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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艺术家如何获得灵感？在成为大
师之前，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通过

与世界上创意思想家多年的亲密接触，BBC
艺术频道主编威尔·贡培兹发现了他们共同
的特点——极度好奇、勇敢、懂得思考……
作者以轻松风趣的语言讲述了20余位艺术
家背后的故事，更记录了自己与当代著名艺
术家的直接交流，每个人都能借鉴这些艺术
家的经历。英国《卫报》称，威尔·贡培兹是
你能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本报综合）

《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作者：[英]威尔·贡培兹
出版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
译者：艾欣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本书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献礼之作，是党员干部学习

共和国历史、提升自身素养的通俗理论读
物，由《历史的轨迹》《理性的选择》《伟大的
梦想》《不懈的奋斗》四个部分组成。全书运
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回顾了新中国诞生 70
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了在历史跨越
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
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书中所总结出的
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指导全中国人民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增强了民族自信。

《历史的轨迹》

作者：崔友平 等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和别人混在一起时，我向往孤
独。孤独时，我又向往看到我的同类。”

作者从幸福、自我、生命、哲学、爱情和生活六
个维度，诠释了对人生的认知和态度，展现了
独到的人生智慧。它融汇了文学与哲学的美
妙，带领读者重新审视那些直面灵魂的问
题。读这本书，可以让人保持内心的丰富、敏
感与活跃，认识到自己的禀赋与价值，学会享
受生命本身并建立起强大的灵魂世界。当你
敢于孤独，便掌握了人生的真谛。

《敢于孤独的勇气》

作者：周国平

出版单位：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本书是知名作家、美食家、生活家
蔡澜的散文随笔集。在书中，蔡澜谈读

书，谈交友，谈饮食，谈茶道，谈旅行，谈情感，
谈婚姻，谈家庭，谈花鸟，集中反映了他一贯
坚持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的人生意义以及生活
情趣。每篇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小中见
大，屡有新见，均能启发心智，令人有耳目一
新之感。即便是谈论百姓寻常市井生活、家
长里短，也能幽默生动、轻松惬意，使人深切
感受到作者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

作者：蔡澜

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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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人一辈子天真《地久天长》：
大时代的变局，小人物的困局

周末侃影

电影时讯

□吕冠兰

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王小帅新作《地久天长》包揽了最

佳男、女演员银熊奖，可谓大放异彩。近日，该片登陆国内院线。

影片主要讲述了两个家庭因为一场意外而生出罅隙，其中

一家远走他乡，相隔三十年后再度聚首的故事。本片虽聚焦于

普通家庭，描述的是一群小人物的命运历程，但时间线却跨越三

十余年，从知青返城到计划生育、工人下岗再到现今，投射出的

是一次次时代洪流。

柏林电影节将银熊奖颁给两位主演王景春和咏梅，可以说

实至名归。片中，面对一次次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刘耀军、王

丽云夫妇是克制的，没有呼天抢地的苦情，只有渐渐模糊的哭

声，就连养子的青春期躁动似乎也变得熟视无睹。通过两位演

员精湛的演绎，将中国人性格中内敛、隐忍和坚韧的一面表达得

无比真实，淋漓尽致。

《地久天长》讲述的是大时代的变局，小人物的困局，这变局

中烙着深深的时代印记，这困局中蕴含着厚重的民族性格。它

不仅是一部文艺作品，更带有忠实展现中国社会变迁和民间百

味的纪录属性，是值得推荐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7

《调音师》：
人性的镜子，精彩的反转

□王珉

近期上映的电影《调音师》，是由 2010 年法国同名短片扩充

改编而成。它依靠悬念丛生、极具创意的惊悚故事，以小成本开

辟了深耕细作的新模式，成为 2018 年度各大专业影评网站评分

最高的印度影片。

本片讲述了假扮盲人的钢琴调音师阿卡什在偶然目睹了一

起凶杀案后，所遭遇的种种出其不意的经历。相比《死神来了》

《电锯惊魂》等经典惊悚片，《调音师》少了血腥残暴的画面，但剧

情环环相扣、层层反转，悬念感十足，不到最后一刻观众无法猜

到结局，加上精准的剪辑和恰到好处的配乐，值得玩味。

在《调音师》中，阿卡什、西米、身为警察局局长的西米情夫、

趋利避害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每个人的

人性都被不动声色但极其犀利地进行了解剖。在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面前，在利益的驱使下，在看不见的旋律里，映射出的是

整个印度社会的阴影。

相较《心迷宫》《暴裂无声》抽丝剥茧式的解谜方式，《调音

师》三线并进形成了强力黏合剂，在科恩兄弟式的黑色幽默

中，几位主角的命运巧妙交织，虚与实、善与恶、罪与罚的交锋

贯穿始终。相信观看本片，会让很多观众大呼过瘾。7

本周末，《欲念游戏》《我的宠物是大象》《暗语者》等国产电
影将上映。由毕国智导演，俞飞鸿、大泽隆夫、木下彩音等主演
的中日合拍片《在乎你》以及由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
改编的《祈祷落幕时》也将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李艳霞

