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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文谈

电影时讯

周末侃影

□陈华文

前不久，“黑洞”的
照片首次公开，引起全
世界广泛关注。人们
总是有着本能的好奇
心，在内心深处对浩瀚
的 宇 宙 充 满 了 想 象 。
这些年来，从宇宙、地
球与环境等多重维度
研究“大历史”成为一
种风潮。在众多“大历
史”著作中，《起源：万

物大历史》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现年 73岁的本书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教授，

早年曾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大历史”
（Big History）学派创始人之一，国际大历史协会
首任主席。除了本书之外，他出版的《时间地图》
《极简人类史》等系列著作，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地的
大众读者对人类历史的认知。

《起源：万物大历史》一书，旨在突破人类中心
论。宇宙大爆炸、恒星开始闪耀、恒星濒死后新元
素的产生、太阳及太阳系的形成、地球出现生命、微
生物和大型生物、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等
内容，在书中一一呈现。作者融通科学与人文，汇
集数十门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诸多见解，编织
了一幅贯通宇宙万物的演化全图，为处于全球化时
代的我们提供了智慧的指引。

在兼顾生动性、可读性的同时，本书还试图阐
释一些新认识和新观点。宇宙是什么？书中认
为，宇宙就是能量，物质由能量构成，它催生万物，
催生原子、质子、中子，催生恒星和地球并创造生
命。从本质上讲，人类的实践就是获取能量并利
用它改变周围的环境，进而改变人类进化的过
程。能量的进步，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旋律。同时，
宇宙中的一切变化都是信息。能量引发变革，而
信息指引着变革的方向，它们在人类一次次重大
的文明进步中扮演着主角。

本书带来太多的思考空间。尽管作者将宇宙与
地球万物的历史娓娓道来，但最后的落脚点，仍是呼
吁人类要理性地认识自我，在建设宜居地球的未来
之路上付出有诚意的行动。地球从46亿年前诞生至
今，历经无数坎坷，坚韧地哺育自然万物，从这个层面
上讲，这颗蓝色星球依然璀璨而伟大。7

（《起源：万物大历史》，作者：[美]大卫·克里斯
蒂安，译者：孙岳，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9年4月）

□黑王辉

经过11年的酝酿、造势和成长，
如今的漫威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影响
全球的文化符号。钢铁侠、蜘蛛侠、
美国队长、雷神、绿巨人和黑寡妇等
复仇者联盟成员，更是全球观众耳
熟能详的电影角色。在亿万观众的
翘首以待中，《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
战》（以下简称《复联4》）终于隆重登
场。本周三，它登陆我国院线，比北
美地区提前了两天。

比起《星球大战》《星际迷航》
《指环王》等老牌“文化现象级”电
影，22部漫威电影在我国的影响恐
怕更为深远。也难怪，从《钢铁侠》
上映的 2008年开始到现在，正是我
国电影市场迅猛增长的 11年，年度
票房从 2008年的 43.41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609.76亿元，增幅在13倍
以上。这 11年中，不少观众养成了
去影院看电影的习惯，许多青少年
观众更是在漫威电影的浸润中成长
起来。当初《钢铁侠》在我国的票房
还不足 1亿元，去年的《复仇者联盟
3》已经达到 23 亿元，《复联 4》呢？
从预售票房上便可见一斑——数据
显示，《复联4》的映前预售票房超过
6亿元。

《复联 4》可被视为漫威电影的
“11年总结之作”。在这 11年中，漫
威创造出许多受欢迎的电影角色，
蚁人、奇异博士、黑豹、惊奇队长、幻
视、绯红女巫和银河护卫队等，他们
或单个出现，或集体亮相，或崭露头
角，或重出江湖，到《复联4》时，有名
有姓的已经超过30名。在对抗灭霸
的战斗中，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大
家同心协力，共同战斗，终使战局扭
转，让整个宇宙转危为安。

之前的21部漫威电影为情节发

展做了大量铺垫，但也留下很多缺
憾。还好，《复联4》让大多数缺憾得
到弥补，比如化成灰烬的超级英雄
重新回归、钢铁侠与小辣椒喜结连
理、美国队长与佩姬终成眷属、雷神
见到母亲、班纳博士与绿巨人和解
等等，不再一一赘述。然而，新的缺
憾也产生了，一些主要角色战死、老
迈、伤残、归隐——至此，初代复仇
者联盟谢幕。还好，年轻一代的黑
豹、惊奇队长、蜘蛛侠等角色已渐次
登场并成为中坚力量。看来，漫威
超级英雄电影不会落幕，它将继续
作为一种世界级文化现象而存在。

