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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实苦 但请足够相信》
蒋子龙 著

出版单位：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2月

蒋子龙是上世纪 8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改革文
学”作家代表，他的散文真挚淳朴，总能给人一种很
正面、很积极的引导。他本人对生活也始终葆有热
情。《人生实苦 但请足够相信》是他的一部新出版的
文集，荟萃了他执笔 40年来的优质散文随笔，这些
文章或写人生经历，或谈生命哲思，或表明对某种生
活状况的情感态度，像一面面镜子，让人从中看到自
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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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遗物》
连忠诚 著

出版单位：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10月

本书为出生于豫南的警营作家连忠诚的一部非
虚构文集，作者从村落到城市，行走上万公里，在书
中记录了36个老故事，阐述村落的变迁、城市的快速
推进。村庄的遗物，是老匠人远去的面影，老物件的
岁月挽歌。他们曾是故土的守望者、远行游子的心
底牵挂。全书以非虚构写作，深情讲述了一个时代、
一段岁月留给人们的无尽思考和心灵悸动。9

一本多篇幅介绍波兰历史、文化、教育、艺术、经济、旅
游及波中文化交流等各方面情况的书《四季波兰》，日前由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设计精美、装帧雅致。30多
万字的篇幅，数百幅精美照片，以鲜活生动的细节和优美流
畅的文字，在诉说历史的同时，描绘当代，展望未来，感受文
化，给读者带来欣悦的阅读体验。

地处欧洲心脏的波兰，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随
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波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四
季波兰》的作者是高级记者、作家、摄影家杜京，这也是她撰
写的第三本介绍波兰文化的书籍。杜京多次去过波兰，对
波兰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十分关注，此次她选取了一个
颇为别致的视角，借一年四季的变化体现波兰的如画风景
和多彩生活，展示波兰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她采访
过波兰多位国家领导人、外交官、艺术家和众多平凡的普通
人，一点一滴地记录下他们对本职工作的热忱投入及精神
追求；悉心聆听肖邦感人肺腑的音乐，用心灵感受其内在的
艺术魅力与精神活力。

波兰文化包容内敛、典雅蕴藉，蕴藏着百折不挠、坚韧
不拔的精神特质，也融入每一个波兰人的血脉中。在杜京
的眼里，波兰的格调不仅朦胧而婉约，而且清晰而生动；波
兰的哀愁气息是淡淡的，也是美丽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社
长王平说，杜京的波兰讲述不仅反映了她本人对波兰文化
的深厚感情，也开启了另一扇窗户，让波兰文化以更为直
接、更为感性的方式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让中波文化有一
次别开生面的、深入心灵的对话与交流。

日前，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向杜京女士颁发
波兰共和国“杰出贡献勋章”典礼暨《四季波兰》新书首发
式。波兰杰出贡献勋章旨在表彰为波兰在国际地位的提升
及与各国友好交往，促进和平友谊，文化交流中作出杰出贡
献的个人或组织。9 （陈炜）

□张彩红

中原出版集团的耿相新先生所著《汉
籍西传行记》一书，是以汉籍西传尤其是在
欧洲的传播为视角，勾勒出的一部中国古
代书籍的“西行漫记”。

全书由“欧藏中文文献散记”“汉籍英
伦行记”“《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三章组
成。

第一章“欧藏中文文献散记”，大致梳
理了意大利、荷兰、德国等国汉籍典藏的基
本情况。第二章“汉籍英伦行记”，详尽介
绍英国自13世纪以来获知中国书籍和信息
的主要渠道、重要人物、书籍要目、交流成
效等，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揭幕、展演、推
进过程于此可见，且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大致反映了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基本历
程。第三章则单独选取中国经典蒙学读物
《三字经》，通过对拉丁文、英文、俄文、德文
等不同语种《三字经》的西译动因、延伸拓
展、版本流传、功能作用等的分析，对西方
传教士为翻译《三字经》作出的贡献予以肯
定，对被西方人视为“小型百科全书”“儿童
百科全书”的《三字经》西译本在沟通中西
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在我看来，此书最具启示意义、最有价
值之处，至少有以下三点：

首先，史料钩沉极显功力。
除书中第一章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

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克虏伯档
案馆等馆藏的汉籍所做的一般性知识普及
性介绍外，其他如对梵蒂冈图书馆中的“蒙
突奇旧藏”，则从两个方面进行详细陈述：
其一，对蒙突奇（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
期意大利汉学家）所购48种汉文书籍，都给
予列序编号，明确书名、分类、出处、附录、
注释、刻本、版次等，信息丰富，如：“509.《新
出对象蒙古杂字》，汉-蒙词汇。北京宏文
阁版。带插图，55页，1700年左右民间刻
本”；其二，对蒙突奇为编写辞书所购的西
文辞书手写本，也从著者、装帧、版本、来源
等进行列项，信息翔实，如：“406.《汉语拉丁
语词典》，广州西班牙传教会编，对开本，封
面为精装红色摩洛哥皮，原属克拉普罗特
所藏”。

