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珉

近来，由作家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

安十二时辰》引起广泛关注。剧中反复出现的术语

“大案牍术”，更是让人拍案叫绝——主角张小敬被狼

卫围困时，通过大案牍术和舆图画出地图，为自己和

狼卫找到了后路。其实，抚今追昔，剧中有许多术语

可以对应当下热词。比如大案牍术可以对应大数据

系统，靖安司意即国家安全部门，狼卫相当于恐怖分

子，舆图相当于情报地图，而暗桩就是卧底……某种

意义上来说，该剧就像是一部“大唐反恐纪要”。

所谓大案牍术，是将大量的档案和卷宗资料分门

别类加以整合，挂上小木牌标记放置。如此完备的档

案归纳可以帮助人们演算出有价值的信息，用于刑侦

探案。剧中，它的发明者徐宾正是采用这项技术，选

出“死囚”张小敬来拯救长安。有意思的是，张小敬的

扮演者雷佳音，也是在用户观影数据和全网舆情等大

数据的基础上评估选出。如今，影视界运用大数据 AI

选角已不是新鲜事，各大平台的“大案牍术”选角法也

在不断升级，有效地避免了人工选角可能带来的一系

列问题。

本剧讲述了唐代死囚张小敬为戴罪立功，需在十

二个时辰内与靖安司李必一起抓获混入城中的狼卫、

解救长安百姓的故事。这样的时间设定，有点儿像经

典反恐美剧《24 小时》。扣人心弦的题材、跌宕起伏的

剧情、快节奏的叙事、性格丰满的人物、用心的场面调

度，使得本剧张力凸显，引人入胜。剧中所展示的唐

时长安民俗，更像是让观众参与了一场“视频直播”：

张小敬吃完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后，用吸管吸起了火

晶柿子，酣畅淋漓；狼卫们炭烤撒上茴香的羊肉串，滋

滋作响，让人垂涎欲滴；长安贵族生起炉子，放入花

椒、大枣、薄荷叶等，做起了茶汤……这样活色生香的

场景，在剧中屡见不鲜。

看 电 影 也 好 ，看 电 视 剧 也 罢 ，都 像 是“ 走 马 观

花”。走马，指的是符合逻辑、有始有终的故事；观花，

则指的是观看过程中让人回味无穷的场景和细节。

显然，《长安十二时辰》在这两方面做得都挺好。7

今年7月，上海正式步入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时代，其他许多城市也将陆续加入“战
场”。垃圾分类，将成为人们的生活新常
态。笔者不禁想到几册关于人类垃圾历史、
垃圾与文明、垃圾分类等方面的图书，在此
推荐给大家。让我们一起从阅读中学会“垃
圾分类”，为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社会文明水
平尽一份力。

人类垃圾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与垃圾是密不可分的，垃圾
管理更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
一直致力于发明各种办法来解决垃圾问题。
可以说，通过了解垃圾的历史，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了解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走
向。在这方面，不妨看看《垃圾历史书》（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出版）。

本书作者麦克·马瑟里是意大利插画
家、幽默作家。在书中，他讲述了一段从史
前到现代的垃圾发现之旅：从雅典无序的垃
圾倾倒到罗马有序的马克西姆下水道，从中
世纪的瘟疫温床到现代工业革命导致的雾
霾和不可生物降解的垃圾山……书中阐
述了垃圾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垃圾处
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科普了一些
垃圾分类的方式和理念。

作者指出，地球上的每种生物都会产生
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大多可以被其他生物循
环利用。但有些物种繁殖太快，产生的废弃
物太多，就算其他生物拼尽全力也吸收不
完，比如“早期人类——智人飞快地繁衍后
代，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越
来越强，欲望越来越大，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越来越高，于是开始制造大量的垃圾。随着
时间流逝，情况不断恶化。人类社会越‘文
明’，产生的垃圾就越多。不过还好，人们逐
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并且努力着手解决”。

垃圾带来了什么？

农业学家、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工程
师卡特琳·德·西尔吉，在著作《人类与垃圾
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中这样写道：垃圾扼杀、吞食着城市，同时也
改变着城市的风景。它们可以为葡萄园带
去生机，可以用于住宅取暖、延续千万贫困
人口的生存，可以提供千百种“小职业”，可
以供孩子们玩耍甚或排解囚犯的孤独，可以
给疯子和艺术家们以灵感。同时，它们也唤
起了人们把废弃物变为可再生资源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
虽然卡特琳并不以猎奇心态