在经历阵容如此强大、声势如
此浩大、场面如此宏大、战斗如此激
烈的终局之战后，漫威电影将以怎样
的创新形式、怎样丰富的内容继续吸
引观众呢？这是漫威的思索，也是它
的忧虑。如日中天的《复联4》，可能
会成为漫威辉煌的顶点，但也有可能
成为它走向衰落的起点。7

□吕冠兰

“加贺恭一郎”系列，是日本推
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作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包括《新参者》《红手指》《祈祷
落幕时》等近十部小说，均以引人入
胜的故事广受读者追捧。自 2010
年《新参者》被改编成同名剧作以
来，该系列先后又有四部小说被改
编成同名电影，《祈祷落幕时》是最
新的一部，也是该系列的完结篇。
近日，该片登陆中国院线，引来不少

“东野迷”的关注。
从《新参者》开始，主角加贺恭

一郎便由演员阿部宽饰演，《祈祷落
幕时》也是如此。其高大俊朗的外
表、深沉内敛的气质，非常符合原著
小说对加贺恭一郎的描述。在两个
小时的《祈祷落幕时》中，加贺恭一郎
不仅要破解两桩杀人案，还要揭开母
亲离家出走的真相，更要重新认识他
和父亲的关系。真相大白之后，他对
母亲的误解也烟消云散。

在日式悬疑电影中，不乏穷凶
极恶的匪徒和变态冷血的杀手，但
在东野圭吾笔下，凶手常常有着难
言的苦衷，受到读者的同情。在《祈
祷落幕时》中，浅居忠雄因妻子的背
叛而债台高筑，父女二人不得不踏
上逃亡之路。在逃亡过程中，浅居忠
雄本想自杀，但因女儿浅居博美失手
杀死施暴者，他不得不制造自杀假
象，并使用施暴者的身份活在世上。
为了女儿的前程，他先后杀害了认出
自己的两个人，最后又以自杀保全女
儿。

纵 观 全 片 ，可 圈 可 点 之 处 颇
多。在剧情设定上，《祈祷落幕时》
几乎无懈可击；在人物塑造上，无论
主角还是配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人物关系上，角色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使得故事浑然一体。系
列作品往往质量下滑，一部不如一
部，但作为收官之作的《祈祷落幕
时》却是精彩的，也是惊艳的，让人
眼前一亮。7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完美谢幕

《祈祷落幕时》：
迷雾重重，父爱深深

□刘昌宇

不久前出版的《叶辛文学回忆录》，以火热的创
作激情和紧贴地气的思考，于追溯和怀想中，展示
出一个“知青文学”代表性作家在坎坷岁月中与文
学相知相伴的心灵追求。质朴的书写中，满溢着作
者对生活的感激，饱蘸着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

叶辛出生于上海，与共和国同龄。20 岁那
年，他远赴贵州砂锅寨成了一名知青。白天，他在
山岭间劳作，挑粪、耙田、铲田埂、钻煤窑；夜晚，他
一个人静静地躲进土地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
知疲倦地读书写作。初入文坛，他千辛万苦创作
出来的几部长篇小说相继被退稿，其他知青的冷
嘲热讽纷至沓来。这段岁月，被叶辛称为“一生中
最难忘的日子”。但生活没有磨去他的棱角，反而
让他愈加迸发出不屈的斗志。

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脚踏实地地写作，迈
出我生活的脚步。”彼时，贵州壮丽的山川河谷，乡
间的风土人情，偏僻村寨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命
运，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激情涌动着思绪，思绪激发出才情。叶辛把
一腔真情深深融入这片大地，坚守着美好的文学初
心，在艰苦劳作中感悟着世态人情，在笔耕不辍中思
索着人生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怀着对山乡苗寨的
挚爱，凭着对知青岁月的独特理解，在“文学来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感召下，叶辛相继创作出《高高
的苗岭》《火娃》等作品。回首这段经历，他深有感触
地说：“写作当然需要各种条件，具备各种素质，但是
勤奋创作、埋头苦干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素质。”

秉持着这种理念，不久，成为专业作家的叶辛
接连创作出《蹉跎岁月》《孽债》等佳作。这一系列
作品情感真挚，文字朴实，富含生活质感，自有一

种沉稳中的跃动。这些作品对欲求与良知搏击的
生动刻画，显示出对美好道德回归的呼唤。

秀美山川中的知青生活，赋予了叶辛源源不
断的创作灵感；与山民心贴心、情换情的真挚交
往，更丰富了他的文学视野。纵观他的许多作品，
无不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十分注重作品的故事
性和可读性。在构思这些小说时，叶辛往往是根
据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选准角度谋篇布局，用不断
推进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心理活动抓住读者的
心，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人生的窗口和解释生活难
题的钥匙。在这本回忆录中，叶辛说：“我只写真
切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

