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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抗压力是当下人们最需要的品
质之一，抗压力越强的人，越能够承

受职场、生活中的压力，成功应对挑战。那
么，现代人该如何培养抗压力呢？本书作
者根据自己 40多年的专业研究和 20年的
专业实践，从增强灵活性、保持乐观、培养
好奇心、学会鼓舞、寻求外部支持等五大方
面，详细讲述了培养抗压力的技巧，帮助你
成为一个“能抗事儿”的人。9

《如何成为一个抗压的人》

[美]道格·亨施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出版

本书用孔子的经典论述评论刚刚
发生的文化新闻、社会新闻。全书 42

篇文章，选评了 42个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事
件，涉及信仰、使命、诚信、公正、求是、公益、
工匠、师道，乃至幽默、童心、吟咏等，核心评
语全部用儒家经典的原句表达，是一部为时
评注入文化、将新闻嫁接儒家经典之作。

《行走在当下的孔夫子——

文化新闻的儒学解析》

宋立民、庞美著

线装书局2018年3月出版

本书生动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国有企业战线部分先进典型人物

的奋斗励志故事。有以钱学森、邓稼先等为
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巨匠，有以孟泰、王进喜
等为代表的全国劳模，有以王启民、许振超
等为代表的改革先锋，有以罗阳、黄群等为
代表的时代楷模……这些先进典型怀抱崇
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是广大党员干部学
习的榜样。

《初心最美》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宣传部编写

红旗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新
著《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

年》是一部专门的丝绸之路史。本书以丝路
发展变迁的历史为线索，分为十章，起自丝
路前身——先秦时期的“玉石之路”，止于18
世纪末的乾嘉易代之际，历述张骞凿空西
域、佛教入华、马可·波罗来华等重大历史事
件，结构清晰，语言生动，为一部优秀的丝路
通史。

《胡天汉月映西洋：

丝路沧桑三千年》

张国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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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观潮

