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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气韵与格局》，廖奔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

气韵与格局决定一个学者的学术场域、质量
和境界。本书是文艺评论家廖奔的一本自选集，
从作者数百篇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中选出有代
表性的 39篇，内容涵盖古典艺术、戏曲话剧、文
艺批评、文学和影视剧、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折
射出作者的研究范阈和学术面貌。

《中国电影记忆与国家形象建构》，李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别以 21世纪以来国产电影中的主流

电影、现实电影、艺术电影、动画电影、公路电影、
武侠电影、都市电影、青春电影、微电影、贺岁电
影等作为研究对象，在抽取了300多部国产电影
的基础上，对国产电影作品做逐一分析，集中讨
论国产电影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

《未选择的路——弗罗斯特诗选》，[美]罗伯

特·弗罗斯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著名诗人，曾获得

四次普利策奖。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与传统诗歌
相近，不追求外在的美，往往以描写新英格兰的
自然景色或风土人情开始，渐渐进入深邃的境
界，朴实无华，但却细致含蓄，耐人寻味。本书根
据 1963年诗人去世之年美国所出的选集译出，
版本权威，选篇具有代表性和涵盖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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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书话

作家书屋

□李炳银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仓廪实，天下安。”
这些古来有关粮食重要性的话语，都在明白地强调着

粮食与民生、与天下的密切关系。董传军的长篇报告文学
《麦者》，书写的对象茹振钢，即是一位几十年来始终将生命
理想与粮食——小麦育种研究紧密交合在一起的当代科学
家。茹振钢和他的科研团队培育的小麦新品种“百农矮抗
58”“百农 4199”“BNS型杂交小麦”等品种，特别是“百农矮
抗 58”，已经累计推广种植 3亿多亩，增产小麦 200 多亿公
斤，被誉为“中国第一麦”“黄淮第一麦”，有 1000 万农民通
过耕种小麦而脱贫致富。有人粗略估算，中国每四个馒头
中，就有一个来自河南；每八个馒头中，就有一个来自茹振
钢的“百农”小麦品种。茹振钢因为小麦育种研究的辉煌成
果，2013 年获国务院“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年获得

“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很多全国和地方奖项。茹振
钢也因此被人们视为当今“神农”，而他自己只谦虚地认可
自己是一位“麦者”。

“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
族和人类。”从这个认识角度上看，像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玉
米育种专家程相文、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和茹振钢等等这些
科学家，就是以自己的智慧和科学研究在改变世界和人类命
运的人们。长篇报告文学《麦者》的作者董传军选择茹振钢的
人生事业追求和伟大成果作为写作题材，很有现实历史价值，

也非常富有对人物崇高的使命精神、家国情怀、坚韧意志和性
格等个性内容的深入开掘条件。

《麦者》真实生动地追踪记述了茹振钢的人生和曲折艰辛
的科学道路，在更多对于人物的深层理解感受中诠释了他科

学育种的历程，使人在敬佩他科学成果获得的同时，对他的人
生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顽强意志、坚韧性格等抱有真诚的敬
意。不能说，茹振钢天生就是为小麦育种而来，但是，祖辈的
饥饿讲述，他自己因为饥饿而遭受的许多苦难，祖母临终交代

“宁愿饿死，不吃种子”的话语等，却是他选择农学，参与小麦
育种研究的重要因素。他有幸在学校得到王芳忠老师的关
注，后又经其推荐成了育种专家黄光正的门生，这一切都似乎
是一种无形的磁场在吸引和助推着他与小麦育种不离不弃。
尽管也曾难忍寂寞，因急躁动摇过，但在恩师黄光正的耐心劝
导和行动影响下，他重心振作，意志如钢。后来即使有“百农
64”研究过程中的曲折和“百农66”的失败经历以及其他一些
打击，他也始终毫不动摇，张帆突进。

黄光正曾经告诉他：“搞科研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
贫，要有股傻子精神，再苦再难都要坚持到底，一个好的小麦
品种往往是熬出来的。”这是一个经历很多的科学家的经验和
心声。恩师的话茹振钢听进去了，他勇敢地走向了小麦育种
这条充满崎岖艰难的道路，“大地是小麦生命的舞台，小麦是
茹振钢生命的世界”，他扎根大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小麦育种
的神秘过程中，在这所有的过程中，茹振钢既是一个虔诚勤劳
的农民，又是一个睿智严谨的科学家，从自我走向田野，从已
知向未知探索，从小麦育种的试验培育平台，跨越自我而融入
人间和国家社稷的广阔及高度，担当起人世上伟大的理想使
命重担。这，就是科学的高贵，就是人的崇高，就是创造的神
奇，就是劳动收获的幸福啊！9