诗歌，是人类表达内心丰富感情的
一种艺术形式，真诚、直接又充满细腻的
热情。作家、诗人余光中生前亲自编译
和解读的诗集《天真的歌》，选取了100
多首英美现代诗歌和自己的诗作10余
首。此书由其女儿余幼珊深情作序。书
中，译者尊重原作者的创意与表达方式，
力求还原作品的风韵和味道，并对每位
诗人做出综合评析，方便读者了解创作
背景和诗人的内心世界。

“好诗人应该一辈子天真，让所有
比喻成为可能”——封面上的这句话，
让人想到那些从诗人心里和笔端流淌
出来的瑰丽想象，并心甘情愿地随着
他们在诗句里穿行。叶芝，被余光中
评价为“一则疯狂的神话”，其名作《当
你年老》曾被无数人传诵铭记。二十
世纪苏格兰杰出诗人缪尔被余光中称
作“感恩的负债人”，应该是源于《负债
人》里那句“我是负债人，我对一切感
恩，对人和兽，季节和冬至夏至，黑暗
和光，生和死”。

在余光中眼里，托马斯是“仙中之

犬”，因其诗作多以孩童般的感官去体
验世界，表现童年的鲜明与缤纷。美
国女诗人狄金森则是孤冷的，余光中
说她是“闯进永恒的一只蜜蜂”，因为
她创造着自己独有的宇宙，并等待着

“看永恒是否还会再开启”。
在这本译作中，卡明斯的诗作尤

为让人触动，它们在赞颂自然的同时

又往往为读者揭开一个个近乎神奇
的童话世界，洋溢着天真蓬勃的希
望。在《春天像一只也许的手》中，那
只手把天地间的万物移来挪去，却一
件也没碰坏，这样的意象之美让人拍
案叫绝。卡明斯厌恶工业社会的功
利性和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对“拒
绝同化”的他来说，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才是至高无上的。余光
中说，卡明斯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在
那些永远年轻、年轻得要从纸上跳起
来的诗里活着，而且永远不会老去。
本书的名字《天真的歌》，亦来自卡明
斯的一首诗。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余光中那
首闻名于世的《乡愁》，紧密连接着海
峡两岸的民众。而作为编译者，他将
优秀的作品以最本真的面目呈现给我
们。诗人们在“天真”中写出了灵魂之
作，平凡的我们也应时常保持天真之
心，将一切化繁为简，让心情被质朴的
阳光照射。7

（《天真的歌》，编译：余光中，出版
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9年 1月）

□夏丽柠

在古代文化学习和创作中，诗词
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关键
的技能是对声调、音律和格律的把
控。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王力说：

“诗写下来不是为了看的，而是为了
‘吟’的。古人所谓‘吟’，跟今天所谓
朗诵差不多。因此，诗和声律就发生
了极其密切的关系。诗词的格律主要
就是声律，而所谓声律只有两件事：第
一是韵，第二是平仄。其中尤其以平

仄的规则最为重要，可以说没有平仄
规则就没有诗词格律。”一席话道出了
古代诗歌创作的精髓。

在所著《诗词格律概要 诗词格律
十讲》一书中，王力介绍了诗词格律
的一些基本概念，而后就诗律、词律
的节奏及语法特点进行了讲解，对一
些具体问题——如平仄、押韵和对仗
等进行了答疑。古代汉语与现代汉
语之间存在一定的音异，因此，王力
又对诗韵里涉及“上平声、下平声、上
声、去声和入声”的字词进行了重点
列举。在结尾处，作者还列举了一些
古代常见的词谱，特别是宋代之前出
现的词，以供读者参考。本书亦修订
了以往各版本的多处编校错漏，并使
用了全新插图。

诗词格律固然有规律可循，但是对
于读者来说，如果只是生硬地套用规律
来理解古代诗词，不仅枯燥，而且有相
当的难度。而王力在编写本书的过程
中，明显考虑到了这一点。在讲到音韵
时，他特意标出汉语拼音的读音，以期
读者直观地知晓什么是押韵。比如杜

牧的《山行》前两句“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斜（xiá）是唐代的
读音，接近于现在上海方言的发音，这
样才会与第二句的“家”押韵。只有充
分了解音韵，将每一个字音读准，才能
体会到韵律之美，进而让吟诵诗词为我
们带来巨大的精神愉悦。

众所周知，汉语有“四声”，当然，古
代的四声与现今的发音有所不同。由
此，王力引出了平仄的概念，平仄在诗词
中交替出现，在诵读中形成了“抑扬顿
挫”，也就是所谓“调”。遥想当年学堂传
出的琅琅读书声，无疑是一场场音律盛
宴。此外，书中也谈到诗词的种类、讲究
甚至忌讳，不再一一赘述。