上述仅为书中一例，更多如对 17世纪
以来伦敦所出版的中国主题书籍的搜集、
对19世纪英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英文著作
的析分等，同样资料健全、书目明晰。

这种梳理看似简单列举，实则投射出
作者极为丰厚的学术涵养，如无对中国古
籍的高度熟稔、对海外馆藏汉籍的深刻研
知，断不能从海外海量馆藏的汉籍文献中
搜罗经典真迹、藏本刻本，更别说慧眼识
珠、得见珍品。如此“珍馐佳肴”般的书籍，
对有志于进行海外馆藏汉籍研究的学人，
是提供了一部稀有罕见的史料。

其次，出版情怀心系志在。
从本书著述体例看，前两章为日记体

记述。“欧藏中文文献散记”为作者 2012年
10月 2日至 11日出访欧洲并参加“欧洲藏
中国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日志，“汉籍
英伦行记”为作者 2014年 6月 24日至 7月
8日出访英国的日记。从中读到：作者出行
随身带着《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
列传及著作目录》《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

等图书；拜访梵蒂冈图书馆时积极与对方
洽谈出版与合作方式；研讨会上高度关注
欧藏汉籍文献；即便偶有闲暇，仍马不停蹄
奔波于当地书店书市，以期觅得欧洲图书
馆馆史类、书籍史类书籍……由此可见作
者之于出版的热忱、痴心、志念和情不自
已。只因作为出版人，作者的眼光乃始终
落于书册，希冀每次出行都能生成具有重
大出版意义与价值的选题与图书，以尽出
版人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绵薄之力。

再次，治学从业互为精进。
从职业角度划分，作者是一位出版人；

从学术领域看，作者又为知名学者。作为
一名出版人，除具备政治认知、选题策划、
语言文字、社会活动、审美判断、信息感知
等基本能力外，还须志向高远，博采众长，
兼具专家杂家二重身份。如此，职业价值
与事业理想才能互为精进、学术研究与出
版编辑才可互助互长，经久为之，才能逐渐
形成与高端学者、知名专家对话清谈的能
力，借此发现一流作者、策划优质图书、打
造品牌书籍，最终实现成为名牌编辑与知
名学者的理想。

时下的出版业内，对大多数普通编辑
而言，仅仅完成职业所赋予的特定命题已
觉肩荷重担，再得闲空进行学术研究，会感
到力不从心。而作为一位俯首出版领域三
十余年的出版人兼学者，作者的耕耘经历
及体现在《汉籍西传行记》一书中的学术成
就，或可启悟开智他的同侪和后来人。9

□王珉

如今的国产 IP电影，展现的不总是娱乐和消遣性，正如
魔幻爱情喜剧《天气预爆》，借助神仙的盔甲，在嬉笑怒骂中，
挖掘的是小人物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也反讽了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的经济社会的弊端。

《天气预爆》具有新颖幽默、颠覆传统之意象，正如片中多
次穿插的熟悉的天气预报背景乐。片名将“报”改为谐音

“爆”，寓意神仙被贬下凡，在城市发生一系列火爆事件——身
兼编剧、导演和主演三职的肖央饰演的凡人马乐，被从天上下
凡的寿星砸晕，并误吸了寿星的仙气成为金刚铁骨，阴差阳错
中，他为了消除雾霾，和寿星一起召集被贬人间的风雨电三
神，一起抵抗原雷神拯救世界。

该片的创意、风格和叙事特征，属于中国传统神话和现实世
界的结合，消弭了神仙与普通人的距离感。每位神或人，都是因
缘巧合加入团队。内容方面，马乐和寿星寻找神仙队友，磨合作
战阵容，擦出爱情火花，经历生死磨难，最终战胜原雷神。

电影以荒诞的手法，讲述人神笑闹的无厘头故事，原雷神
和新晋雷神马乐，一正一邪，碰撞出戏剧性和喜剧感，阐述了小
人物也有大能量的现实意义。导演肖央的创作意图中，也有当
年“老男孩”重新登台、寻找梦想的初衷，有以此拭去都市人身
上城市病的人文关怀。其中，雨神的秃头焦虑症、风神的原生
家庭危机感和电母的社交恐惧症，都和现代都市人的负面情绪
不谋而合。与此同时，雾霾经常笼罩中国大片地区，在一定程
度上，内心的焦虑和污染的天气，都在影响着人们的心情。