本书还辑录了叶辛创作《蹉跎岁月》《华都》等
作品的缘起和文学思考。“多观察、多思考、多阅
读，在生活中捕捉新意。”远离浮躁，深入生活，在
坚守中思索，在思索中写作，方能创作出无愧于时
代和人民的佳作。7

（《叶辛文学回忆录》，作者：叶辛，出版单位：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4月）

□李晋

几十年前，尚在牙牙学语的薛冰随父母来南
京定居，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继《南京
城市史》《家住六朝烟水间》《格致南京》等作品后，
薛冰再次将目光聚焦于南京的城市研究上，出版
了《漂泊在故乡》。与以往不同，本书少了一些考
证挖掘，代之以亲历者的城市记忆。

薛冰以点带面，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印象深
刻的 12个地方的历史风貌——它们既是南京的
地标物象，也契合他人生中的迁徙轨迹。比如，南
京新街口一带汇聚了数千商户，曾被誉为“中华第
一商圈”，可谓“寸土寸金”。而书中《新街口》一
文，少了金钱的味道，多的是温馨的点滴。他描绘
了自己 1964年随家人搬到新街口附近的沈举人
巷居住后，亲眼所见的街巷布局、商铺店号和民众
生活。彼时的新街口，留给薛冰最深印象的是水
塘以及塘边搭盖起的棚户区，而由此形成的摊贩市
场，是薛冰多有光顾的地方。市场上替人缝缝补补
的姑娘，后来被他写入小说。

夫子庙，是南京的另一繁盛之地。1983年，薛
冰在夫子庙青云楼从事教材编纂工作。《夫子庙》一
文中浓墨重彩之处，当是蒋有记牛肉锅贴、莲湖甜
食店莲子甜点、奇芳阁翡翠包子、六凤居葱油饼等
小吃。他写蒋有记牛肉锅贴，“狭长的锅贴煎炸透
黄而不焦，面皮薄而不破，馅肉多汁带卤，吃客络绎
不绝，门前常见人排着队。”通过描写市井饮食，可

以窥见当年的社风民情，进而呈现出一幅全景式通
俗写实画卷。

海陵洲、汉西门、明故宫……这些与薛冰生命
产生联系的地方，“就像一批年深月久的老照片，
它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全面记录，但肯定是某个
时空碎片的准确记录”。遗憾的是，这些曾经熟悉
的景象正在渐渐消失，薛冰在书中发出了这样的
忧虑：“南京城内外的自然景区与历史街区，大量
失陷，有些地区遭受的损失已无从弥补。”城市规
划，的确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因为传统的并不等
于糟粕，现代的也并不都是精华。

时光深处的南京暖意盈怀，那些随风而散的景
象在薛冰笔下重新聚拢在一起。阅读《漂泊在故
乡》，不只是为了重拾远去的风物，更是为前行寻找
更好的方向。7

（《漂泊在故乡》，作者：薛冰，出版单位：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2月）

□王立坤

《世间风物好》精选了作家梁实秋各个时期
的代表作，由其女儿梁文茜授权选编，共计七辑
59篇。在这 59篇散文里，梁实秋写下了心目中
的世间风物。这些文章大都着眼于日常生活，写
的都是琐事：下棋、搬家、写字、逗猫，打麻将、看
画展等等。他写雅舍，写市井百态，写人性，写美
食。他的文字能够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个有学问
的“老顽童”，肚子里是琳琅满目的“杂货铺”。

虽然《世间风物好》写的多是家长里短、大事
小情，却十分耐读：行文别有韵致，风趣随和，嬉笑
诙谐之余也不乏温厚大气，是“文如其人”的典范，
也袒露了作者的生活标准：“对凡世生活心存热
爱，不狭隘消极，对世间风物皆有体察，深得个中
乐趣。”

作者深谙生存智慧，写道：“我有一几一椅一
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看来快
乐与否，不在于拥有的多，而在于计较的少，颇具
风范。作者看得清生命进程，写道：“老不必叹，更
不必讳。花有开有谢，树有荣有枯。”圆融通达，自
在潇洒，正因看破，才能放下。所以，阅读本书还
会有一种温和的治愈，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向上的

