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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本书收录了由余光中、梁实秋、林
海音、柏杨等知名作家领衔的华语百

年散文名家之作。他们用文字写下心底思
念的家人、日夜回忆的故乡、曾经陪伴的朋
友以及逝去岁月里的真挚感情。只要记忆
的河流不止息，人就可以诗意地存在。字
里行间的人生真味，让时间长河里的经典
绝响再度重生。

《就这样走到了故乡》
作者：余光中、梁实秋、林海音等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迷迷糊糊的爷爷、每逢雨天就担
心插座漏电的妈妈、半夜装神弄鬼将

爸爸吓得要死的弟弟，还有那条见人就咬的
狗……本书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大师詹姆
斯·瑟伯的经典小说集。美国《新闻周刊》称，
瑟伯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绝顶的幽默讽刺天
赋。美国作家拉塞尔·贝克称，这可能是文学
史上最简短也最优雅的自传。 （本报综合）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作者：[美]詹姆斯·瑟伯

出版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译者：陈婉容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一部探索中国文化基底的大家之
作。许倬云在文明的土壤里发掘养分，

用逐渐被遗忘的“精神余沥”，滋养当代中国
人的内心。余英时说：“本书所呈现出来的精
神生活相当全面，上起文化精英，下至普通民
众，无不包含在内。”许纪霖说：“许先生心怀
家国天下，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视野中，看到
了中国文化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文化的精神》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本书收录了黑塞的 20 篇童话作
品，涵盖其整个创作生涯。黑塞的童话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童话作品，却同时深受东
西方童话传统的影响。黑塞密切关注着周遭
发生的一切：科技的迅速发展、世界大战的爆
发、经济的腾飞和衰退……凡此种种，以及他
个人所经历的创伤、疑问和梦想，都在艺术童
话的世界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黑塞童话集》

作者：[德] 赫尔曼·黑塞

出版单位：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黄霄翎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周末侃影

电影时讯

本周三，《中国推销
员》《大微商》等国产电
影上映。到了周末，国
产奇幻动画片《白蛇：缘
起》、纪实片《燃点》以及
美国体育题材影片《德
鲁大叔》、日本犯罪悬疑
片《22 年后的自白》等
将登陆院线。

（本报综合）

□吕冠兰

近日，被好莱坞大片《大黄蜂》和《奎迪2：英雄再起》
裹挟着上映的，有一部名为《四个春天》的国产纪录片。比
起其他影片的疯狂造势，《四个春天》显得有些“落寞”。事
实上，影片本身的风格也是平淡如水，就像流过山间的小
溪，潺潺缓缓，直到远方。

《四个春天》的主角是本片导演陆庆屹的父母。陆庆
屹和哥哥在外奔波，只有过年时才能回趟家。陆庆屹用镜
头记录下回家的点点滴滴，一拍就是四年。它展现的是一
家人在四年中的变迁，尤其是过年团聚的温馨时刻。

在《四个春天》里，父亲隐忍，母亲开朗，生活的苦难在
心里，欢乐的笑容在脸上。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有趣的老
人，父亲会弹奏各种乐器，母亲随时可以唱上一曲。即便没

有孩子的陪伴，他们相濡
以沫，坚强而诗意地活
着。在孩子过年回来时，
他们会准备可口的饭菜，
和孩子聊聊家长里短。
过年之后，孩子又要远
行，父母目送他们的背影
渐行渐远……

当然，这个普通的
家庭也是有喜有悲。第
三个春天即将来临时，
导演的姐姐因病去世，
为他们带来莫大的伤
痛。贵州一带含糊不
清、若有若无的山地丧
歌，传递着不可言喻的
丧女之痛。不过，这对

父母并没有被击垮，他们在女儿的坟前种菜种树，与其说
是无奈接受命运，不如说是生之坚强。

他们的坚强还体现在：父亲表现出对新事物的强烈兴
趣，母亲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编成歌。他们写毛笔字，养蜜
蜂，使用智能手机，利用微信聊视频，玩得不亦乐乎，这种
积极的人生态度令人备受鼓舞。苦难已在身后，未来还在
前方，年近八十的老人展现出的生活理念，让人动容。

正是在父母的影响下，导演陆庆屹也在坚强地活着。
作为“北漂”，他做过生意，做过足球运动员和摄影师，自得
其乐。每年回乡，他都用镜头记录着对家的眷恋。正是这
种眷恋，支撑他拍了四年。这种看似无心之举，带给观众
的却是最深沉的感动。

岁末年初，春天不远。别在家宴上缺席，别让父母孤
独等待。7

□思衣谷

近日，由毕赣自编自导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国
内上映。片中，罗纮武（黄觉 饰）因父亲离世再次回到贵
州。12年前，好友白猫（李鸿其 饰）被杀，罗纮武在追查
凶手左宏元（陈永忠 饰）的过程中，被凶手的情人万绮雯
（汤唯 饰）所利用。从此以后，这个神秘的女人构成了他
所有的记忆、欲望、信念和梦魇，一段追寻之旅让他发现了

