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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黑王辉

2017 年在我国上映的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

人》，以脑洞大开的故事和不断反转的剧情受到观众

好评，最终收获 1.7 亿元票房。虽和好莱坞大片相比

相形见绌，但对于西语片来说已经创造纪录。而今，

《看不见的客人》的导演奥利奥尔·保罗再出新作《海

市蜃楼》，自然引起观众的不少期待。

《海市蜃楼》可被称为“超时空接触”的故事，女

主人公维拉搬进新家后，在风暴的影响下，通过旧电

视与 25 年前的房屋主人、小男孩尼克进行了对话。

已经知晓尼克命运的维拉告诫尼克不要出门，否则

就会因目睹一桩凶杀案而被汽车撞死。谁知，这一

告诫在改变了尼克的命运，让他活了下来的同时，也

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不仅丈夫成了他人的，就连孩

子也不知所踪。

与《看不见的客人》相比，《海市蜃楼》的脑洞更

大，内容也更丰富。它不仅有悬疑色彩，还融合了科

幻、犯罪、侦探、现实和爱情等多种元素，使得影片既

有命运的轮回，又有亲情的牵绊、情爱的纠缠，从而

使影片高潮迭起，情节抓人。

但相比《看不见的客人》的曲径通幽，《海市蜃

楼》虽波澜壮阔，但并不幽深。通过扭转时空的方

式，使命运发生改变，并非《海市蜃楼》的首创，去年

颇受好评的《忌日快乐 2》就是如此。

《海市蜃楼》片名曾被翻译成《风暴》。在笔者

看来，《风暴》比《海市蜃楼》更合适，一切因风暴而

起，自然界的风暴和人间的风暴紧密相连，25 年前

的风暴和 25 年后的风暴紧密相连，因出轨引发的两

个家庭的风暴紧密相连，一切又因风暴停息而结

束，最终拨云见日。而“海市蜃楼”则给人以虚幻

感，并不真实，然而影片中主人公维拉经历的一切，

尼克所见的一切，其实都是真实的，并非虚无缥缈

的海市蜃楼。9

□吕冠兰

艾伦是开心麻花继沈腾后又一大火男演员，先

在《夏洛特烦恼》中饰演大春受到观众认可，后凭《羞

羞的铁拳》证明了自己的票房号召力。而今，艾伦携

手《夏洛特烦恼》中“女神”秋雅的扮演者王智，又上

演了一出《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本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同名

小说集，描写了作家生活时代法国社会的各色人物、

世间百态，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和

小说集类似，《人间·喜剧》也正是聚焦当下，演绎社

会各阶层的喜怒哀乐。故事讲述由艾伦饰演的小人

物濮通索要工资不成，反而被逼假装绑架富二代老

板，之后场面失控，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然而，《人间·喜剧》并没有《人间喜剧》那般的讽

刺效果，刺贪刺虐，不痛不痒；歌颂亲情，却缺乏转

折；赞美爱情，却难以引起观众共鸣；故事缺乏反转，

人物故装深沉，段子陈旧老套，笑果令人尴尬。影片

选艾伦做男主角，自然是因为他的喜剧功力，但《人

间·喜剧》并没有用好艾伦，没有发挥出他“一本正经

地搞笑”的优势，使濮通这个小人物，并未展现出多

少亮点，反而成为一碗温吞水，寡淡无味。此番王智

也继续担当花瓶，但是却少了《夏洛特烦恼》中出水

芙蓉般的惊艳。如此索然无味的《人间·喜剧》，看来

曾凭借《心香》《周渔的火车》等影片受观众好评的导

演孙周转型喜剧片之路还很漫长。9

□赵富海

我的读书生活开始得很早，小
学五年级，就开始读大部头小说，
那时候没日没夜地看《说岳全传》
《三侠五义》《封神榜》等。到了青
年时代，我开始买书，也开始了系
统地读书。

在系统读书上，有几位帮助过
我的老师。一位是河南日报副刊
编辑王振洲，那时我已经参加工
作，与他同住郑州市委家属院，王
老师给我推荐华山的《英雄小雨
来》《张家口撤退》，说华山与红线
女结婚了；还介绍王汶石的《七根
火柴》，那是红军长征的故事，读来
感人至深。

第二位叫顾圣一，他是山东大
学研究生，专攻西方文学史，后来
当了郑大中文系教授。当时我在
郑州市委办公室工作，顾在市政治
部，我的信息多，为了与我交换，他
就列书单给我。有一次，他拿给我
一本书，是论罗曼·罗兰的三大英
雄传的，他说，这是我研究生答辩
的论文，送给你，书里有书单，你去
找张万钧借。