力量和生活的乐趣。
诗人海子曾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

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多么简单而淳
朴的美好！生活其实很美，很多小细节甚至美得耀
眼。《世间风物好》会让读者学会珍惜这美丽的世
界，从一花一木、一蔬一饭、一事一物中，“参见万物
的多情与柔软，收获生活的丰盈与圆满”。7

（《世间风物好》，作者：梁实秋，出版单位：中
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9年3月）

□赵青新

中餐和西餐，常因
文化差异而让人产生
刻板的印象。比如一
些中国人会认为挂着
血丝的牛排、黏糊糊的
蜗牛很“恶心”，而英国
姑娘扶霞在《鱼翅与花
椒》里描述了她初见松
花 蛋 时 的 心 理 不 适 。
德国作家马可斯·赫尼
格（中文名：马可）在
《天堂之旅：六道风味

品中国》中，则写到了西方美女看见泡椒凤爪时的花
容失色。

马可是个“中国通”。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
主要居住在上海，娶了中国妻子，平常爱吃中餐，尤喜
特色小吃，这里是他的天堂。在《天堂之旅》中，马可介
绍了中国的六道风味，分别讲述了上海、北京、四川、江
南、广东、台湾各地的美食与相应的饮食文化。

久居沪地，信步街巷，从米氏西餐厅里的精致法
餐到寻常小馆的维吾尔族风味，再到传统老字号的
上海特色，马可对上海的城市地理了如指掌。马可
说，上海具有纳百川之水、聚四方之风的胸怀。坐在
百年老店德兴馆里，马可啜着啤酒，闲适观望。在万
寿斋门口，他跟大伙儿一块儿排起了长龙，“老样
子？”“老样子！”对话默契。偶尔同桌的陌生人，在边
吃边唠的情境下，也很快发展成了“食友”。

马可最欣赏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对西方的影
响，在马可身上有所体现。他时时引述林语堂的中
餐妙论，本书最后亦以马可在林语堂故居前的畅想
作结。林氏有言：“解决纷争的理想场所是饭桌而不
是公堂。”据此也可理解中国人秉性中的一部分。马
可说，在饭桌上建立并不断维系的关系可以长久持
续。他非常了解“饭桌文化”，擅长结交“酒肉朋友”，
不管走到哪儿，马可都能在吃饭时消散陌生的气息，
跟什么人都搭得上话。

因为走走吃吃，因为这些谈话，马可进入了中餐
的世界和中国的世俗社会，同时也致力于向西方介
绍中国。马可认为，四川是“麻辣主义”，江南是“肚
皮文化”，台湾是“小吃大味”。讲北京，他切入宫廷
礼仪、满汉同化、烤鸭外交；讲四川，则伴随西部开
发、城市变迁、移民生活。还有江南的婉约、台湾的
市井……无不一一道来，非常贴切。

中国的饮食传承往往只有百年，难以接续。马
可认为，这与中国缺乏完善的专利机制有关。新菜
品研制不易，抄袭成风，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愿意发
明，老品牌也没有跟进的活力。通过观察各处人文
状况、社会事务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马可在书中阐述
着各种事实和独特的思索。

由于长期负责中德、日德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
马可对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天堂之旅》中，随处可见
信手拈来的中外饮食名论、饮食典故，洋溢着浓厚的文
化气息，值得一读。7

（《天堂之旅——六道风味品中国》，作者：[德]
马可斯·赫尼格，译者：王丽萍，出版单位：浙江大学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历来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极
好教材，小学语文课本选编有他的故事，经典歌曲《歌唱二小
放牛郎》亦广为传唱。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掘少年英雄
的现实价值，作家孟宪明以王二小为主人公，创作完成了 40
万字的长篇儿童小说《三十六声枪响》。近日，本书由海燕出
版社出版并全国发行。4月 23日，在王二小的家乡河北涞源
县，举行了面向当地希望小学的捐书活动。

据了解，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孟宪明自 2005 年以来在
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多次实地采访并阅读了大量历
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史实为依据，采用民间视点，
写出了王二小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放牛娃成长为抗日英雄的
过程，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永不屈服的抗
争精神。7

书影来风 《三十六声枪响》出版发行
本周三，《复仇者联

盟 4：终局之战》开始上
映。周末，国产剧情片
《海门深处》《云雾笼罩
的山峰》《撞死了一只
羊》将登陆大银幕。

《撞死了一只羊》由
万玛才旦执导，王家卫
监制，金巴、更登彭措等
演员出演。本片曾于去
年 9 月在威尼斯电影节
首映，讲述了一个关于
救赎和放下的故事。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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