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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余华的小说享誉世界，散文则更
加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最接近现实

生活中的余华。本书是余华的散文作品
集。分为“一个记忆回来了”“文学·音乐·
旅行”“活着，为了讲述”三大章节，包含对
往事的追忆与深思，对文学和音乐的独到
见解，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整个
社会和历史的反省。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作者：余华
出版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新华先锋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安杰伊·瓦伊达是波兰电影学派
中最早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

以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精湛的电影技巧，深刻
反映了20世纪波兰的苦难和挣扎，显示出艺
术家的良知、反思与社会关怀。本书为安杰
伊·瓦伊达传记，描写了瓦伊达的生平经历，
同时也描写了其电影风格的转变，反映出20
世纪电影史的变革历程。 （本报综合）

《剩下的世界：瓦伊达电影自传》

作者：[波兰]安杰伊·瓦伊达

出版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雅众文化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水浒白看》是王路史学和文学功
底的一次集中展现，全书分“山林”“市

井”“渔樵”三部分，对《水浒传》人物的性格特
点和当时的人情世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
的分析看出了林冲的愚、李忠的厚、鲁智深的
孤独……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有助于广
大读者理解名著。

《水浒白看》

作者：王路

出版单位：海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宫崎市定，日本历史学家、汉学
家。该书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和作

用做了考察，详细介绍了科考中的县试、院
试、岁试和科试、乡试、会试、殿试、武举科
和制科等各级考试。最后，作者从科举制
的理想与现实、落榜者的痛苦与反抗、科举
制的终结、科举制的功绩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评价。

《科举》

作者：[日]宫崎市定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启真馆

出版时间：2019年 1月

中华经典 如此有趣

□张冬云

今年出版的《北归记》，是作家宗璞多
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四卷。这套
书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故事为背景，生
动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
世界，反映了三代读书人对国家和民族的
大爱，传统中“士”的精神与现代精神的融
合。

这本《北归记》，再现了明仑大学师生结
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后纷繁错综的现
实生活。温暖而沉重，鲜明又迷茫。宗璞写
了近十年，几近失明，写作依赖口授。九十
老人，衰病之躯，作品依然有丰沛的情感，文
字保留了特有的精致优美。

书中几处描写，让人泪目。比如碧初之
死。逝前，碧初对小女儿嵋说：每个人都有
母亲，可是母亲不能跟着一辈子。我很安
慰，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母亲。嵋叫了一声

娘，俯下身去抱住娘的头，母女二人的眼泪
合在一起。再比如，出生即丧母的阿难，两
岁才和姥姥蘅芬第一次见面。蘅芬丧夫丧
女，生命将尽。阿难靠在蘅芬腿边，抬头望
着蘅芬，忽然哭了起来。蘅芬也哭出声来，
抱住阿难，阿难并不挣扎，祖孙二人放声大
哭。

“梦魂无惧关山锁，夜夜偕行在方壶”，
是书中孟弗之和吕碧初的誓言。他们的原
型是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和母亲任载坤，女
主角嵋则有宗璞自己的影子。她太爱这些
人了，写时满纸温柔。人物皆美好，交往皆
优游，爱皆沉郁又热烈。书中洋溢的爱与
精神，让人无限向往。如果你对幸福仍有
单纯期许，对知识分子的坚忍清高甚至迂
腐偏执有宽容和热爱，想必也会喜欢这套
书。

即便满纸温柔，宗璞骨子里依然是坚
硬的现实主义。她在后记中说，百年来，中

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需要奋斗的事
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北归记》中的很
多人，经南渡东藏西征，历尽艰辛，劫后余
生，作者热爱他们，“但却毫不留情，没有给
他们比现实应有的、更好的遭遇和下场。
是很残酷，但很真实。”

《北归记》中，最明丽动人的段落，是青
春爱情。玹子与卫葑，嵋与无因，之薇与颖
书，他们跳舞、滑冰、读书、堆雪人、朗诵诗
歌，留下了四卷本中最让人愉悦的段落，这
是作者对美好爱情以及和平生活的双重歌
颂。

宗璞大家闺秀的才情，学贯中西的知识
背景，令她的作品有极高的辨识度。孙犁曾
评价她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
韵。”俞平伯曾言：“文心之细，细如牛毛；文
事之难，难于累卵。”宗璞的这套书，“文心”
淡雅深邃，“文事”严谨合度，值得一读再
读。7

