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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如何在职场上更受欢迎？如何解
决激烈的家庭冲突？如何拿回自己的

人生掌控权？本书详细拆解了几十种人际
关系，内容覆盖自我关系、职场关系、亲密关
系、家庭关系、社交关系五个领域，教你分析
处境、管理情绪、从容出击、理性应对。作者
为知名心理咨询师、专栏作者，专注人际关
系研究与教育多年，跨学科形成了别具一格
的人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本报综合）

《掌控关系》
作者：熊太行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 1月

作者以撰写博客和专栏起家，处
女作《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曾在全球创下惊人销量纪录，其作品在中
国读者中亦有较高人气。在《时间的礼物》
中，巴克曼用冷静严肃的语调，娓娓道出一
个悲伤的故事，结尾令人热泪盈眶。故事
来自巴克曼本人的生活体验，“有时候，需
要全心投入地爱一个人，才会理解时间究
竟意味着什么。”

《时间的礼物》

作者：[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出版单位：天津人民出版社

译者：孙璐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由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费米娜文
学奖获得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作序，

全美 38位作家、编辑创意授课，内容涵盖短
篇小说写作技巧的方方面面。你将在这本书
里得到如下问题的答案：写作靠灵感就行
吗？如何让人物真实可信？对白和说话是否
一样？如何选择合适的视角？等等。从初学
者到专业者，都能通过本书获得启发、指导和
鼓励。

《短篇小说写作指南》

编者：美国《作家文摘》杂志社

译者：谢楚聿

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1月

费德里科·费里尼 (1920-1993)，
意大利艺术电影大师，被誉为二十世纪

影响最为广泛的导演之一。美国资深电影人
物传记作家夏洛特·钱德勒长期以来积极从
事电影资料的整理与保护工作，曾采访过多
位著名电影人物，并根据访谈及人物自述整
理成为精彩传记。

《小丑的流浪：费里尼自传》

作者：[意]费德里科·费里尼，

[美]夏洛特·钱德勒

译者：黄翠华

出版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跟着名家学作文

□思衣谷

翻拍自韩国《消失的女人》的国产电影《找到你》，去

年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今年元旦后上映的《“大”

人物》，亦翻拍自韩国电影《老手》。总体而言，前者略微

逊色于后者，但《“大”人物》成功地将故事融入中国社会

现实的土壤之中，很容易引起国内观众的情感共鸣。

《“大”人物》由五百导演，杨苗担任编剧，王千源、包

贝尔、王迅等主演。在本片中，一位无力维权的修车工跳

楼自杀，一场看似简单的民事纠纷背后渐渐浮现出隐

情。随着调查的深入，嫌疑目标被锁定，小刑警孙大圣将

面对反派集团的金钱诱惑、顶头上司的警告劝阻、家人性

命遭受威胁，一场力量悬殊的正邪较量就此展开。

导演五百曾拍摄《心理罪》等知名网剧作品，擅长“放

长线钓大鱼”，推理环环相扣，悬疑风格出彩。而在本片

中，受限于电影篇幅，他去长取短，没有过度纠结于罪案

推理过程，而是干脆利落地讲述正反派之间的智勇博弈

故事。孙大圣一角的扮演者王千源也没有让观众的期待

落空。此前，他在《钢的琴》《太平轮》《解救吾先生》等片

中的表演张力十足，颇获认可，而在本片中，王千源表现

得更加克制内敛、收放自如。

说到本土化改编，本片也是诚意满满，对耳熟能详的

民生话题表现充分，部分剧情和场景甚至极具先锋色

彩。其中的动作戏也很有卖点，观众可以看到拳拳相搏、

疯狂飙车等。此外，《“大”人物》也很好地兼顾了观众的

观影情绪和心理节奏，“隐忍”和“爆发”总能拿捏到位，让

人充满观影快感。

虽说本片在票房和影响力等方面不能比肩同为写实

题材的《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作品，但也属于中上

乘之作，值得关注。其实对于翻拍片来说，秉着“招数不

怕老，管用就行”的精神，如能在原版基础上很好地进行

本土化再创作，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制作方式。7

《“大”人物》：老招数，挺管用

这几年，对于中国
电影市场来说，“春节
档 ”无 疑 成 了“ 香 饽
饽”。资料显示，去年的
春节档影片单月总票房
突破 100 亿元人民币，
大 年 初 一 更 以 单 日
12.6 亿元票房完美收
官。一些业内人士预
测，今年的春节档爆发
力将会更加惊人，单日
票房或将突破 15 亿元
人民币。