被隐藏多年的秘密。
《地球最后的夜晚》

定档2018年 12月 31日
并打出“一吻跨年”的
宣传语，或许是想营造
出一些必要的仪式感，
也让不少观众怀着观看
一部商业爱情片的期待
走进影院。然而，大部
分人失望了。

从表现手法上来
说，本片更像是毕赣前
一部作品《路边野餐》的
升级版，无论是色调、氛
围还是人物说话的腔调
和心理状态，都让人感
到似曾相识。在《路边

野餐》中，毕赣用40多分钟的长镜头展示了自己独特的电
影语言风格，在本片中则用了超过60分钟的3D长镜头营
造出一场梦境，为观众带来了非常迷幻的观影体验。但，
这样的超级长镜头，是否可以为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赋予
某种新的意义？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可以看到不少稍显多余的叙
事和特写，甚至长镜头也似乎是故意而为，为形式而形式，
忽视了技巧服务于内核的初衷。除了爱情故事，本片还糅
合了不少悬疑元素，但事实上，本片的悬疑逻辑成分被导
演有意打碎，反类型、非线性，七零八落，制造了不少混乱
感，爱情电影的浪漫也因此被边缘化和虚无化。这样表现
爱情的方式，未免让大多数观众水土不服。

和《路边野餐》一样，本片似乎也在讲述着人生中的孤
独和迷离，但却缺少了前者那种扑面而来的、淳朴而空灵
的新鲜感。因此，虽然毕赣超凡脱俗的才华毋庸置疑，但
无论对于普通观众还是相对专业的影迷来说，此片或许都
无法奉上预期中的惊喜。7

淡淡如水，返璞归真

这样的爱情，
有点儿水土不服

□许锋

位于信阳市光山县城西南 22 公里
处的大苏山，何以成为佛教名山、文化高
山？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佛教哲学史
的发展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对此，文化
学者王照权历经数十年研究，在近期出
版的《大苏山净居寺编年稿》中进行了详
细注解。

据王照权考证，大苏山与佛教结缘，
始于北齐天宝四年，梁承圣二年（公元
553年）。高僧慧思率徒行至光州，适逢
梁孝元倾覆，“前路梗塞”，遂驻足不前，
在大苏山开坛宣讲《法华经》《般若经》，
吸引了方圆百里的民众及佛教徒前往听
讲，“数年之间，归从如市”。

得益于慧思弘法，大苏山闻名天下。

23岁的智顗前往皈依，后来成为一代宗
师，创立了天台宗。“天台宗的诞生，是中
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盛事和历史转折点，也

为后世诸宗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借鉴。”
《大苏山净居寺编年稿》言：宋乾兴

元年，宋真宗赵恒御笔题额“敕赐梵天
寺”。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张耒等诗人
亦曾慕名前往，留下不少佳句名篇。

在书中，王照权将详尽考证、言出有
据的历史资料，以“编年”“纪事年表”等形
式一一列举，并历数与大苏山及净居寺相
关的历史人物、寺院规模和建筑风格、佛
事活动等，为后人研究净居寺的文化提供
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本书出版后不久，作
者病逝。这部 20万字的著作，也是一名
矢志不移、情系家乡的学者在生命的尾声
中最为辉煌灿烂的一笔。7

（《大苏山净居寺编年稿》，作者：王
照权，出版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时间：2018年 11月）

□盛夏

从39万字到74万字

2018年 12月 23日，郑州松社书店，
何弘、吴元成所著《命脉》三卷本出版分
享会举行，省内外众多评论家、作家、书
友集聚一堂，共同感受“水文明”如何影
响人类的命运。

此前，2017年 4月，何弘、吴元成所
著 39万字的《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
文明（精编本）》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迄今已四次印刷，并获多个大奖。
为何还要出版 74万字的《命脉》三卷本
（《驯水志》《移民录》《修渠记》）呢？何
弘说：“一是叙事角度有改变。精编本
是作者叙事，而三卷本中的《移民录》和
《修渠记》是口述实录。二是容量有变
化。精编本对于人类水文明，有涉及而
未展开。三卷本将其独立成卷，做了充
分阐述。相较于精编本，三卷本的客观
性、文学性、史料性等方面都有提升。”

调研采访，何弘、吴元成用了三年时
间，“丈量”了1432公里长的总干渠，跑遍
了渠水流经之地，走访了300多位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移民和相关工程建设者。

三年采访，难。一年写作，更难。好
的作品，要求勇气、谦卑、执着、智慧和感
受力。《命脉》三卷本，以个人体验式的讲
述与思辨为叙述方式，文体自由切换，给
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大视角下
的娓娓道来与深邃的思想内涵相得益
彰，使得该书的高度非同一般。

上卷《驯水志》，梳理了人类水文明发
展史。何弘说：“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
背景下认识南水北调，我们的眼光会完全
不同。”吴元成说：“采访了300多人，我们
想保留下移民最原始、最真实的东西，想

如实还原移民的过程以及移民的心理感
受，想如实地给建设者们造像。”

