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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成

最 近 的 国 内 电 影

市场，基本上是漫威巨

制《复仇者联盟 4：终局

之战》的天下。上周，

又有一部来自美国的

电影准备创造票房奇

迹，这便是《大侦探皮

卡丘》。

对 皮 卡 丘 这 一 形

象，我国观众应该不陌

生，它最早来自日本游

戏巨头任天堂的经典

游 戏《精 灵 宝 可 梦》。

这一游戏在我国也被

翻译成《口袋妖怪》和

《宠物小精灵》，是任天堂公司仅次于《超级马里奥兄弟》的

第二热销系列电子游戏。风靡全球之后，日本人又将其改

编成动漫，深受儿童喜爱。

在《大侦探皮卡丘》中，黑人男孩蒂姆·古德曼在寻找

失踪的父亲时，意外与父亲的搭档皮卡丘相遇，他们重新

组成搭档，不仅要破解老古德曼失踪的秘密，还要揭开一

个惊天阴谋。可以说，本片是献给全世界《精灵宝可梦》粉

丝的一份特殊礼物。不仅皮卡丘一展身手，就连经典形象

“御三家”——小火龙、杰尼龟和妙蛙种子也有了自己的新

形象，并成为故事的有力支撑。更让粉丝激动的是，爱搞

怪的可达鸭、爱生气的胖丁、蠢笨的魔墙人偶、忍者甲贺忍

蛙、爆炸头水牛和勇士雄鹰等宝可梦角色纷纷闪亮登场，

成为电影的一大看点。

总体来说，《大侦探皮卡丘》剧情较为“低幼”，但这并

不妨碍一身绒毛的皮卡丘惹来无数观众的怜爱。这就是

“萌宠”的魅力。中国的七仔、胡巴，外国的大白、小黄人等

形象，无不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长江七号》《捉妖记》《超

能陆战队》《小黄人》等电影的票房水涨船高，也能看出粉

丝经济的巨大市场潜力。

不出意外的话，像《复仇者联盟 4》《大侦探皮卡丘》这

样的“粉丝电影”还会不断涌现，它也将作为一种独特的电

影门类而存在，值得认真研究。7

近日，诗人桑克的最
新诗集《朴素的低音号》由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
行。本书分为“湖畔的绊
脚石”“银河系”“留给外星
人的信”和“从秋天来到夏
天”四辑，收录了作者一百
多首诗，绝大多数是首次
发表。

与 桑 克 上 一 本 诗 集
《冬天的早班飞机》相比，
本书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较
大变化与创新。在诗集
《后记》中，桑克写道：“如
果你在生活中碰到一个诗人总是在强调表面意思之类的
障眼法或者其他客气话，那么请让我告诉你事情的真正底
细——他说的字面意思可能就是全部意思，而且我还可以
负责任地将之引申到哲学问题上来——表面就是深渊。”
为了精确展示诗集中的超长诗句，出版社没有采取惯常应
用的自动转行，而是采用特殊的竖排方式，将每一行诗句
都完整地保存在同一行空间之中，对诗人和诗歌保留了最
大限度的尊重。

诗歌评论家姜涛认为，“在当代诗人中，桑克自然是谙
熟‘修辞’奥妙的一个”。青年学者纪梅认为，“桑克是诗人
也是媒体人，他的诗歌有新闻报道式的记录和纪实价值，
这说明桑克在感受力上从没有远离现实世界。然而，他比
一般意义上的媒体人更接近和深入经验现场。因为诗人
携带着社会认知意义的微观知觉，携带着缘于更深远历史
视野与道德视野中的情绪”。7

《大侦探皮卡丘》：
萌宠无敌

《朴素的低音号》出版

书影来风

《不是闹着玩的3》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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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文谈

□王霞

美国舞蹈家伊萨多拉·
邓肯，因创立了一种基于古
希腊艺术的自由舞蹈而首先
在欧洲扬名。其后，她在德、
俄、美等国开设舞蹈学校，成
为现代舞蹈的创始人之一。
这本《伊萨多拉·邓肯自传》，
则记录了她为舞蹈争得应有
的艺术地位而奋斗的一生。

在这本书中，邓肯用优
美动人的文笔，如同她的舞
蹈艺术一样的自由风格，无

拘无束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与情
怀，读来十分感人。

邓肯极富行动力。正如她所说：“我从来就无法理解，一
个人想做成一件事，为什么又不去做。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我
从不犹豫。尽管这有时候给我带来打击和灾难，但至少我尝
试过了。”

