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博时代，有多少人关注你，你又关注了多少人？朋友圈
时代，你的微信好友列表里有多少人？很多人会以自己广阔
的人脉而沾沾自喜，然而进化学人类学家，“邓巴数”理论提出
者罗宾·邓巴却在《社群的进化》一书中告诉你，别自欺欺人
了，你真正能打理的朋友圈上限就是150人，每有一个新朋友
加入，你就会不自觉地忽略一位老朋友。

事实看上去往往并不那么美妙，即使是你的好友列表里
躺着 2000 人，但你能维护稳定关系，彼此熟识的仍不超过
150人。这150人，也分别属于你的核心关系圈的人、处于第
二个圈层的人、处于第三圈层的人以及处于最外圈的人。有
证据表明，如果你的核心小圈子，有新人加入，那你势必会在
无形中替换掉一个曾经亲密的人，让他（她）居于第二个圈层。

渐变的朋友圈，并不是说明人类天生喜新厌旧，而是我们
的大脑进化极其缓慢，我们和一只古猿、大猩猩能处理的社会
关系差别并不是很大，生活的流动性，注定让一些人只能成为
我们生命的过客，匆匆惊鸿一现。即使是互联网也只是延伸
了我们的触角，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处理成千上万的社会关系，
微博、朋友圈里的好友数字，其实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当
你关注所有人的时候，其实你一个也没有关注。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亲密的关系，是爱、理解与支持，是彼
此间的声气相通，是从情感到语言以及对社会认知的共振。
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被一个团体接纳，这是一个人有勇气面
对外界的风风雨雨、无所畏惧的力量之源。

在社会越来越多元，亲族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南
漂北漂的人越来越多的今天，朋友正在部分取代亲人的“功
能”，成为一个后天的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圈。当你孤身一
人，前往一座陌生城市打拼时，能否融入当地的社群，建立朋
友圈，对一个人的事业、生活乃至健康、寿命的影响都至关重
要。有一个可以三五成群无话不说的核心朋友圈，会让你感
觉安全，遇事时也会沉着应对，你可以不用这些朋友帮忙，一
个强大的后援团，他们的存在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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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浩

8 月 8日，取材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同
名电影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的上映，再次激发了我对
同名经典的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
农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中国新闻史和报告文学
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
千上万的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
道路……

1936年 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由北平出发，经
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和毛泽东
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第一手资料。斯诺于卢沟桥事变前夕回到西安，将他
采访的这些记录整理成集，取名《红星照耀中国》，于
1937年 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随即轰动世界。

1937年 11月，斯诺来到上海，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
国》赠送给著名出版家胡愈之。1938年 2月 10日，第一
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用“复社”的名义在上海出
版。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既是一个观察者、采访

者，也是一个叙述者和评论者，他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
关于红色政权、红军将领、战士的革命信仰，红色中国的
前途命运等政治和哲学问题，通过不断追问、思考，希望
找到开启这些红色奥秘的钥匙。他对陕北苏区产生了真
挚的、热烈的感情，他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将
士的英雄壮举、牺牲精神和坚定信仰，理解和认识到红色
革命政权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和对于历史的意义，
红色的思想基调和红色的精神气质渗透在他的整部作品
中。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广大的红军将士、广大的中国人民，才是这个民族
的主人，是红色革命强大的主体力量，是红军取得一个又
一个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和力量，
折射的是人类历史的精华。

《红星照耀中国》发行后，先后被译成 20多种文字，
影响力几乎遍及全世界。80 多年前，斯诺深入陕北苏
区，将自己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写进了
这部不朽的经典。今天，重读《红星照耀中国》，感觉它仍
然不过时。本书既是对历史的回应，也吸引着更多读者
了解党的历史，把握当时的时代脉络和风云变幻。《红星
照耀中国》成为红色经典的原因，就在这里。9《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版封面

新作评论

《赋说中原》:
颂歌中原大地

经典回眸 生活书屋

□刘玉叶

王国钦先生是中原诗词名家，多年来专注于颂歌中原
大地。由姚待献主编出版的《赋说中原——王国钦辞赋欣
赏》，第一次收录了王国钦先生十多年来的辞赋之作。展卷
而读，不禁感其翰藻，体其浏亮，叹其慷慨，吟其流美。