看待历史上那些发出恶臭的垃圾
而多少采取了一种浪漫和乐观的

态度，但同时也告诫读者必须正视垃圾给人
类带来的灾难：占用土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资源、影响空气质量、传播疾病……这也是其
作为学者著书立说的焦点所在。

英国作家帕克尔的《环境危机：垃圾与
回收利用》（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年 1月出
版），则聚焦“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有
毒废料与核废料”等问题并提出警告：今天
的世界已是“充满垃圾的世界”，有人把废旧
的汽车抛入海中形成了“珊瑚礁”，全世界的
废旧轮胎堆积如山。虽然一半以上的生活
垃圾都可以回收利用，但很多人对垃圾的处
理毫无节制、毫无规律也毫无方法，形势不
容乐观。

有用的垃圾分类知识

在生活中，很多人对塑料袋、餐巾纸、电
池、卫生巾、衣服、易拉罐等垃圾的分类毫无
头绪。对此，笔者推荐阅读《绿色环保从我
做起之垃圾分类》（主编：高英杰、唐在林，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

作为科普读物，本书不仅介绍了“垃圾
的资源化和综合利用技术”以及美国、德国、
英国、瑞士等国家的垃圾分类经验，也介绍
了“实用的生活垃圾分类法”：生活垃圾，一
般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
玻璃、塑料、金属和织物；“厨余垃圾”包括剩

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可经
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约 0.3
吨有机肥料；“有害垃圾”包括废旧电池、废
旧灯管、废水银温度计、家电用品、过期药品
等，这些垃圾须特殊处理；“其他垃圾”则包
括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
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
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

当然，我们还可以采取“干垃圾”“湿垃
圾”分类法。一般来说，“干垃圾”指的是无
机垃圾，“湿垃圾”则主要是指有机垃圾。“有
机垃圾”有何回收利用价值，其危害性如
何？对此，《美丽中国之垃圾分类资源化》
（作者：胡贵平，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年4月
出版）介绍得更加详尽。本套丛书紧密围绕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主题，既有知
识性，又采用活泼的版式设计，图文混排，可
读性和趣味性很强。它既适合中小学生阅
读，也适合作为公民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读
物。7

（许民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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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李一鸣

记者和作家，是奚同发的双重身份。
从事媒体行业20多年所养成的扎实写作功
底和广泛社会阅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新近出版的《你敢说你没
做》，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合集。

在文学史上，身跨新闻和文学两界并
取得斐然成就的作家并不少见。比如《老
人与海》的作者海明威、《百年孤独》的作者
马尔克斯、《城市与狗》的作者略萨、2015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国
内的萧乾、金庸、莫言、刘震云、刘庆邦等，
不胜枚举。新闻与文学，看似仅有“一线之
隔”，实际上，由讲究时效的新闻元素到余
味绵长的艺术作品，这样的美学转换并不
简单。与日渐碎片化、快速化的新闻相比，
文学写作要求对生活的沉淀和提纯，对客
观真实的冗繁表象有所剥离；要求作家借
助想象，创造出一种与现实同样复杂甚至
更为复杂、虚构的“真实世界”，让读者走进
人生“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它
恰似一面镜子，虽然镜中的世界并非真实，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当今中国，正经历着波澜壮阔的社会
改革，人间烟火日新月异，对于每一位写作
者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时代。奚同发显
然是幸福的——长期的记者职业，使他得
以一直浸淫在生活深处，见识社会百态，洞
察世间万象，从而写出活灵活现的各类人
物，描绘出让人触手可及的万千景象。得
益于采访生涯，他接触了许多知名作家、文
豪，比如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
作家库切，日本作家、《望乡》的作者山崎朋
子，俄罗斯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玛丽妮娜以

及国内作家王蒙、莫言、铁凝、蒋子龙、陈忠
实、贾平凹、周大新、阎连科、阿来、麦家、马
原、刘庆邦等，也包括黑丁、南丁、张一弓、
田中禾、李佩甫、张宇、李洱、邵丽、何弘、乔
叶等几代文学豫军。这种经历提升了他的
审美水准，也开阔、丰富了他的文学视野。