邓肯追求艺术从不退缩。她目标清晰，信念坚定，经得起
贫苦的考验，也经得起金钱的诱惑。“是的，哪怕是1万、10万
法郎，我照样拒绝。我所追求的东西你永远不会懂。”邓肯真
正被人仰视的，并不是抵达事业的巅峰，而是奋斗过程中锻造
出的高贵灵魂，以及她纯洁无瑕的艺术追求。

在这本自传中，还涉及大量音乐、哲学、绘画、戏剧等方面
的内容。这也来自她曾经的刻苦学习经历——饿着肚子在大
英博物馆读《雅典之旅》、在卢浮宫里翩翩起舞、在法国国家图
书馆流连、在罗丹馆里体会雕塑的深刻内涵……

邓肯的母亲有四个孩子。她顺应他们的个性，尊重他们
的爱好，支持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奋斗。“当我年幼的时候，我
的艺术就已经潜伏在心中，它之所以没有被扼杀，是由于母亲
的勇敢冒险精神。”

邓肯五岁上学，当她因为在学校说了“没有圣诞老人”的
实话而被老师责罚时，母亲没有责备她，而是为她朗读鲍勃·
英格索尔的讲演词。邓肯六岁时，召集了六七个街坊上的孩
子在家里，教他们挥舞手臂。母亲回家后，听到邓肯说是在办
舞蹈学校，就坐在钢琴前为她弹奏乐曲。当邓肯打算离开旧
金山去追寻舞蹈梦想时，母亲虽然困惑，但乐意跟着她到任何
地方去。在芝加哥、纽约、伦敦、巴黎，她陪着邓肯饿着肚子流
浪街头，也曾住在没有床的工作室里，“但就是经历了如此的
艰难，我最勇敢的母亲从未说过一句打道回府的话”。

什么是经典？经典在于深刻的思想，更在于不可替代。
一本书如此，一个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7

（《伊萨多拉·邓肯自传》，作者：[美]伊萨多拉·邓肯，出版
单位：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李艳霞

波兰作家、诗人、翻译家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是
为数不多的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女性之一。《希姆博尔斯
卡信札》，收录了她写给文学
爱好者的 230余封信件。每
封信都是极为精致、充满智
慧的随笔小品，简洁而巧妙，
诙谐而机智。

这些回信，更像是对文
学爱好者的诚心指引和坦诚
忠告。书中，有人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如何成为一个文
学家？希姆博尔斯卡这样回信：要成为文学家，首先得有点儿
天赋！具体到一些细节问题，希姆博尔斯卡在给一名叫阿塔
的作者回信时这样说：缪斯女神总是喜怒无常，有时也会青睐
平庸之作。但一个诗人至少要用本时代的语言写作。您的诗
歌从形式和概念上来看都十分古老，特别像一位生活在十九
世纪的姑娘写出的。难道这是您从曾祖母的日记本中抄录的
诗句？还有一个作者在信中不断重复“苦涩、空虚、撕裂的灵
魂、无边的痛苦、虚无”等字眼，希姆博尔斯卡反问：您的作品
之所以那么忧伤，是不是因为您错误地认为悲泣是真正诗人
的唯一行为呢？

言之有物，是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之一。她这样回复一
位作者：您的诗作是贫瘠的，任何一种形式上的花哨都掩盖不
了。您最后结尾写“我想成为一名诗人”，而我更想看到您这
样写：“我想写作”，这才是真正严肃的态度，请以后在您的作
品里不要出现这样一句：“我很高兴成为一名诗人。”

更有趣的是，她幽默地回复了一个犯了严重抄袭错误
的作者：好吧，好吧。您仔细地抄写了杨·斯托贝尔斯基的
小说片段，寄给我们，希望发表。和某位来自格但斯克的

“巨匠”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他曾光明正大地抄袭了《魔
山》中的一个章节，还特意改了人物姓名以掩人耳目，抄袭
的片段有 30页左右。您那手抄的 4页根本不够看，必须要
加油干了。建议您从《人间喜剧》开始抄。这本书写得不
错，还很厚。对于一些没有新意的标题，希姆博尔斯卡也不
留情面，比如《三只小狗》，她这样回信：我们非常喜欢狗，并
且从小就偏爱“3”这个数字，然而这样的标题并不能唤起我
接着往下读的兴趣。

对于写了一些文字而急于得到回报的作者，她回复：记录
自己的所思所想和人生经历，这是一种自然的、个人的文学涵
养和体现。这不仅是作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的责任！当我们阅读遥远年代的作品时，发现文字形神俱佳，
而它们的作者既不是文学家，也没打算要成为文学家。而如
今，有的人刚写了那么几页纸，就开始为这些文字能值点什么
而烦恼，还渴望知道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是否划算，甚至每个
勉强拼凑的句子都必须马上带来回报，这可真让人感到悲
哀。如果十年或二十年之后才能获得回报呢？又或者它永远
都不会在普遍意义上带来回报，却帮作者丰富了他的人格
呢？这些都应该算数呀！