赋为文体，源远流长，当今辞赋应如何新变，何去何
从？阅读这部专著，笔者认为，王国钦先生已经通过赋作实
践回答了：首先应有观念新变、理论自信，有“断档空白，我
们来补”的壮志豪情；中原城市地区赋，也正是对传统都邑
赋的继承新变；而王国钦“拿手”的度词新词创作，又为其辞
赋创作增添了全新的生命韵味。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王国
钦将这“文学八事”改良成为当代创作的“诗词八事”：一曰
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无病呻吟；三曰倡双规韵制；四曰敢承
旧创新；五曰弃陈词僻典；六曰少模仿古人；七曰要走向社
会；八曰对时代关心。这里的“诗词八事”不仅可以看作是
他关于当代诗词创作的总体纲领，其实也可作为他本人对
诗词及辞赋创作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其现有的创作中已
处处体现了对此“八事”的践行。如曰“须言之有物”“不无
病呻吟”，这部《赋说中原》里的赋作都具有明确的主题与对
象，务实无虚言。

新与旧、雅与俗的关系处理，是当代辞赋创作者都会遇
到的两难平衡问题。一味摹古，孤芳自赏，既失去创新精
神，也难以表现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描写对象；而全使用现
代语言，抛弃辞赋定式，只会让赋的文体特点丧失，成为工
整的现代散文而已。王国钦首先尊重辞赋传统特点，并运
用简明易懂的文言词汇，还适时加入一些当代语词，使赋在
庄重典雅的整体艺术特色中有了一丝青春时尚的气息。如
《河南大学赋》云：“夫大河之南者，苍茫茫天下之中也；吾河
南大学者，哗啦啦杏坛之旌也。”又如《拜诗圣文》云：“诗歌
创新，志若鸿鹄。断档空白，我们来补。”简洁有力而不失志
向。

尤其在处理当代城市主题时，如何用文言表达高新
技术内容是现在辞赋作者遇到的普遍难题，我们看本书
中的《郑州高新区赋》：作为全新发展的高新技术发展区，
全篇自然没有一般辞赋惯以表现的历史文化内容，但作
者用“热土拓荒”“生态蓝图”“中原追梦”“创造辉煌”“使
命如山”五部分结构成篇。“规划评审，黄河饭店尝甘苦；
架线送电，老两河上月如钩”，叙述草创时期，景与物交
融。“‘高速度、高起点’，方针既定惊海内；‘大跨度、超常
规’，内陆擎起航标灯”，化用政策口号，简明易懂而朗朗上
口。全用现代语言叙现代之事，但对应的句式则与现代散
文拉开了距离，同时使高新技术词汇也在赋中显得浑然天
成，并不突兀。

王国钦曾将白居易的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改写为“文章合为国而著，歌诗合为民而作”，他在
《固始“开闽三王纪念馆”建馆记》中呼唤“将道德归堂兮期
四海一统”“让中华圆梦兮足万民之愿”，使得赋作完全可以
表达新时代的主旋律内容，延续了汉赋的价值取向，提升了
赋的功能地位。同时，作者还表达了这一历史责任由我辈
一力承担的自信豪情：诗词歌赋，我辈守护，“断档空白，我
们来补！”9

一颗黑珍珠，被当成普通商品售卖，它的售价还不如养育
它们的牡蛎，但聪明的商人总有办法让它们的价格“熠熠闪
光”。方法很简单，只要将它们从街头小铺拿出来，放到高端
商场售卖珍稀宝石的橱窗里，人们自然就会认为这些黑珍珠
也拥有与蓝宝石相近的价值。

这样的“价格迷局”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消费者是如何爱
上了被抬高了的商品售价，又是如何憎恨上了老实经营的平
价店？在《怪诞行为学 5：理智与金钱》中，作者丹·艾瑞里和
杰夫·克莱斯勒，以大量啼笑皆非的买卖实例，揭示隐藏在人
们习惯性思维和行动中的非理性，带消费者穿越商家释放的
重重营销迷雾，理性消费。

“免费”是万能的营销利器，它令对这项商品、服务丝毫不
感兴趣的人怀着“免费就试试看”的心理，一步一步走进商家
精心布置的营销迷宫之中。又比如语言、场所、品牌对商品价
格的影响。同样的一件衣物，放在路边摊，可能只值 50元人
民币，放到装修考究的商场中，标价立即会翻升至 200元，假
如再贴上某大牌的标签，价格立即上涨至500元，但从始至终
都只是这一件衣服。

其实，不论是一颗黑珍珠，还是一件上衣，它们不论摆放
在哪里，与什么样的商品相邻，都不能改变它自身的价值，但
人们却因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之相遇，便给出完全
不同的价值认定，这种看似“怪诞”的行为，实则源自我们根深
蒂固的思维偏见。