在奚同发的小说中，常常直接让新闻
记者作为主人公或线索人物。例如收入本
书的《你敢说你没做》《彼此》《给你一把水
果刀》《求离》《那一夜，睡得香》等。这些小
说，或面对网络信息、观点纷争的乱象，强
调新闻工作者还原真相的责任使命，或走
进行业特殊环境，解构从业者的困惑和迷
惘，或对缺乏职业精神和道德良知的行径
给予嘲讽和鞭挞。有写实，也有荒诞。

无论是《你敢说你没做》中被误抓后
历经“熬鹰”审讯的记者王胜利，《那一夜，
睡得香》中被生活折腾得对他人信任皆无
的记者乔晓静，还是《出卖》中最终不得不
出卖自己妻子遗体的医生余克平，《变脸》
中身患绝症戴着变脸脸谱与儿子见面的
父亲，《退下来了》中那位退休后仍喜欢

“讲话”的原市长，《主刀》中的检察官刘晓
波与儿科专家黄大夫，《癖好》中的雅盗张

三……三教九流、引车卖浆，都是作者对生
活的见证、对细节的捕捉。

奚同发的作品一直在关注让人应接不
暇的都市世象，力图穿越庞杂的信息资讯，
化解喧嚣纷繁的社会表层，抵达人物的内
心，从而惊醒我们忽略的一个个庸常中的
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小说形成了
浓郁的“都市味儿”，呈现出个人化的发现
和表达。

文学作品需要这种发现，这种发现
也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贡献。茅
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曾以《奔跑中的刀
子》为题评价奚同发的小说：“他的句式
有点像是奔跑中的刀子，迅捷、敏锐、有
热度，以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准下刀
的方向……他对当代都市青年的焦虑与
茫然，对当代青年在互联网上虚拟生活的
解读分析常有独到之处，下手很准，有的
细节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他找到了自己
写作的方向，“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都市丛
林里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撬开时代生活
的‘密钥’”。 7（《你敢说你没做》，作
者：奚同发，出版单位：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6月）

□庆燊

《擦一擦镜子，照见童年》，是画家唐鼎
华的新书，叙事明白晓畅，语言精准生动。

在书中，作者先是按照冬、春、夏、秋的时
间顺序，写了与节令有关的四章。冬天里“汤
婆子”的温暖、糊窗挡住“风鬼”的心安、“孵太
阳”与“挤猪油渣”的闲适快活；春天里挑荠
菜、过清明的经历；夏天的西瓜“三吃”、在蚊
帐中战蚊子；秋天开学季里的包书皮……“时
间与许多事物编织在一起，包括身上衣服的
增减、饭食菜肴的变化……”在没有电扇、空
调和暖气的年代里，每个季节依然散发出无
可替代的魅力。它们在作者的记忆中留下了
深刻的痕迹，成为书中隽永的文字。

后三章则分别是“孩子的空间”“童年的货
郎担”“在输赢中成长”。在长卷一样的小巷
中，孩子们买煤球、吃点心，玩着老虎灶，逛着
小人书馆。这样的空间，是极富特色的江南风
貌。儿童眼中的竹篾匠担、铜匠担、瓷器匠、箍
桶匠、换糖佬佬等等，则反映出那时那地的社
会文化和民间风情。

最充满童趣的是书中提到的童年游

戏：飘洋牌、掼
元 宝 、斗 豆 腐
干、争上游、拨
跟头……这些
既有普遍性又
有 地 域 性 ，同
时富含竞技性
的 活 动 ，可 以
让读者沉浸其中，看到自己的过往。少年
读者，亦可从中看到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生
活。就这样，在作者的叙写中，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童年生活，以时间的经纬编织而
成往事之花，灿然绽放于纸上。经过淘洗
的记忆除去了艰辛与苦涩，留存了勤勉生
活的动人温度。