当然，观众是越来
越理智的，票房能否实
现突破也越来越取决于
影片质量本身——去年的《红海行动》从排片率不高的“第
三梯队”一路攀升，就是很好的例子。到了今年，梳理之下
不难发现，春节档推出的几部影片，让人有理由充满期待。

对于不少影迷来说，“宁浩”二字无疑就是品质保
证。由宁浩导演，当红演员黄渤、沈腾主演的《疯狂的外
星人》，会不会带来惊喜？同样由沈腾主演的《飞驰人
生》，会不会让导演韩寒再次实现逆袭？由周星驰导演，
王宝强、鄂靖文等主演的《新喜剧之王》，是否依然具有强
大的号召力？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流浪地球》，能
否如愿扛起“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的大旗？凭借宣传
短片《啥是佩奇》一夜之间实现“全民转发”的《小猪佩奇
过大年》，能否打败《熊出没》系列、创造出票房奇迹？

有人说，今年的春节档，就像是“王牌对王牌”。结果
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7 （本报综合）

周末侃影

电影时讯

□刘昌宇

新近出版的《八百米故乡》，是当
代作家苏童的散文集。在书中，作者
以细腻唯美的语言，娓娓叙说着属于
江南水乡的喜怒哀乐，为故乡镀上了
一层温暖的亮色。

全书共分三辑。在第一辑“河流
的秘密”中，作者回顾了在故乡生活
的过往。在那温婉水乡，身处河流两
岸的人们，语言和性格上有着微妙的
差别。而矗立着的大大小小的桥梁，
不单起着地理意义上的连通作用，还
在历史的沧桑变迁中一次次拉近了
人们心灵上的距离。回望那段成长
的岁月，苏童以温润的笔调，倾诉河
流里的人文秘密，叙说江南雨水的缠
绵，夸赞家乡树木的挺拔，追忆儿时
看露天电影的新奇感，沉醉于茶馆里
苏州弹词的清丽……一幕幕寻常生活
的小景，勾勒着故乡恬淡温馨的尘世
之美，也映衬着家乡人民宁静豁达的
心灵之境。朝思暮想的故乡，正是梦
里的天堂。

第二辑“八百米的故乡”，是作家
对童年往事和过往生活的感悟和沉

淀。儿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给了他
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彼时，父母的
辛勤劳作，两个姐姐在餐桌上的谦和
礼让，常常让他感动连连。在学堂里
聆听“人之初，性本善”的循循教诲，在
琅琅书声中学会思考和感恩，故乡一
次次给了他温暖向上的力量。多年
后，客居南京的苏童写道：“一个人如

果喜欢自己的居住地，他便会在一草
一木之间看见他的幸福。多少人现在
生活在别处，在一个远离他生命起源
的地方生活着，生活得没有乡愁，没有
哀怨，生活得如此满足，古人所谓‘错
把异乡当故乡’的词句大概也就源于
此处吧。”

第三辑“虚构的热情”，则着重回
顾了苏童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体会和
对未来的展望，以及在写作《黄雀记》
《河岸》等作品时的所思所想。从他自
然而风趣的道白中，可一窥苏童平实
细致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而从他犹如
一幅幅白描的镂刻中，也可洞察到他
蕴藏于心的情绪与体会。那些字句，
那些描绘，甚至那些煽情，无一不烙着
故乡的风骨和印迹，由此可感受到，故
乡在苏童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何等重
要的地位。

苏童以别样的情怀，写尽了对故
乡的思念和感怀。那蕴含在字里行间
的美好情感，足以跨越时空，润泽我们
的心灵。7

（《八百米故乡》，作者：苏童，出版
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9年 1月）

□陈华文

《北上》，是青年作家徐则臣潜心
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它以历史
与现实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
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
史”——1901 年，为了寻找失踪的弟
弟，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
的名义来到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
同他走访，并先后召集挑夫邵常来、船
老大夏氏师徒等人一路相随。他们从
杭州、无锡出发，沿着大运河一路北
上。后来，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
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一百多年后
的 2014年，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
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
遥等人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
原来各自孤立的故事片段，拼接成了
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北上》中的“北”，是地理之北，亦
是文脉、精神之北。小说跨越运河的历
史时空，探究普通民众与中国的关系、
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
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