诗词格律，看似枯燥，实则暗藏精妙
的艺术门道。王力说：“我们说一首词
好，一方面要看它的思想内容，一方面要
看它的艺术技巧。”诗词是我国古典文学
的瑰宝，唯有细细琢磨、时时吟诵，方能
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7

（《诗词格律概要 诗词格律十
讲》，作者：王力，出版单位：浙江人民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王雅涵

日前，文化学者余秋雨的短篇散
文集《雨夜短文》出版。谈及书名的
由来，余秋雨这样解释：“深夜的雨，
有一种古老而又辽阔的诗意，让我的
思路突然变得鸿蒙而又滋润，于是，
一个题目出现了。但这个题目又不
能写长，因为一长就失去了诗意，而
且那么美的雨声又不允许写作人闭
目塞听，陷于文墨。因此，雨夜的文

章，大多不会琐细，不会枯燥，不会冗
长。”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上辑“万里
入心”，通过描写人生路上的些许小
事，以小见大，迸发出人生的哲理与
思悟。

如在短篇《白马》中，作者通过与
胡杨林边骑马汉子的对话来比拟人
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
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
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
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
着那袋酒。”或许，在当今的时代，我
们也应当不时沉下心来，如作者般静
坐欣赏日暮下的胡杨林，多做一些所
谓“无用之事”。

下辑“文史寻魂”，则试图通过一
篇篇短文串联起千年文学史的发展进
程，用精炼的语言勾勒出中国古代文
学的脉络，重构文学巨匠们的思想精
华。在《奇怪的年轻人》一文中，作者
先是引述庄子的哲思，又结合自己教
学中的实例引导读者思考，进而得出
结论：“不要总是关注讲台；请注意，那

个刚刚离开会场的背影，或许更有分
量。不要总是仰望白发；请注意，那些
稚气未脱的眼神里边，闪烁着更深的
哲理。不要总是等待结论；请注意，那
些远离结论的无稽疑问，倒是触动了
世界的秘密。不要总是相信斩钉截
铁、气势恢宏、神采飞扬；请注意，那些
困惑、忧愁、无奈，才是人类最真诚的
表情。那么，谢谢庄子，谢谢这位古代
的年轻人。”

对于这本新作，作者在正文之前
特意提醒：“本书所有的短文，与传统
观念和流行思潮都有很大不同。按照
我历来的习惯，如果没有什么不同，就
不写了。因此，我要在读者进门之前
先做一个预告：里边颇多坎坷荆棘，需
要步步小心。”

借着这一篇篇浓缩了作者人生阅
历、感想与智慧的散文，希望你也能有
所收获：推窗见远，对山而惊，见河而
喜……7

（《雨夜短文》，作者：余秋雨，出版
单位：天地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
4月）

域外文谈

文豪的“恶妻”

□赵青新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妻子夏目镜
子，曾被国民评选为“日本五大恶妻”之
一。她到底做了哪些“恶”事，引发如此
众“怒”？

夏目夫人原名中根镜子，其父是贵
族院的书记长官，嫁给夏目漱石时，他
还只是普通的中学英文教师，性格孤
僻。相亲宴上，他看到她张嘴大笑，露
出一口黄牙，觉得这个女孩实诚，好！
娶回家后，他发现她太实诚了，缺点就
都暴露了出来。再后来，他得了精神
病，不停朝她扔东西，要离婚，可是她不
肯走，但又跟夏目反反复复吵架。现
在，回望这位日本女性的婚姻生活，我
们会生出同情之心，可在那时，以日本
传统伦理来看，这是“鬼嫁”——日语里
用来形容冷酷无情、凶恶的妻子。

夏目漱石逝世 13年后，镜子口述
的回忆录《我的先生夏目漱石》问世
了。通过 64个章节生动鲜活的讲述，
这部作品颠覆了人们的刻板评价。先
后生育抚养五个子女，有时独力支撑家
庭——镜子的人生殊为不易。

镜子不是文艺青年，在书里，缺少
琴瑟和鸣，但是充满脉脉温情。但凡和
夏目漱石有关的故人故事，朋友、亲戚、
学生、家佣、出版社……她都凭着记忆
慢慢讲起，是怎样就是怎样，别人说她

“真敢讲”“哪怕稍做处理也好啊”，而这
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因此有了文献
研究价值。镜子看着每部作品的诞生，
她知道素材来源和人物原型。她已经
融进了他的世界的每个角落。

像镜子这样的所谓“恶妻”，在文学
史上并不鲜见。她们骨子里刚硬，也因
此不怎么讨丈夫的喜欢，但不可否认的
是，在文豪们慢慢成长的路上，她们扮
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7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口述：[日]
夏目镜子，整理：[日]松冈让，译者：唐
辛子，出版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时间：2019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