张万钧是我读书的第三位老
师，市图书馆副馆长，那时全郑州
市机关、学校、厂矿的图书都集中
在纺院，归他管。我家距纺院只有
5分钟路程，但万钧九岁失聪，我与
他对话，只能靠笔谈。为了每次去
能够叫开他的门，他在二楼屋内桌
子上的台灯上系一根绳子，绳子另
一头系块砖头扔到楼下，我来时，
拉拉绳子，台灯动了，他下楼开门，
给我打开书库，并交待（写）：先看
民国教育、上海《大晚报》、叶圣陶、
茅盾、许地山、柔石、穆时英作品，

郑振铎的现代文学史，鲁迅的杂
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萧红的《生死
场》等。

对顾圣一介绍的外国名著，万
钧用笔在书单上归类，法、俄、英、
美诸国的作家和作品，如巴尔扎克
的《人间喜剧》，并写巴是历史书记
官；如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
界》，并写雨果死时，享受国葬；如
左拉的《陪衬人》，梅里美的宫廷小
说，并写它们的美学价值（那时候
《莽原》编辑庞嘉季老师曾买过一
本梅里美的小说选送我）；如莫泊
桑的《羊脂球》《俊友》等；还有大仲
马的《基度山伯爵》、小仲马的《茶
花女》。俄罗斯的有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果戈理
的《死魂灵》《钦差大臣》，莱蒙托夫
的《当代英雄》，肖洛霍夫的《静静
的顿河》，还有高尔基的“人生三部
曲”（万钧在纸上写高尔基的名言：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英国
的写了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儿
子的否决权》，还有奥地利茨威格
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三
年时间，我在万钧处读中外长篇约
50部，中篇 50部，短篇 160余篇，
有些作了笔记，比如：

外国长篇开头诸峰叠起，大段
对环境描写，心理刻画入微。

短篇靠人物对话结构，这要大
功力。

读书多了，自然也就想写书，
四十多年来，利用读书和工作、生
活中学来的知识，陆续写了二十多
部书，五百万字，其中一些社会反
响还很大。这些成绩都离不开读
书对我的滋养，每想起来，我都欣
然。9

□梅湾

巴金是像鲁迅、茅盾等现代文
学名家一样著译等身的一代大家，
他的主要作品“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
《雨》《电》）、《寒夜》《憩园》《随想
录》等，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带来
了深远的影响。而或许尚未被广
大读者所熟知的是他的译作。实
际上，巴金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文学
翻译是同时开始的，1922年，18岁
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
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由此开始
了持续 60余年的翻译工作。六十
余年，他有数百万字的译著传世，
其中很多已成为文学界公认的外
国文学经典名译。而熟悉巴金作
品的读者细读巴金的译著，也会发
现，巴金流畅、自然、朴实的文学风
格，和他对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文
学大师作品的翻译与学习是密切
相关的。

2019年是巴金115周年诞辰，
为了纪念巴金先生，也为了向读者
展示他的翻译成就，由巴金故居等
单位策划，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期推
出了全新汇编的《巴金译文集》，全
套书共十册，精选了巴金先生一生
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
《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
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
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
庭的戏剧》等作品。译文集根据巴
金生前亲自校订的最后版本排印，
并以“附录”的形式在部分作品正
文之后汇集了巴金与译文相关的
注述。

巴金自谦不是文学家，也不是
翻译家，写文章、发表作品，是因为

有话要说。他对于翻译的作品有
自己的选题，“希望我的笔对我生
活在其中的社会能起一点作用。
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
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
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

巴金的翻译风格忠于原著、流
畅自然、富于感情。俄罗斯文学翻
译家草婴说，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
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
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翻译家高
莽说，巴金译文“语言很美”，表现
出“原著的韵味”。巴金的译文也
成为后来许多著名翻译家学习的
榜样。

巴金译文的出版，算上这次已
经是第四次了。第一个译文集，即
《巴金译文选集》，1990 年在香港
和台湾同时出版，这个译文集的简
体版次年由三联书店在内地推
出。第二次编辑出版的是《巴金译
文全集》，共十大卷，囊括巴金结集
出版的译作（仍有单篇零散译作未
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6
月初版。这是巴金在编辑完成《巴
金全集》之后，为自己编辑的第二
部全集，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件文
学工作。巴金译文的第三次编辑
出版是 2008 年 10 月由北方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巴金译丛》，共
五卷。这次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
出的《巴金译文集》是巴金先生第
四个译文集，它参照了 1990 年的
《巴金译文选集》，以收精短译作为
主，但是选目上有所调整；而 22年
前人民文学版的《巴金译文全集》
尚未重印，2008 年北方文艺版的
《巴金译丛》距今也逾 10年，现在
推出这套新的译文集，可以说是正
当其时。9

□赵立功

黄帝是家喻户晓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因生于
轩辕之丘（今新郑市区一带），故号轩辕氏。他生活的
时代大约相当于五千年前神农氏统治后期，当时各部
族间为生存而相互攻伐，轩辕氏整合部族力量，经过艰
苦征战，灭蚩尤，败炎帝，安定四方，代替神农氏成为各
部族的联盟首领，被尊为黄帝。