梦魂无惧关山锁 夜夜偕行在方壶

□王霞

在《南京诗歌地图》这本书中，作
家、诗人冯亦同选取了上迄六朝、下
至民国八十余位作者的近百篇民歌、
童谣和诗词，清晰立体地塑造出南京
这座六朝古都、十代首府独有的文化
形象与脉络。书中所选作品都与南
京的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联，让人在
都市生活或文化视野中寻找到历史
发展的影子。

在第一章“山水城史”中，从谢脁
的《入朝曲》到李煜的《渡中江望石城
泣下》，从杜牧的《泊秦淮》到于右任的
《雨花台》，从朱元璋的《燕子矶》到毛
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脍
炙人口的诗句，摹画出的是这座城市
的起伏沧桑、成败兴衰。品读这样的
诗词，相当于神游金陵的古往今来。

而在“人文故里”一章中，“桃叶
复桃叶，渡江不用楫”是王献之在秦
淮河边的爱情吟唱；“同居长干里，两
小无嫌猜”是李白描摹的建康闾巷中
的纯真美好；“怪他啼鸟忽惊飞，惟有
白云不让我”说的是袁枚在清凉山的
率真随性；“红剪一林巫峡杳，烟深千
里楚江边”则是民国学者朱偰立足栖
霞山，放眼大江两岸的深远意境。或
婉约低唱，或慷慨高歌，每一首都是
文人的情怀和挥洒写意。

第三章“风景名胜”中的 23首诗
词，涉及莫愁湖、牛首山、玄武湖、五
马渡、落星冈、乌龙潭等江南、江北盛
名已久的风景名胜，验证了“江南佳
丽地”的美誉。如果你是这座城里的

人，这一首首美好的诗词会让你自
豪；若你是城外人，那么将产生探究
它的欲望，甚至觉得它的魅力无可阻
挡。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
雨中。”梵音禅唱在岁月中慢慢缥缈，
佛舍庙宇在时光中渐渐颓圮，能在人
们的心灵中永恒留存的，就是这些经
典的诗句了。在“寺庙遗踪”篇中，
《登瓦官阁》是李白的赞美，《达摩洞》
是焦竑的回望，还有杜甫、韩熙载、苏
轼、王安石……在他们笔下，这些寺
庙的轮廓渐渐清晰……

一首接一首地读过，南京这座城
市，变得生动起来了。脑海中，一幅
山水古城的水墨长卷慢慢铺展，一如
本书所附的那张清新美丽的诗行南
京手绘示意图。

此外，每首诗后不仅附有诗人介
绍、诗词注释，还有编著者的精彩赏析
和46则“小博士”栏目。后两者不同于
一般的诗词欣赏，而是去芜存菁，将诗
歌、诗人与南京的渊源和联系在史实的
基础上进行了生动的交代，也因此更富
有故事性。特别是“小博士”栏目，还介
绍了南京的不少博物馆，其中有很多不
太为人熟知。这一切，使得本书兼具了
很强的实用性，可以引领人们去探索这
座诗城的历史和厚重文化。

在后记中，编著者谦虚地说，这
本《南京诗歌地图》仅仅是一次大胆
的尝试和有限的“索引”。但作为读
者，却能够沿着这条索引，漫溯进古
典文化的深处，找到金陵城的最美
处。7

沿诗歌之路
探寻金陵最美处

□黑王辉

自2010年制作《爱丽丝
梦 游 仙 境》在 全 球 斩 获
10.24 亿美元票房后，美国
迪士尼便加快了将自家的经
典动画片改编成真人电影的
步伐，其间有成功也有失
败。继今年 3月底的《小飞
象》之后，而今，迪士尼又推
出一部由经典动画改编的真
人电影《阿拉丁》。

《阿拉丁》改编自《一千
零一夜》中的故事《阿拉丁
神灯》，后者曾被许多国家
改编成电影，最经典的莫过
于迪士尼于 1992 年制作的
动画片《阿拉丁》，当年在全
球取得 5.04亿美元票房，成
为其代表作之一。正因如
此，迪士尼不惜重金打造真人电影，希望重现当年
的辉煌。

在将经典动画改编成真人电影的过程中，迪士
尼一向慎重，往往选择知名导演来执导。《小飞象》
请来的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导演蒂姆·波顿，《阿拉
丁》更是请来因《两杆大烟枪》而名动天下的英国导
演盖·里奇，还请来好莱坞知名黑人演员威尔·史密
斯加盟。不过，盖·里奇作品的风格化极强，且以犯
罪题材知名，很难让人对其动画改编作品抱有太大