一个作家的成长来源于内心的思想，取决于善于思考的
灵魂，还要对看似微不足道、习以为常的事物保持敏锐的感知
力。希姆博尔斯卡的每一封回信、信中的每一句话，都堪称无
比真诚的忠告。希望我们从她的文字中，汲取到让自己清醒
的力量。7

（《希姆博尔斯卡信札：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作者：[波
兰]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译者：李怡楠、龚泠兮，出版单
位：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时间：2019年4月）

一位女诗人的坦诚忠告

一位舞者的奋斗人生

□刘小兵

“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
受。”这是作家、翻译家傅雷的名言。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傅雷对艺术的本真诠释，依然鲜活在我们的
记忆里。翻开《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傅雷谈艺
录》，随着大师的话语徜徉在艺术的天地里，亦堪称
一种享受。

全书分“文学篇”“翻译篇”“音乐篇”“美术篇”
四个部分，选取了傅雷的一些评论文章，每一部分
附有相关文艺书札，集中展现了傅雷对艺术的独特
理解。

悉心揣摩，注重实践，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
上阐析自己的见地，是这本谈艺录的突出特点。傅
雷戏言自己是“杂家”，所谓“三教九流”都力求懂一
点，这样讲解起不同艺术门类时，才能信手拈来，触
类旁通。书中，他分析张爱玲的小说，不但把她的
代表作《倾城之恋》与《金锁记》进行对比，还对其思
想内涵的生发和写作风格的确立进行了全方位解
读。一方面，他肯定张爱玲“在心理观察、文字技
巧、想象力上，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
贡献的”。另一方面，他又中肯地指出“作者的题材
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
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谈黄
宾虹的绘画，他用“不求形似”“不悦人心”“不随四
王”“不似一面”来评价这位画坛大咖，盛赞黄氏画
风中蕴含着独特的意境美。不捧不媚的评议，彰显
出傅雷的个性，也让他的话如一股清流，流入人们
的心底。

傅雷谈艺，既谈对艺术多方位的理解，也谈自
己对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言及老本行，傅雷娓娓
道来，直言自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其实哪里
是眼高手低，分明是他在翻译事业中孜孜以求、精
益求精。他感慨地说，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
到四遍五遍，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
物历历在目，方能着手动笔。书中，傅雷也提到他
的翻译“秘诀”，那就是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熟悉

各地方言，这不仅对翻译本身有所帮助，还能形成
和谐完整的译著风格。

丰富的涉猎，让傅雷谈起艺术来驾轻就熟。他
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辞藻，
多一些实质”。而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最大
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唯有在众
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
且渐渐超过自己”。在《与傅聪谈音乐》中，他更是语
重心长地教诲傅聪“先做人，再做艺术家”。在他看
来，音乐与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朽的著作能洗
涤和锻造年轻人的性格、见识、价值观”。

傅雷认为，艺术应该表现出世间风物的自然之
美。他期望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除了专业修养，广
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
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把
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

江声浩荡，心如潮涌。行进在本书曼妙的艺术
世界里，读者的精神殿堂之门会被打开，并一次次
怦然心动。7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傅雷谈艺录》，作者：
傅雷，出版单位：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
年3月）

□夏丽柠

对于亲子关系，很多家长会认为“一言难尽”。
不过，在中国台湾女作家汪培珽看来，这个问题并
不难。在《喂故事书长大的孩子》一书的自序里，她
写道：“没有爱，一切都免谈。”想必这句话会引来嘘
声一片：谁家的孩子谁不爱？还用得着说？

其实，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汪培珽谈的不是
“爱不爱”，而是“怎么爱”。她当然相信大部分家长
会爱孩子。但是，孩子一天天长大，无法永远生活
在襁褓里，父母该怎么做，才能将孩子养到“羽翼丰
满”、走上社会自食其力？汪培珽认为，在日常家教
中，如果只重视孩子“学习、语言、好习惯”等看得见
的成果培养，忽视了“爱、自信和健康”这些无形观
念的培养，是不负责任的。

有些家长必然申辩：平日里，我们经常教育孩
子要爱爸妈、爱同学、爱老师，还经常让他们参加各
种培训班培养自信，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呀。但，爱
不仅仅是乐于花钱为孩子投资。爱应该是陪伴，是
与孩子一起做点儿什么，让父母与孩子彼此感受到
对方的关注。

