：“他多少次想让我教他走路，我都嘲笑

他，”今后“再也没有父亲叫了”。后来，每当
看到有中风老人在路上艰难行走，作者都会
上前扶一扶，或目送他们努力地走远。这种
善举，或许是怀念父亲最好的方式。

除了这篇作品，全书还收录了《原谅》
《有关老韭菜的前因后果》《糖做的年》《永记
蔷薇花》等四十篇文章。在庞余亮的描述
中，父亲很另类：不识字，“心情不好的时候
多于好的时候。”做农活时，孩子被“洋辣子”
蜇痛胳膊而大哭时，他没有像大多数父亲一
样安慰孩子，反而把“洋辣子”狠狠地按在孩
子胳膊上，让孩子感受无数的疼痒。这样的
父亲，似乎是子女心理阴影的制造者，并无
太多书写价值，但庞余亮却发现了父子矛盾
对立中的可取之处，发现了父亲潜意识中的
舐犊之情。

在第一章引首中，他写道，“我写下的父

亲仅是我眼中的父亲，完整的父亲在天上。”
他表述的父亲形象，真实得几近冰冷，但行文
间却时有温暖显现，这是生活与文学结合后
展现出的独特的精神力量。

被这部作品感动的，有作家韩少功，他评
述道：“以穿心的细节写出了父与子之间的疼
痛与悲哀。”一篇篇用心浇灌的文字，不仅是
庞余亮为怀念父亲而写就，更是他守望生命
的一种方式。他的守望如灯塔一般醒目，吸
引着读者置身人性的光芒之下，以宁静的心
感受人间真情。

文学的造诣，往往和作者人生的丰富度
成正比。在本书中，庞余亮写出了对生活的
独特观感，解答了父爱的无限方程式。它既
有文学上的审美特性，又有积极的社会教育
功效。它还蕴含着善意的提醒——珍惜与父
辈在一起的时光，莫给今生留下遗憾。7

半个父亲在疼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杨亮

近年来，元代文学研究蓬勃发展。随着《全元文》《全元
诗》的整理出版，元代文学研究更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
一。今年 9月，河南大学教授张进德与山西大学教授田同
旭合作完成的《郝经集编年校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郝经（公元 1223—1275年），元初名儒，生于许州临颍
城皋镇（今河南许昌境内）。他是元代文学中的重要人物，
其政治主张、史学观念以及理学思想、诗文创作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明清时期，《郝经集》不断被翻刻、重印，版本复
杂。新近出版的《郝经集编年校笺》，校勘精良，不仅改正了
以前流传各版本的诸多错误，且将历代流传的年谱、序跋、
附录一并辑入。作者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每个字的校改
以及细微的差异都有详细考证。如卷一《铜雀台赋》一篇，
作者没有擅自改动，而是保留原貌，并记载了明代“正德本”
和其他各本的差别，为他人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基础。

全书的笺释，亦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如卷八
《听角行》，是寄给宋末元初大儒赵复的诗。赵复没有留下
单独著作，因此，有关赵复的交往考证是一大难点。通过这
首诗，作者考证出郝经与赵复有过密切交往，揭示出南方

“朱子学”在北传过程中的学术脉络。
在研究中，作者侧重于对郝经生平与交游的把握，在每

首诗、每篇文章的考证中，都注重考察其作品的系年与行
实。如名篇《答友人论文法书》，原文中，郝经没有标明具体
的写作时间，但是作者根据行文和前后各篇，考证出此文为
郝经寓居保定期间所作。

本书是一部汇集郝经作品的编年笺证、正文点校、版本
校勘等于一体的集大成之作，可为推进郝经的深入研究提
供一个可靠的版本。其最有创新之处，是前言之外又有一
个纲领，以及后附的年谱和对元明清以来诸家相关研究著
作的整理。

本书深化了对元代史学、文学、理学的研究，对元代作
家的文集整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的整理与出版，对
我省的古籍整理事业有着示范和推动作用。7

《郝经集编年校笺》出版

《河南法制报》总编辑、作家李东红撰写的《写给母亲的
52封信》，日前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去年春天开始，作者每周给远在天堂的母亲写一封信，
记录母亲的点点滴滴，述说对母亲的思念，展现母亲的善
良、坚强和宽容，一年时间写了 52 封，语言朴实，情感真
挚。信中所述，都是母子间居家过日子时的家常话、琐碎的
家务事，比如写到了农田里的艰辛劳作、照顾患病卧床的父
亲、煤油灯下的缝缝补补、充溢着母爱的鸡蛋面汤、大年三
十守夜的饺子、寒夜里为自己掖被角的那双粗糙而温暖的
手……

这些信曾在网络上感动众多网友，被称作“人生教育的
极好教材”。还有网友评论：“这虽然是作者写给自己母亲
的信，却体现了全天下所有母亲的平凡和伟大。”温馨而平
实的文字中，透出的是普通中国人可贵的家庭温情。7

近日，作家张向持的长篇报告文学《根基——“西姜
寨现象”启示录》首发式在郑州举行，省内相关专家、作
家、评论家，以及省会各界人士、开封西姜寨乡群众代表
莅临会场。

本书由南方出版社出版，以近50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位
于豫东黄河岸边的西姜寨乡近年来从干部队伍作风涣散的

“上访之乡”一跃成为“红豆杉之乡”“中原水乡”“孝道之乡”
并获本省、全国“美丽乡村”称号的巨大变化。书中反映的

“西姜寨现象”，是基层村镇不同时期、不同景象的真实写
照，也是作者深入乡村两年多倾心倾力记录、思考的成果。
与会者认为，《根基》是一部题材新颖、主题鲜明、结构严谨，
有情怀、有激情、有文采的报告文学作品。

此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北京为该书举行了研讨
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认为，
中国文学正从传统的乡村书写转向城市书写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书写，《根基》的意义超出了文学本身，为中国新农村建
设提供了一个样本。

作为军旅作家，张向持笔触多年不移老家河南，曾创作
《解读中原》《黄牛千里行》《中国烟民》《圣殿》等作品。7

《根基》在郑首发

写给母亲的52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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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父亲在疼》，作者：庞余
亮，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太阳下的风景》，作者：黄永玉，
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8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