民间关于黄帝的传说非常丰富，华夏大地上，相传
为黄帝活动的文化遗存也有很多，史料中关于黄帝的
记载尽管较少，但仍能与丰富的民间传说及遗存互为
生发，合成为澎湃于全世界华人精神血脉中的黄帝文
化，以共同的人文始祖认同纽结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心
灵。

不过在这些传说、遗存和史料里，黄帝都被赋予着
半神半人的色彩，这使黄帝在后世人们心中的形象总
有些模糊缥缈，普通人关于黄帝的印象大都趋于平面
化，不够清晰立体。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需深
挖文化之根，挖掘中华五千年深厚的人文蕴藏。有关轩
辕黄帝的历史，就是待挖掘的一个重要脉络，对这一脉
络的挖掘，固然需要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努力，文学
的参与也不可缺位，河南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长篇历
史小说《轩辕黄帝》，就是以文学的形式对黄帝文化做出
的一次文学的挖掘。

这部小说的作者为许昌作家张小莉。她在零散的
史料基础上整合民间传说，充分发挥想象力，力图把关
于黄帝的民间神话传说通过文学的路径还原为人类现
实世界的英雄叙事。整部作品以轩辕黄帝征服东方、
统一万邦、划地九州为叙事背景，演绎了他从一个“生
而神灵，弱而能言”（《史记·五帝本纪》）的稚嫩孩童，最
终成长为一个英明睿智的天下统领的传奇，并把黄帝
塑造成一个不仅能征善战、扫清四合、统一华夏，更有
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有血有肉的人。可以说，去神立
人，通过世俗化、具象化的叙事和描写，在好读好看中，
使黄帝在人们心目中长期模糊缥缈的形象变得清晰可
感、可亲可敬，是这部小说有别于既往有关黄帝的传说
和记载的最大特色，也是小说明确的创作追求。这一
特色和追求对黄帝文化的当代建构无疑是一种积极尝
试，也是文学对丰富和建构黄帝文化这一时代命题的
回应。1

□李齐

古代神话是民族的早期记忆，是一座富含文化基
因和民族精神的宝库。中国古代神话反映着华夏民族
童年的历史，其所塑造的神话形象及蕴含的精神品质
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与凝聚作
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闫德亮的《古代神话与
早期民族》是一部以讨论中国古代神话与早期民族形
成为主要内容的学术专著，对于考察古代神话的定型
与早期民族的迁徙融合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书篇幅长达 44万字，以先秦文献为基础，以秦
汉以下文献为辅助，广泛参考了历史、文学、考古、民俗
和民间传说等资料，形成以历史文献为主体、考古与民
俗为两翼，多重证据以证其成的研究范式，将中国古代
神话与早期民族的形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民族
的迁徙融合是神话传播流变的原因和契机，而神话的
传播流变是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深深触
及了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文化基因。

全书结构上分为 3编 22篇，这 3编是一个有机的
统一，并且每编又可以独立存在，是对某一个问题的具
体研究，合在一起就是整体的问题讨论。全书以大量
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神话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所体现的
民族核心价值观，如思危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执
着精神、奉献精神、团结精神等，它们成为华夏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滋养着民族的成长，塑造着民族的灵
魂，影响着民族的文化走向及价值取向。

马克思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梦，其在任何时代
都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中国古代神话承载着宇宙
发生、人类起源、哲学象征等原始意象，《古代神话与早

期民族》辨析清晰，创见独到，内容翔实，论据充分，对
创世盘古、救世女娲、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
辕氏、少昊青阳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
氏、帝舜有虞氏等神话英雄及与部族联盟的关系，以及
神话流变的特点，先民原始生存境遇的自然生态与彰
显族群文化意蕴的社会文化神话，均进行了深入细致
地探讨。既有文献的大量爬梳，又有对目前学界不同
观点的述评，严谨的推理与精准的考证，形成了一种前
后相续、表里相应的源流关系，为全面理解华夏文明的
历史与地理格局之由来，特别是全面理解华夏民族的
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文化依据。

该论著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民
族融合过程，认为既是武力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
其中神话的精神引领与灵魂信仰作用加速与巩固了部
族的凝聚与融合，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的统一与
先祖的认同。以炎、黄部族联盟为核心的华夏族对其
他部族的融合，是以龙图腾为旗帜的融合，也是以炎黄
二帝特别是黄帝为中心和血缘纽带的从“血缘”到“文
化”的融合。

作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的优秀结项研究成
果，《古代神话与早期民族》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
观，对诸多中国古代神话进行归纳和分析，分析性文字
固多精辟之见，大量文献整理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尤其是在新时代寻找为民族培根铸
魂的重要基因，均具有积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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