当家长抱怨生活压力大、没时间陪伴孩子的时
候，汪培珽提供了自己的教育诀窍：用故事书“喂”
孩子，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亲子阅读。这种方法，
汪培珽在大女儿和小儿子身上实践了多年，现在看
来，非常成功。两个孩子上学后，不仅文明知礼，功
课很棒，人际关系也不错。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听故事？汪培珽的一句话
发人深省：爱阅读的人，永远都不会寂寞。以汪培
珽的经验来看，爱听故事的孩子对了解新知识是有
兴趣的，不会丧失学习热情。听惯了故事的孩子，
懂得如何集中注意力。其次，父母不要在读故事的

过程中强行“加料”、灌输大道理。孩子有自己的理
解能力，他们会按自己的方式思考。当然，如果孩
子与大人探讨，那时再亮出自己的观点也不迟。交
流中要鼓励孩子自己去发现。第三，世界上没有像

“用权威逼迫或体罚”一样的教育方法。教育就是
耐心坚持，千万不要想着走捷径。读故事也是一
样，家长专注，孩子就专注，这才是家庭教育的魅
力。

孩子从婴儿到上学，都可以读故事书吗？长期
读书会伤眼睛吧？故事书怎么选？孩子不爱听故
事，一听就睡觉怎么办？现在的童书贵，买起来像

“割肉”一样疼……这些问题，汪培珽都想到了，并
毫无保留地一一举例作答。读完最后一章“父母最
想知道的Q&A”，我想，所有家长对于“喂故事书”
这件事，应该不再有畏难情绪了。

简单总结一下汪培珽在这本书里提到的教育
理念：爱是亲子关系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阅读是
一切学习教育的基础。爱孩子，就用故事书喂他长
大吧！7

（《喂故事书长大的孩子》，作者：汪培珽，出版
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张晓峰

谍战小说，是作家麦家的醒目“勋章”，也是他
这些年想要摆脱的“标签”。根据麦家作品《解密》
《暗算》《风声》等改编的影视剧，一度在荧屏上掀起
谍战题材浪潮。然而，“谍战题材塑造了我，带来巨
大名声，却也伤害了我的文学追求和抱负，是时候
卸去惰性了”。近日出版的25万字长篇小说《人生
海海》，可以说是麦家的转型之作。

书名来自一句闽南方言，形容人生像海一样复
杂多变，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人生海海，潮落之
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
的英雄主义。人生海海，敢死不是勇气，活着才需
要勇气。”麦家的解读，使这句话多了一层深意。本
书的叙述视角来自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我”。
在“我”看来，主人公行为举止古怪，当过国民党军
队上校，是革命群众的斗争对象。但大家又巴结讨
好他，家里出什么事都去找他拿主意。在乡村生
活，他却不出工，天天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还养
了一只猫。可恨的小瞎子、重情义却引来流言蜚语
的父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爷爷……他们与主人
公的人生纠葛交缠，故事在窥探与守护的对抗中推
进，矛盾在一夜之间爆发。主人公为何在村子里度
过后半生？终身不婚的决定背后有哪些秘密？几
十年后，当初的孩童在海外历经世事变迁，再一次
回到故乡，才真正琢磨出主人公曲折人生的全貌。
这一刻，命运的答案终于逐一揭晓。

《人生海海》讲述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

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
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麦家
说，这部小说破解的是人心的密码、命运的密码。

看了《人生海海》后，作家莫言说了这样一段
话：“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创造一种类型的文学，这个
作家就是了不起的。那么麦家应该是一个拓荒者，
开启了大家不熟悉的写作领域，然后遵循着文学作
品塑造人物的最经典的方法来完成了它，所以他获
得了读者的喜爱，并获得批评家的承认和好评。小
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不存在的人物写得仿
佛是我们的朋友，麦家的《人生海海》就是这么迷
人。”7

（《人生海海》，作者：麦家，出版单位：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好书推荐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用故事书把孩子喂大

人生海海，潮落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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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铮

5月 8日，由郑州司空见惯影视、河南喜闻乐见文化传
媒出品，二哥影视、河南阿利人文化、北京金尊影业、走肖
传媒等公司联合出品的影片《不是闹着玩的 3》，在鲁山县
阿婆寨景区举行开机仪式。

据悉，该片由卢卫国担任总导演，李易祥、苌哲涛、范
军、于根艺、再米热、王耿豪等担任主演，主要讲述成功企
业家郑向阳回乡投资建厂，想为逝世多年的母亲办一场隆
重的追思会而引发的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作为河南本土原创乡村喜剧系列电影，《不是闹着玩
的》《就是闹着玩的》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不是闹着玩
的3》将延续前作风格，主打方言喜剧，题材诙谐幽默，体现
河南特色乡村文化与风土人情。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