“跨界CP”的最美收获

何弘，省文学院院长，拥有评论家的
深邃理性；吴元成，兼诗人与记者于一
身，既充满诗人的激情，又有媒体人对还
原真实的自觉追求。两人组合，被称为

“跨界 CP”，擦出了别样的火花，创作出
了全新风格的报告文学。

分享会上，本书策划人郑雄回顾
了 出 版 经 过 ：“ 这 套 书 原 作 130 多 万
字，责编看见厚厚的稿子，既激动又有
压力。两人的田野调查，从现实进入
了历史。两人的辛勤耕耘，让历史告
诉了未来。”

专家们认为，两位作者都是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者的后代，他们的写作倾注
了深厚的情感。这套书史料性、文学性
完美结合，通过访谈实录和情景再现，
全面展示建设历程，聚焦两省移民迁徙
和生存的情感记忆，表现了众多平凡人
物奉献、牺牲、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和

博大情怀，表达了对人与水之间关系的
全新认识，是反映南水北调工程难得的
优秀作品。

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赵钢评说：“这
套书是一首抒情诗，又是一首赞美诗。
它是一首泣血的悲歌，又是一首时代的
赞歌。”

诗 人 高 金 光 也 是 淅 川 移 民 的 后
代，他写的长篇组诗《搬迁记》广为流
传。诗中说：“我的出生地/现在连根
拔去”，让人泪目。他说：“搬迁是根断
了，魂没了。对移民而言，心灵上有着
巨大磨难和挣扎。移民的奉献是伟大
的。”他认为：“大工程需要有厚重之书
与之匹配。这部书领域宽广，思维深
入，细节扎实。它是生命之书，记载着
几十万移民脉搏的跳动。它也是情感
之书，是对时代的礼赞，只有在我们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能完成这种伟
大的工程。”7

（《命脉 》三卷本，作者：何弘、吴元
成，出版单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8年9月）

书影来风

厚的，不仅是页码

40 年来，一项项巨大成就、一串串
亮丽数字的背后，挺立着中国人民顶风
冒雨的钢铁脊梁，浸润着河南人民风雨
兼程的辛勤汗水。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日前，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纂出版了《豫见·改革开放 40年》史料丛
书。这套丛书既是一副真实描绘河南
改革开放 40年沧桑巨变的瑰丽长卷，也
是一部深情讴歌党领导人民奋斗历程
的壮丽史诗。

本套丛书分上、中、下三卷，收录了
438 篇故事，总计 380 万字。它打破了
传统志书的题材和体裁限制，又吸收借
鉴了史书、志书的叙事优点，以讲故事
的方式和纪实写真的手法，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人物等诸多领域
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一个个生动场景和

精彩瞬间，以小故事讲述大历史，用小
细节呈现大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既有对改革
大事件的全景扫描，又有对改革细节的
鲜活特写，既有对改革先进群体风采的
集中展现，也有对改革先锋的深入刻
画。它的出版，对于新时代全省人民汲
取改革正能量，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
目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7

（本报记者）
（《豫见·改革开放 40年》，主编：管

仁富，出版单位：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时间：2018年 12月）

《豫见·改革开放40年》出版

回望大苏山

□郭改侠

人生如四季，春花秋月，夏风冬雪。
人生种种遭际，皆需面对。困境中，并不
是所有人都能潇洒以对，一部分人抑郁
满胸，或玩世不恭，或沉沦堕落，甚至悲
观厌世。美国心理学博士肯·林德纳，则
是一个向心魔开战的勇士。他深造于哈
佛大学，是“矛盾性格心理学”创始人，也
是知名心理咨询师。30年来，他潜心研
究怎样帮助深陷精神泥潭的人走出阴
影，并将研究成果用于实践，接受一个个
受困者的求助，帮助他们驱散人生的阴
霾，其中不乏一些名人。

在自己的著作《当时忍住就好了》
中，林德纳深刻分析了心理障碍对一个
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探讨了心理障碍出
现的根源，并提供了具体的应对方案。

书中，他列出了不少亲历的实例，如“迈
克的故事”“卡西的故事”“菲利普的坏脾
气”等，详尽地叙述了心理救援过程，并
进行了客观总结。为了便于读者理解，

他还创设了几个术语，如“情感触发器”
“财富和梦想”“能量电荷”等。

看着这些成功的案例，感受着一个个
仿若重生的灵魂，想象着他们美好的未来，
不禁为作者拍案叫绝。读完这本书，就像
是体验了一场心理救助。本书说理透彻，
生动具体，易懂易做，毫不空洞。对处于精
神困境的悲苦者，遇到此书就是一种幸运。

当然，林德纳提到的方法无法做到
放之四海而皆准，《当时忍住就好了》也
并不是救世的灵丹妙药。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本书会让不少读者进行反思，从而
更加负责地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

不辜负自己，从与林德纳对话开始，
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的时间投资。7

（《当时忍住就好了》，作者：[美] 肯·林
德纳，译者：钱峰，出版单位：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域外文谈

当时忍住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