希望。
所幸，《阿拉丁》比预想

得要好。在贴近原著的基础
上，《阿拉丁》增加了达莉亚、
安德斯王子等角色，在丰富
剧情的同时，也为影片增加
了笑点。由威尔·史密斯饰
演的灯神风趣幽默，堪称影
片一大亮点；女主角茉莉一
改动画中的扁平化人物形
象，勇于斗争、敢于担当，成
为迪士尼又一位敢作敢为的
公主。因此，说《阿拉丁》是
迪士尼近年来最好的动画改
编真人电影也不为过。

即便如此，《阿拉丁》在
我国的票房恐怕也并不乐
观。《爱丽丝梦游仙境》在全
球取得逾10亿美元票房，但
在我国的票房却只有 2.29

亿元人民币。2017年，《美女与野兽》在全球取得
12.64亿美元票房，在我国的票房只有 5.92亿元人
民币，今年《小飞象》更是只有区区1.47亿元人民币
票房，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票仓的地位极不相
称。究其原因，或许在于文化差异，毕竟，我们中的
大多数人并非是看着迪士尼的经典童话长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刘亦菲、甄子丹、巩俐、
李连杰等领衔主演的迪士尼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
兰》，倒是值得期待。7

《阿拉丁》：
不是所有童话都皆大欢喜

本周末，美国科幻灾难动作片《哥斯拉 2：怪兽
之王》将登陆我国院线。本片由迈克尔·道赫蒂执
导，凯尔·钱德勒、维拉·法梅加、米莉·博比·布朗等
主演，章子怡、渡边谦等影星特别加盟。据了解，本
片特效十分出色，在中国首映礼上收获媒体和观众

的大量好评。
“六一”儿童节期间，国产儿童剧情片《花儿与

歌声》、动画片《潜艇总动员：外星宝贝计划》以及日
本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的月球探险记》也将上
映。 （本报综合）

电影时讯

周末侃影

□刘小兵

当代语境下，如何诠释中华经典的博
大精深？日前，《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出
版，为此提供了一种答案。

全书包含《论语（上）》《论语（下）》《庄
子》《孟子》《禅宗》《周易》六册，120 个精
心选择的经典故事、180幅匠心打磨的古
典插画，使读者能够轻松惬意地重读经典、
读懂经典。易中天说：“经典原本就有趣，
经典富有大智慧，经典可以现代阐释、经典
能够塑造人格。启迪智慧的办法是做智力
游戏，而最好的智力游戏是阅读经典。”

在书中，易中天用简洁明快又趣意
盎然的文字，讲 述 着 一 个 个 中 华 经 典
故事和历史人物。直白的用词如家常
口语，像悠悠儿歌，又好似琅琅民谣，
将一本本不朽的经典串联为蔚为大观
的 中 华 文 化 盛 景 。 夹 叙 夹 议 的“ 布

道”，既是向中华经典致敬，又是一种
精神皈依。那些高深玄妙的思想和闪
耀 着 智 慧 光 芒 的 民 族 精 魂 ，在 易 中 天
的 解 析 下 ，纷 纷 从 看 似 遥 不 可 及 的 云
端轻轻步入漫漫凡尘，可感可触，姿态
鲜活。

面对高山仰止的文明景观，为了增
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易中天借助漫画的
想象和留白传导悠长的人文哲思，更不
时以当代流行口语评弹远古历史，阐释
艰深学说。为了突出思想统领，使读者
准确把握中华经典的普世意义，在每篇
文末，易中天还以短则几十字、长则百余
字的篇幅，提纲挈领地归结出诸子百家
们最想要表达的意旨，让人情不自禁地

“深以为然”。
《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既解读经典，

也解读斑驳的人性。它从众多历史轶事
中生发开来，描画出“大咖”们的精神镜

像。比如，好学而诲人不倦的孔子对待
他的学生，偶尔也有主观臆断、大发脾气
的时候。雄辩而不慕权贵的孟子，对待
请他入宫的齐宣王，除了耍心机装病之
外，多少还显得有些固执偏激。睿智而
潇洒旷达的庄子，妻子逝后竟鼓盆而歌，
到底是真潇洒还是借此表达哀痛至极？
诸多言说，值得考量。当然，这种“爆料”
不但无损于这些文化名人的形象，反而
让他们以更加鲜活的举止走进我们的寻
常生活，走入国人心中。

弘扬传统文化，是个宏大的时代命
题。《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以小中见大的
立意、别出心裁的叙写、灵动脱俗的解构
回应了这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树
立了多样化的标杆。易中天认为：“我们
的传统文化只有经过现代阐释以后，才能
够真正地传承下去。”这样的态度，无疑可
钦可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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