用优秀的影视作品奉献人民

《狮子王》：略逊想象之美

□金萍

7 月 4 日晚，一部讲述中国共产

党早期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

运动领袖方志敏生平事迹的 39 集

电视连续剧《可爱的中国》在中央电

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是由中

宣部重点扶持，中央电视台、中共江

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

部、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

合出品，河南影视家协会参与联合

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

近年来，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

会先后联合摄制了七部电影故事片

和两部电视连续剧。这些作品无论

是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有着独特

的追求。比如故事片《刻在石磨上的勋章》，

以真人真事为蓝本，真实地表现了抗日英雄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退伍返乡

后不忘初心，始终保持英雄本色，以务实的

作风、无私的精神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

持的故事。影片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位退

伍军人、共产党员忠实淳朴的形象，表现了

他所具有的伟大情操。

再比如，根据河南商丘籍务工青年李学生英

勇救人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的电影《李学生》，该

片自2018年公映以来，以贴近生活的电影语言和

艺术化表达，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上述作品的创作都坚持了以人

民为中心，努力反映时代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化文艺工作

者要走进生活深处，关心人民生活，

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书写

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我们的

影视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

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河南是历史文化资源大省，从

古至今英雄辈出，同时河南也是当

代中国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更是

一块充满艰苦奋斗、昂扬创造，涌

动着时代春潮的热土。作为河南

本土影视艺术家，我们有责任用艺术精品讲

好河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用优秀的影视

作品描写记录好河南新风貌，将继续深入基

层，发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事件，从生活

当中提炼出伟大的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河

南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奉献人民。9

□黑王辉

《狮子王》是迪士尼 25年前最经

典的动画电影之一，当年不仅取得

9.7亿美元票房，成为全球票房冠军，

它的出现，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虽

然取材于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

特》，却将其复仇成分淡化，并赋予其

全新的主题，爱、勇气、家庭、友谊，这

些价值元素给予观众以成长的力量

和前行的信心，整部影片沐浴着理想

的光辉。如今暑期档新上映的真人

版《狮子王》依然有这些元素，并且，

画面更精致，动物更逼真。

这里所说的“真人版”，更确切地说是真

狮版，但狮子王辛巴等主角的形象也并非由

真实的动物扮演，而是出自电脑合成。现代

数字技术的应有，使影片中的动物形象栩栩

如生，和动物园里真实的狮子一般无二。

执导真狮版《狮子王》的是漫威功勋导演

乔恩·费儒，他以执导《钢铁侠》系列而广为人

知，作为动画版《狮子王》的忠实拥趸，乔恩·

费儒不负众望，将《狮子王》的画面

完美呈现，尤其让其中一些熟悉的

场景忠实再现，更让不少影迷沉浸

于童年的回忆无法自拔。不仅如

此，乔恩还煞费苦心地增加一些情

节，使得木法沙和辛巴的父子情更

丰满，辛巴的冒险历程更坎坷，从而

让剧情更有看点。

不过，凡事有其利也必有其弊，

真狮版《狮子王》由于是“真实”的动

物，做不到动画形象那般表情丰富，

动作灵活，从而也使观众的想象之

美大为削减。

何况当年动画版的《狮子王》那

波观众现在早已长大成人，不会再有当年的

震撼和感动，因此，观众对真狮版《狮子王》的

评价未能高于动画版，这也应是意料之中的

事。9

□高有鹏

文化建设中，如何保持文化生态的健康
发展？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间文学值得关
注。民间文学更易于体现老百姓的呼声，服
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读了刘锡诚
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更深切地
感受到这些。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详细阐述和总
结了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间文学
思想理论，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
的定位，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个性与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民间文学的整体性，具有重要
的学科价值。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实
践中建构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
部分，强调了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如
何服务等问题。固然，这些经典作家并不是

专门研究民间文艺学的，但是，他们的思想理
论包含着这些内容，也就自然成为马克思主
义民间文艺学的实际构成。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分别论述了
“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列宁论劳动者
的口头创作”“拉法格的民歌与神话理论”“普
列汉诺夫的神话观初探”“论高尔基的民间文
学观”等话题，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
何形成其民间文艺学思想理论的过程，又具
体分析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具体内容与特色及
其价值意义，包括他们的贡献与局限。指出

“民间创作是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因
此从其中可以找到历史生活的回响和遗迹。
民间文学诗意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奇特地伴
随着历史的发展，但它本身又不是绝对符合
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体现马克思主义

民间文艺学理论特点，不是空洞的理论比照，也
不是各种现代思想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
结合中外文化的实际，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中系统阐释论述。其述说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
统，紧密结合各种民间文学的发展变化形态。
一方面联系到经典的民间文学，诸如《山海经》
神话、伏羲女娲神话、西王母昆仑神话、大禹治
水神话和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说；一
方面论述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如蒙古族史
诗《智勇的王子喜热图》、苗族史诗《亚鲁王》、哈
尼族神话、赫哲族史诗；另一方面，表现出广阔
的文化视野，诸如其关注的“中日金鸡神话传
说”“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非洲的民间故事”
等。如此，其表现出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就具
有更广泛的价值意义。9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刘锡诚著，上
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魏华莹

钟海涛先生是书法家，素以章草闻名，不
经意间竟有诗集问世。这不禁使人平添了几
分好奇心：在书法盛名之外，作为诗人的他又
是怎样？

《天风吟》收录了作者自 2006年以来的
诗歌，时间跨度较大，风格也多样，有感怀抒
怀，有文人唱和，有游览风景名胜的激情迸
发，也有静守书斋时的神游与沉思。整个诗
集庞杂、博大，细读起来又觉得含蓄隽永，不
经意间，会被一些诗句打动，如《午夜临帖》中

“孤灯寂寂晚风轻，子夜时分几案明。我自挥
毫执劲笔，淋漓写落九霄星”，仿佛一幅画境，
新鲜生动地浮现在眼前。再如：“信步山间看
瀑飞，春夏秋冬皆轮回。四十年来甘苦事，修
为心志写霞晖。”（《感怀》）又似乎让我们发现
另一个钟海涛——从种种喧嚣热闹的文化活
动中抽离出来，不念世事繁杂，独自静默在书
斋中自得其乐的人。

咏物诗是这本诗集的一个特色，《梅兰竹
菊君子吟》中，这些被反复吟咏的美好事物在
作者笔下又出新意。作者通过对这些美好物
象的描绘，也寄寓个体情思，通过花的风骨来
寄托孑然自立的情志，通过笔和墨的硬朗与
调和来反思世事的余味。这些咏物诗韵味深
美，在对物象的观照中，也寄寓了作者的精神
世界，如梅之“香雪盈苞欲满枝，风流骨竞至
寒时”，兰之“含苞髻萃世间情，小影香分水玉
冰”，竹之“高洁劲节驭风姿，雨雪何伤翠四
时”，菊之“岁落重阳共雨吟，凄霜未改小时
心”，更包括他最熟悉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风流只向心前取，一笔卓绝竞太平。”“清风
卷首写婆娑，遇水还能几色多。”“一纸深情容
物我，无中生有墨相和。”“上善若水悲喜韵，
竟在山石里中磨。”（《咏文房四宝》）