□赵富海

我买书始于1961年，那时我在郑州市运输公司
的汽车队上班，月工资 18元，有一次扣除 15元饭
票，剩3元买了两本书，一本《哲学辞典》，一本《老俗
话里的是与非》，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我买书约有
八千本，我的房间我称之为“书窝”“人窝”，二窝是我
的生命状态。

我是1983年开始大批买书的，一家书店里有一
套莎士比亚全集，为了能排队买到这套书，那时在市
蔬菜办工作的我曾开车给书店人员送了50斤莲菜，
为买一套八三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曾为
店方人员购送了一卡车的冬贮菜。因为喜欢《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我还曾在烈日下排队买了20本（每
本0.82元）送给朋友。

很多个星期天，我骑车从省会中原路开始逛书
店，直到文化路的大小书店，收集齐了苏联文学、唐
诗三百首各种版本，《毁灭》《夏伯阳》《铁流》《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这些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给我树立
了做人标准。还收齐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各种版
本，为此曾写过一篇文章《九家出版社争出茶花女》，
发表后《文摘报》又转发了。

1988 年之后，我陆续收藏的书有《史记》《左
传》《诗经》《中国通史》《中华上下五千年》《世界通
史》《中国花经》《中国皇帝大传》《两地书真迹》《鲁
迅经典全集》《说文解字大全集》《中国石器藏品
鉴》《卡夫卡文集》《梵高传》《新编白话二十五史》、
六卷本《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精华》《四书五经》
《道德经》《王阳明全书》、四大名著、王元化《精神
的田园》（王是余秋雨初中时老师）、八卷本《玛拉
沁夫文集》等。

那么多的书里，印象最深的还是对鲁迅书的购
买。1968年春，我出差上海，买了一帧鲁迅横眉像，
买了《且介亭杂文》《故事新编》。那次还在鲁迅墓前
照了相，照相时想到鲁迅举丧那天，上海万人哭送的
情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陆续买到了《鲁迅全
集》《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兄弟文豪》《鲁迅与
我七十年》（这本书是周海婴著，他是电业专家）。儿
子也给我买了《鲁迅文集》十卷本。鲁迅于我是生活
的必需，如穿衣吃饭般，有一年读到一位诗人写的
《在下雪天里读鲁迅》，启发我读鲁迅要选日子，以敬
畏之心读。我的案头敬有两个伟人像：一个是毛泽
东，另一个就是鲁迅——民族魂！面对他的像，读他
的书，感觉酣畅淋漓，他的书与时代相近，发人深省，
读起来上心哪！

买书是为了读书，我读书养性为本，多为浏览，
浏览即广泛地阅读，略观大意。我读《中国花经》
《江湖丛谈》《典当史》《小妾史》《风水史》《乞丐史》
《伊索寓言》《西书拾锦》《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
《名人吃喝那些事儿》，都略观大意，蜻蜓点水，其乐
自得。有的书甚至只看目录，也是一乐。9

□王保军

人，与生俱来向往光明，却不能免于黑夜。心，
犹灯也，心灯不明，如处漫漫长夜，昏惑蒙昧。点亮
心灯，可以照彻灵台，生发智慧，而点亮一个人心灯
的，无疑是老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自孔子以降，正是一代代教师，点亮了学生们的
一盏盏心灯，为文明的前进保驾护航。

想要点亮他人的心灯，自己的这盏灯一定要先
燃得煌煌。《心灯——当代中学生教育故事》一书收
录了20多位教师的文章，秉笔者既有享誉中外的院
士、校长，也有立足讲坛同时又驰骋文坛的青年作
家；既有年近古稀的杏坛前辈，也有初登讲台的教学
新秀。文章以教育案例为载体，以感悟共鸣为旨归，
既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有堪作警示的失败教
训。读《心灯——当代中学生教育故事》一书，从中
汲取智慧，当如引焰于芯，注油入盏，可助光明。

这本书不仅教师可读，为人父母者也有必要看
一看。家庭教育是先行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也是孩子的终身老师。或许囿于天性，或许因
为没有学习专业的教育理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往
往感性大于理性，放纵多于要求。品读《心灯——当
代中学生教育故事》，相信那些正为教育孩子而苦恼
的父母会有所收获。9