响，书写出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
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从这个意义上
看，大运河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徐则臣从南
到北把京杭大运河断断续续走了一
遍。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
对运河的很多想法，但凡涉及运河的
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的典

故，他都认真地收集、揣摩。正是基于
多年的专注，他决意把大运河作为主
角推到小说的前台，于是就有了《北
上》的诞生。

将河流作为小说写作的主要对
象，并不多见。上世纪 80年代，张承
志创作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将黄河、
无定河、湟水、永定河串联起来，加上
记忆中的新疆额尔齐斯河与梦想中的
黑龙江，无形中和当时的寻根文化思
潮遥相呼应。如今，《北上》以 30多万
字的篇幅酣畅淋漓地只写一条河流，
它不再是张承志那样带有力量的抒
情。与其说它是在写大运河，不如说
它是通过运河讲述百年中国社会变迁
的磅礴历史。

在《北上》中，形成了中国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故事与图像等多重的比
较视野，同时将 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
介入到人物的行动与命运中，使得这
部小说具有了历史的长度、题材的难
度、艺术的厚度。7

（《北上》，作者：徐则臣，出版单
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8年 12月）

一条河流，百年秘史

□刘小兵

作家莫言的作品中，有不少是从孩
子的角度叙述童年回忆、读书经历以及
对读书、亲情的感触等。将这些内容精
挑细选、分门别类后编辑成册，便是一
本优秀的青少年文学读本：《莫言给孩
子的八堂文学课》。本书由莫言审订，
精选了 32篇范文，以孩子易于接受的
方式诠释了作者对文学的理解。

全书共分八个单元，分别为“童年
野趣”“梦境奇遇”“民俗饮食”“动物史
诗”“亲情眷恋”“阅读往事”“旅行见闻”

“我的演说”。所选作品，旨在为孩子们
展示更适合、更纯正的文学意趣和写作
示范。读本整体化与碎片化相结合，单
元中既有篇选，也有节选，更有经过梳
理的精短句段。此外，本书在每个单元
和每篇选文中都设计了“导读提示”和

“旁注”，在每篇文章后面还设计了“名
师赏析”板块，解读写作秘诀。

阅读本书，能带给人许多启悟。
比如，写作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事情，只
要勤于观察，把心融入生活，感知它的

细微变化，就能获得灵感，捕捉到写作
中的源头活水，把文章写好、写活。作
家曹文轩曾说，莫言对事物的触、嗅、
听等感觉的描写，有许多源自他自己
少年时代对世间事物的感觉和想象，

蕴含着一个少年原初经验的饱满和勃
勃生机，也洋溢着一位优秀作家想象
力的飞扬和淋漓透彻的语言快感。也
因此，莫言主张，孩子们应该积极投身
到大自然中去，用童心去观察世界，用
思考去审视生活，才能写出真正有生
命力的作品。

除了多写多练，还要多读古今中
外的文学经典，从名家、大师身上学习
提炼主题、遣词造句，对照自己在写作
中的“瓶颈”问题，慢慢感悟文学之
道。读、写、悟，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作为一名作家，莫言本身的成功
也为广大青少年学习写作提供了很好
的范本。他早年辍学，正是基于后期
的广泛阅读、刻苦写作、深沉思辨，才
取得了如今的成就。

《莫言给孩子的八堂文学课》，以名
家讲文学的方式普及了写作之道。相
信通过阅读本书，会有更多的孩子喜爱
文学，增强信心，写好作文。7

（《莫言给孩子的八堂文学课》，作
者：莫言，出版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11月）

戊戌临尽，己亥将来。假期越来越近：有人归乡，在熟悉的土地上享受亲情、友情和美食的
盛宴；有人收拾行囊，走向陌生的远方，让心灵在漂泊中得到安抚。

辞旧迎新，春天不远。拜年纳客或旅途奔波之余，不妨多读几本好书、闲书，让生活少些浮
躁、多些清香，让精神世界得到足够的滋养，让灵魂听到悠远的回响……7

己亥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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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念念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