咏物诗也是我国诗歌的传统形式，白居
易在《得阳三题》序中说，桂树、修竹、莲花，此
三者乃是“植物之贞劲秀异者”，他赞美这些
植物，实际上就是赞美现实生活中具有“贞劲
秀异”品德的人。对于钟海涛来说，也是如
此：《白玉兰》“琼瑶亭前风几度，映照时光清
与白”，《野菊花》“宁愿枝头抱香死，不占红尘
半点光”，《拙政园感思》“居世出尘心不染，为
政守拙避故园”，皆借物抒怀，来表达对风骨
的赞赏与感慨。

此外，诗集中也有着大量的文人唱和诗，
有登临游宴的同题唱和，有即景抒情的赠答
唱和，也有远寄近赠的神交诗，这些诗记录
了作者的交往轨迹以及他无比珍视的友朋
情谊。如《赠诗人王怀让先生》：“中原新诗
领路人，胸怀宽广自不群。八卷写就日和
月，丹心墨韵显高品。”诗集中四十一首中原
书法家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如《陈天然》：

“当年威名震东瀛，字里行间荡春风。如若
相见不相识，商城门头有其踪。”这些都是他
身边熟悉的文人与书法家，当然，这些人因作
者过于熟悉，难免在落笔时带几分谐趣。然
而“诗和谐都是生气的富余”。从这点看，这
也是整部诗集生机盎然的一种旨趣。9

□许民彤

一套“民国大师经典书系”，把古风言情
的书名，硬安到了鲁迅等九位文学大师头上：
鲁迅的作品叫《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
胡适的作品叫《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
沈从文的作品叫《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
那段年华》，梁实秋的作品叫《陌上谁人依旧，
固守流年》……

这些书，都是民国文学大师经典散文，但
书商却另起炉灶，策划的书名画风矫揉造作，
太过脂粉，这不合这些文学大师的风范，根本
无法体现这些民国文学大师的文学形象、文
化人格和精神风貌，而且容易使读者误以为

那些牵强附会的句子真出自大师们的经典语
录，导致以讹传讹。

更严重的是，在如今的图书出版市场，这
样的给经典作品改头换面、涂抹包装以求重
新畅销的做法，似乎已成一种出版风气。

有一套丛书，把民国风华绝代的一些女
作家的作品，一律包装成了朋友圈鸡汤。陆
小曼的书叫《我转身，邂逅一生的执念》，石评
梅的书叫《你来过，愿记忆终究美好》，萧红的
书叫《遇见你，遇见不变的纯真》，成了爆款鸡
汤的常客。

而对世界文坛的作家诗人经典作品，“管
他英国的美国的，进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所
以，也难逃出版社编辑们鬼手书名的大改造，

比如，把莎士比亚诗集叫《如果世界和爱情都
还很年轻》，泰戈尔的诗集叫《原来我们彼此深
爱》，波德莱尔的诗集叫《青春是一场阴郁的风
暴》，这些书名不仅背离了这些诗人作品的诗
歌精神，而且与原作的精神、神韵相去甚远。

正手“孤独”“愿你”“生命”，反手“青春”
“忧郁”“美好”，正是如今图书市场一些所谓
“卖书鬼才”为了畅销、流行，给经典作品改头
换面、涂抹包装的套路，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当今图书界的浮躁之风。

依赖所谓新的流行语，投世俗所好，看似
新奇、新颖，但其表达诉求技术拙劣，对大师
精神的牵强附会甚至扭曲，正成为一种阅读
的污染。9

□陆离

对众多家长和老师而言，暑假是教育理念思考的
延伸，而当下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教育者仍
然在用过时的、非数字时代的方式，去教育伴随数字
化长大的孩子。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学习的
升级》一书，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方法论意义。该书作
者之一约翰·库奇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也将不
再是大水漫灌，而应该是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千人千
面”式的个性化学习，让AI（人工智能）为每个孩子推

荐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作为一部对解决当下数字时代教育问题有针对

性的书，《学习的升级》详细阐述了如何把被动教育升
级为主动学习、如何从一对多的老师课堂讲授升级为
实践学习、如何从“项目制学习”升级为“挑战式学
习”，并且详细介绍了未来学习的三要素“访问、建构、
编程”，以及开启学习的未来的九大技术，通过学习的
创新和技术的革命，释放每个人的无限潜能。9

《学习的升级》，[美]约翰·库奇、[美]贾森·汤、栗
浩洋著，徐烨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民间文学与文化视野
——读《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

且听风吟

学习的升级

言情古风，还是浮躁之风？

《天风吟》，钟海涛著，海燕出
版社201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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