书中，作者为我们解答了诸多与商品价值和价格有关的
常见消费难题，揭示“相对性骗局”“心理账户”“锚定效应”“禀
赋效应”等种种消费者固有的消费误区，点明各种日常生活中
看似明智，实则并不理智的消费行为，引导读者重新评估一件
商品的真正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所有的探讨都是以消费者追
求绝对的理性消费为前提，而简化忽略掉了人们的情感支出，
很多时候人们消费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能是为了一
次浪漫的体验，为了一次情感的沟通，为了达成一次共识等，
并非所有的交易都与价值交换有关。9

□黑王辉

上周上映的《使徒行者 2：谍影行动》（以下简称《使徒

行者 2》），虽然是 2016年成为爆款的香港电影《使徒行者》

的续集，却和前作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另起炉灶，

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但《使徒行者》的精髓，却被《使

徒行者 2》延续。虽是和电视剧版、电影版《使徒行者》完

全不同的故事，《使徒行者 2》仍是将卧底元素融入其中，

由古天乐和张家辉饰演的两个孤儿兄弟，黑白难分，真假

难辨，他们卷入一场国际大案，要艰难破局，才能觅得一

线生机。

从成片来看，《使徒行者 2》显然也吸取了《007》《碟

中谍》等美式谍战电影的优点，让谍战融合动作、枪战等

元素，又保留吴宇森、杜琪峰等作品的显著特点，发挥香

港电影的长处，将惺惺相惜、义薄云天的兄弟情义演绎

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使徒行者 2》还展现出更为宏

大的格局，更为宽阔的视野，从香港到东南亚，再到西班

牙，故事国际范儿十足，又充分融入当地文化，从而显示

出制作者的用心，也让影片有了更多看点。

从《使徒行者 2》中，可以看到文伟鸿导演对试图

突破香港电影惯常套路的尝试，但这种尝试显然也有

不成功之处。首先，影片的屡屡反转固然值得称道，

但为了反转而反转，使得剧情难以自圆其说，倒显得

出力不讨好；其次，兄弟情是香港电影最常用的套路

之一，《使徒行者 2》却显然并未玩出新意，为了突出兄

弟情，就连牺牲情节的紧凑和连贯也在所不惜，结果

适得其反。

从票房成绩看，6 天 4 亿多元的票房差强人意，但市

场对影片的追捧未必是好事。虽说观众的喜好度就是

电影的发力点，但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致力于挖掘警

匪电影这一题材，不仅出现“真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还

不利于香港电影的多元化发展。9

□吕冠兰

自今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以 46.5 亿元成为我国

影史票房亚军，带有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

人》也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2019 年是中国科幻元年”

这种说法不胫而走，并被大多数观众认可。不过，上周

末上映的《上海堡垒》却将国产科幻片又打回了原形：上

映 4天票房勉强过亿，然后就后继乏力。

作为一部科幻片，影片的问题首先出现在特效不济

上。虽然国产片的特效与好莱坞尚有一定差距，但《上

海堡垒》的差距明显过大，科幻感不足，视觉效果差。其

次，情爱薄弱。作为一部科幻片，偏要在其中融入男女

情爱，又不给他们足够的铺垫，使得该片情爱元素成为

一种累赘。再次，剧情老套。即便是科幻片，也要看剧

情，但《上海堡垒》走的是《独立日》模式，可《独立日》是

1996 年的电影，20 多年后，这种剧情显得老套。即便是

罗兰·艾默里奇亲自操刀的《独立日 2》也以失败告终，更

别说还不如《独立日 2》的《上海堡垒》了。

事实上，这几年，将这种外星人降临地球模式玩出

新意的也不是没有，像《降临》的文字沟通，《湮灭》的异

形折射，都令人印象深刻。可《上海堡垒》却对《独立日》

亦步亦趋，这种不思进取，导致的结果也只能是重复《独

立日 2》的老路。

最后，影片的不成功，和原著也大有关系。作为畅

销书作家，江南在科幻领域的耕耘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

度上，都不如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科幻写作的刘慈欣。对

于江南来说，无论科幻还是玄幻，其实都是外壳，情爱才

是内核，《上海堡垒》便是如此，空有其形，无论情节和细

节都经不起推敲。即便由其亲自担任影片编剧，也克服

不了这一弱点，失意的结局，大概早已注定。

由《上海堡垒》的失意看，国产科幻的时空，是否仍

长路漫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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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丽

1.好好打理你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