□吉水

五月末到六月中旬，院线影片除《哥斯拉 2：怪兽之王》

《X 战警：黑凤凰》延续美国大片的票房优势外，其他并无爆

款出现。相对平淡中，却有一些可资一议的现象和个案，观

之或如鲜花，或如荆棘，刍议二三，以飨读者。

印度电影格调回落

印度电影，自 2017 年 5 月引进内地院线的体育励志片

《摔跤吧！爸爸》引起轰动后，又有《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

跑线》《厕所英雄》《嗝嗝老师》等，分别以关注教育、为女性争

取权益等社会关怀，获得中国观众的良好口碑。但近段时

间，自犯罪悬疑片《调音师》获得成功后，接连引进的《一个母

亲的复仇》和《无所不能》等，也都是犯罪悬疑片，虽然仍关注

社会问题，揭露当地社会对女性的犯罪、批判司法腐败，但暴

力、惊悚和血腥的画面，以及个体复仇者叵测的心计，毕竟给

人带来压抑、暗黑的观感，尤其这些个体复仇者又分别属于

女性和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些似乎都正在拉低着以

往印度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建立起来的那种明快泼辣和健康

向上的格调，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观众的认可度。关于这些，

一段时间以来几部印度电影票房的平淡可为说明。

印度电影的这种情况能给中国电影人带来什么启示

呢？一种启示应该是，无论剧情设计再精巧，视听效果再震

撼，但犯罪题材占比过多，重复之下，势必带来大众观影的不

舒适感，而整个社会文化空气也会遭遇负面的暴力渲染。这

是无论从商业票房考虑，还是从社会文化建设应负的责任考

虑，中国电影人都应思考的一个问题。

儿童电影手法创新

六一儿童节前后，一批动画片和反映儿童生活的真人电

影集中上映，如《花儿与歌声》《哆啦 A 梦：大雄的月球探险

记》《巧虎大飞船历险记》《托马斯大电影之世界探险记》《潜

艇总动员：外星宝贝计划》等。

目不暇接中，由日本导演河村友宏导演的中国首部互动

动画电影《巧虎大飞船历险记》，令人有十分新鲜的观影体

验。这部动画片讲述小主人公巧虎与他的小伙伴们在绿森

林小发明家松鼠金金的帮助下，制造大飞船收集云彩，施行

人工降雨的故事。电影糅合了科学发明、环境保护、家庭亲

情、团结协作等积极向上的元素，剧情因适合低龄儿童观看，

也并不曲折离奇，但亮点在于与银幕外观影儿童们互动的设

计。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每到剧情发展到一个节点，就有剧

中角色号召银幕外的小朋友与他们一起互动：或让孩子们为

剧中人加油，或让小朋友们与剧中人一起做某种肢体动作。

笔者坐在电影院后排，看着满场小朋友们随着剧情不时爆发

的欢呼和充满稚气的肢体扭摆，由衷地为观影的孩子们和家

长高兴，并为国产动画电影这一创意而点赞，认为在分众化

观影成为大趋势的当下，国产电影发明了一种适合低龄儿童

观影的新路，说不定，这会给今后其他类型的国产片在创作

手法上带来某些启发。

校园青春片应反思

六月不仅有儿童节，还有高考和毕业季，校园青春片自

然不可或缺，6日上映的《最好的我们》是较为典型的一部。

近几年来，国产校园青春片良莠不齐，暴力、早恋似乎成

了某些编导手里的必备剧情，引来观众集体吐槽，并造成此

类影片的市场低落。当然中间也不乏表现新的内容者，如前

两年上映的《闪光少女》，就以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校园冲

突为故事构架别开生面。前不久上映的于谦主演的电影《老

师·好》，在处理暴力和早恋这些校园青春片的“习惯性”元素

上，控制得虽较为适度，但影片制造的师生冲突却未免有些

夸张和刻意。尽管如此，该片仍以前后剧情的大幅度反转造

成的张力和演员表演的充足气场，赢得了不少口碑，为国产

校园青春片拉回了些人气。

《最好的我们》是继《老师·好》后又一部获得较多关注的

校园青春片，特别是高考结束后该片票房已增至 2.4 亿元人

民币。和《老师·好》一样，这部电影也把剧情高潮的分水岭

安置在了高考这个节点上，同样有师生冲突，同样有早恋，

但没有了校园斗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但肢体冲突

的硬暴力没有了，精神内核上的软暴力却不容忽视，比如影

片所表现的早恋，让男生抱着吉他站在雨中，于众目睽睽之

下向单恋的女生表白，而这一举动却赢得看热闹的学生广

泛的叫好，现场反对这种举动的老师反成为全体学生揶揄

的对象；又比如剧中本是“学霸”的男主角在课堂上为了帮

助暗恋的女同桌理解讲题，不惮于一次次举手表示不会，让

老师把讲过的题再讲一遍，这种客观上对老师的逗弄不但

在导演的镜头语言和此后的剧情中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受

到全班同学的行动支持；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学校举

行的文艺汇演中，班级先是把原先排演的《黄河大合唱》干

巴走调地唱了几句，然后就在全场目瞪口呆中倾情改唱一

首传情示爱的流行歌曲，借以帮男生向女生表白，这一本属

亵渎经典的行为却在演出结束后的课堂上得到了班主任的

支持和表扬。上述种种，虽不构成电影的主体，但对健康校

园文化和师生关系的践踏却无疑是精神层面更为隐性的软

暴力。对此，电影的主创们应该反思，坐在影院里看着这些

情节大笑的观众也应该反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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