书中每页，也附有作者的“童年系列”
插画，芦花鞋、老虎帽、飞镖、铅丝枪等消失
的用具、玩具得以复现。就如同本书的装
帧，童年的快乐虽然是老旧的色调，却永不
褪色。擦亮镜子，照见的不仅是童年，更有
如今难得一见的时光。7（《擦一擦镜子，
照见童年》，作者：唐鼎华，出版单位：清华
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7月）

热点读书

□赵青新

《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我父母的私
房菜》，讲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移民家庭
的饮食生活，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作者张
有敏的家族回忆录，主要讲述父母在法国
开中餐馆的由来；作者精选的四十种私房
菜谱加四十幅手绘插图，品类涵盖肉类、
家禽、海鲜、蔬菜、面食、甜点等。

全书文字简洁，风格清新。作者不是
职业作家，也不是美食家，只是想“通过这
本书向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表达敬意，
留住这段珍贵的家庭回忆”。

张有敏双亲的祖籍分别是扬州市和
南京市近郊。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在香
港帮厨，1966年抵达法国巴黎，几年后把
家人接去定居，然后与一位出身香港厨师
家庭的女子成婚并生儿育女，餐馆生意也
渐渐上了轨道。

张有敏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学者，
“素人写作”最可贵的，就在于真情实感。
饥荒时的食不果腹，流落时的不安，学徒
时的艰辛，闯荡时的居无定所以及家业有

成的阖家幸福，
在 作 者 笔 下 都
表 现 得 非 常 动
人。除了美食，
作 者 提 及 最 多
的 还 是 家 庭 成
员的互动，出场
最 多 的 不 是 身
为厨师的父亲，而是母亲。母亲烧得一手
好菜，并常有创意新品，但只为家人烹饪，
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就像无数个
和她一样在柴米油盐里找寻生活意义的
家庭主妇。

在书中，作者提到“扬州三把刀”，即
扬州三大职业——厨师、理发师、修脚师，
很符合华人早期移民的职业特点。扬州
人带上自己的那把刀，走到了很远的地
方。这把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艺，也
是他们永难忘怀的记忆。一桌一饭一菜
一汤，最初的味道就这样世代延续。7
（《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我父母的私房
菜》，作者：[法]张有敏，出版单位：天津人
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6月）

□黑王辉

邓超和俞白眉是老搭档，先后合作过《分手大师》

《恶棍天使》两部喜剧片，虽然票房不错，但口碑一塌糊

涂。上周，两人再次联手执导的影片《银河补习班》上

映。在今年相对惨淡的暑期档，它的提前上映被一些

业内人士视为救市之举。

《银河补习班》讲述了比较另类的父亲马皓文教育

成绩不好的儿子马飞在短时间逆袭成为学霸的故事。

片中洋溢着浓浓的父子情，蕴含着对应试教育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的批判。太空灾难的引子，更是给影片增

添了几分科幻色彩。最终，马飞如愿成为一名宇航员。

从本片中，能够看到邓、俞二人的诚意和热情。不

过，从普遍的反响来看，《银河补习班》并没有达到预期

效果。剧情方面，马皓文的教育方式比较极端，更像是

一种对孩子的纵容而非鼓励，和马飞后来的成功之间

缺乏逻辑上的必然性；马飞为了自己的航天梦，让父亲

放弃了对东沛大桥事件的追究，也有悖常理。在人物

设定上，无论是马皓文还是马飞的母亲馨予，都有很多

矛盾之处，也因此难以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题材的优秀电影很多，如

《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等。我们的邻国印度也有

不少像《地球上的星星》《三傻大闹宝莱坞》一样的佳

作，去年上映的《起跑线》和《嗝嗝老师》也从不同角度

对印度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抨击，为国产电影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样本。相比之下，《银河补习班》对问题的剖

析流于表面，对现状的反思又显得刻意。

不过，比起前两部作品，邓、俞二人在《银河补习

班》中的风格转变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制作一部揭

露问题的剧情片比做一部恶俗的喜剧片更值得赞赏。

对于很多喜欢邓超的观众来说，他们或许宁愿看到十

部《银河补习班》，也不愿看到一部《恶棍天使》。7

从阅读中了解从阅读中了解““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长安十二时辰》：
大数据“反恐”

周末侃影

《银河补习班》：
诚意可嘉，效果一般

记者的生活与文学的发现

镜子里的童年 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