将日常生活中一系列热点事物和舆论事件融合到故事
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和精髓融入整个构架中，试图抓
住观众的同理心，无疑是《天气预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策
略，只是其喜剧桥段、各路神仙的当代服饰和对白特色，带有
明显的无厘头混搭特征，很容易与古典风格相冲，另外，该片
将岳云鹏的相声风格糅合小品段子，不无装疯卖傻之嫌的表
演，依托庸俗笑点、烂俗台词和夸张表演博眼球，在很多桥段
上都易让观众出戏。9

□言他

作为漫威与索尼合作首次推出
的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贺岁档进口
大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在漫威英
雄电影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自然不言
而喻，而回到动画本身，它也存在不
少可圈可点之处。

主角迈尔斯的父亲是一位警
官，母亲则是一名工作勤奋的护
士。慈爱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成就非
常自豪，也希望他能够融入优秀的
新学校并在这里取得成功，但迈尔
斯却只想在原先的普通学校做一名
普通学生，父母的不理解与不适应
的精英学校快节奏生活使迈尔斯转
而求助于像街头混混一样的叔叔艾
伦。在两人一次涂鸦的过程中，迈
尔斯被一只放射性蜘蛛咬伤，从此
获得了超能力。与此同时，城市里
犯罪头目金并已经建立起一台超级
对撞机，这台对撞机开启了通往其
他宇宙的时空通道，来自其他宇
宙、不同版本的蜘蛛侠来到了迈尔
斯所在的世界。在这些新老角色的
帮助下，迈尔斯慢慢学习、逐渐接

受挑战，他最终意识到，任何人都
可以戴上超级英雄的面具，为正义
而战……

乍一看依然是超级英雄在爱与
挑战中拯救世界的老套剧情，但在

“平行宇宙”的概念下，动画这一表现
形式，不仅打破了次元壁，还打破了
漫画与动画电影的艺术界限，赋予了
电影想象空间、视觉调度及美术设计
上的更多可能，可谓蜘蛛侠系列中集
想象力、美术色彩与配乐于一身的上
乘作品。不同于以往的超级英雄真
人电影，动画电影以 CG作画为底，
保留了漫画中的对话框、漫画分格、
手绘线条阴影线、涂鸦来竭力还原漫
画感，并最大限度地呈现了漫画中明
亮绚丽的色彩，配合节奏感流畅的配
乐，观众收获了戴着耳机看漫画书的
观影快感。

回到脑洞大开的“平行宇宙”概
念上来，迈尔斯亲眼见证初代蜘蛛
侠彼得·帕克死亡并被临危受命传
承蜘蛛侠英雄使命的同时，被金并
开启的对撞机使不同时空发生了交
错重叠，生活在另外五个平行宇宙
的蜘蛛侠（女蜘蛛侠格温、暗影蜘蛛

侠、机甲女孩潘妮、蜘猪侠、肥宅版
中年蜘蛛侠彼得·帕克）纷纷现身，
在这里六位蜘蛛侠所代表的多元文
化集中出现于一部影片中，也赋予
了影片更多的社会意义。

主题表达上影片也回归到了最
初蜘蛛侠的角色设定，作为第一个
青少年超级英雄，斯坦·李在创造这
一角色时为青少年提供的圆梦机
会、青春期的叛逆、父母的不理解都
在影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
如他在影片中客串商店销售员时所
说的一样，“蜘蛛侠的衣服适合每一
个人，你穿上它的时候总会合身
的”。获得超能力却无法正常使用
的迈尔斯在经历了叔叔艾伦的背叛
与死亡、自我怀疑、家人的理解后日
渐成长，在五位蜘蛛侠的指导下坚
定信念，追寻自我价值，最终从普通
人成长为勇于承担责任的超级英
雄。电影从角色的孤独与成长出
发，励志却不空洞地诠释蜘蛛侠系
列的母题，并赋予了其全新的故事
情节和视觉设计，而漫威与索尼对
于原作的坚持和创新的不懈努力，
最终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印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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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西传的汉籍西传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

《海王》《蜘蛛侠：平行宇宙》《武
林怪兽》《天气预爆》……2018 年末
开启的贺岁档，进口大片与国产片同
台竞技，类型也从以往单一的喜剧，
逐步扩展到多元化，多部奇幻、喜剧
和动画电影热映，在营造欢乐氛围的
同时，让观众感受到了新年的新气象。

尽管票房很重要，但票房不是评
判电影的唯一标准，更值得关注的，
是票房背后影片表达的意涵及完成
度。本期观影，选评其中两部影片。

《天气预爆》

借助神仙的盔甲
嬉笑怒骂

《蜘蛛侠：平行宇宙》

漫改电影的典范

周末侃影

《汉籍西传行记》，耿相新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 10月出版

《四季波兰》，杜京著，中国书
籍出版社2018年 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