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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
卧雪冷乎热乎不在乎：乐在其中”。本

书讲述了三代塞罕坝人以乐观、战天斗地
的精神奋战五十多年，在荒漠沙地上建起
百万亩人工绿海的人间奇迹。“白天一身
泥，晚上一身霜”，他们终于将“飞鸟无栖
树，黄沙遮天日”的塞罕坝变成了“河的源
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美丽塞罕坝》
作者：朱悦俊，段宗宝
出版单位：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贾拉勒丁·鲁米是伟大的波斯诗
人，被联合国评价为“属于整个人类的伟

大的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和诗人”，其著作影响
广泛，受到过歌德、黑格尔、赫胥黎、爱默生、马
丁·布伯、弗洛姆、多丽丝·莱辛、罗伯特·勃莱
等人的赞赏。本书为伊朗著名导演、诗人阿巴
斯精编细选的鲁米诗集。 （本报综合）

《火：鲁米抒情诗》

作者：[波斯]贾拉勒丁·鲁米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雅众文化

译者：黄灿然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本书辑录了冯骥才六十余篇生活
散文，创作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

今日，跨越近四十年，其中有《珍珠鸟》《灵感
忽至》《往事如“烟”》等名篇，亦有《结婚纪念
日》《房子的故事》《为母亲办一场画展》等近年
来描绘生活的感悟之作。作者说：“我相信，真
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世间生活》

作者：冯骥才

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本书是青年作家林培源的短篇小
说集，精选了 9篇力作结集成册，包括

《白鸦》《秘密》《烧梦》《金蝉》等。作者以短
篇小说作为观察世界和文学的显微镜，以个
体命运为切入点，用灵动的笔触书写人生，
常常在结尾处突然逆转，呈现出魔幻色彩。
每一篇小说都好像是一束光，穿透黑暗，照
亮人心。

《神童与录音机》

作者：林培源

出版单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妙品古诗词妙品古诗词

□杨晓容

社会学家费孝通 1948 年所著《乡土中
国》，已成经典之作。诚然，书中提出的许多
问题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 70华诞的时间节点上重温此书，不仅
仍可感受到理性的光辉和人文的忧思，更让
如今的我们为生活在进步如此神速、变革如
此伟大的时代而庆幸。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论述了 14 个
问题，涉及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其首创的

“差序格局”等原创观点，至今仍是了解社会
的一把钥匙。其中提到的一些概念或问题，
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熟人社会”“文字下
乡”等。

“生熟社会”此消彼长。曾经，熟人社会
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坎儿。就连当年费孝通到
江村调查，也是因为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
从事乡村工业，营造了熟人圈子。有了这种
关系，他才能在江村一边疗伤，一边走访调

查，写出了《江村经济》。70多年前如此，40
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一
些比较小的城市里，人员和其他生产要素都
难以随意流动，社会的发展动力几近枯竭。
而在乡村，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狭小空间
里，家长里短、恩怨纷争一清二楚，看上去很
美，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透明的社群里，几
无隐私可言。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当今的城乡
社会中，熟人社会的影响还客观存在，但已经
越来越淡薄。城市里，行政审批等程序变得
越来越规范和简单。在农村，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或改造着
熟人社会存在的环境，大家不再是“透明人”，
拥有隐私正在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熟人社
会的结构正在瓦解，“陌生人社会”悄然来临。

谈到“文字下乡”，在费孝通观察到的乡
土社会中，城乡二元的对立是很严重的。农
民的生活和生产主要依靠经验或口口相传，
文字没有下乡的社会基础和需求。城市越发

展，农村越凋敝。当时，费孝通希望文字能尽
快下乡、多多下乡。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预
料到，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发展，城乡居民
享有同等权利已经成为现实。在很多地方，
农村居民反而成为城市居民羡慕的对象——
这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组织的村民自治、经
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越来越强调法治为本。
书中提到的“长老统治”现象，也在快速消
失。从“长老管理”到以法治村，改变的不仅
是习惯，更是观念。现在，在人们心中，法律
才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怀有拳拳报国之心的费孝通在出版文集
时说：“如果此书（包括《乡土中国》）能对一
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于国于民作
出更大的贡献，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
如今，重温这位先贤的论述，也能让我们在
享受社会发展的巨大成果时，多一分清醒和
冷静。7

再读《乡土中国》

□王立坤

江南，野趣，故乡，童年，草木，吃食……这些
词语，似乎每一个都散发着撩拨人心的天然魅
力。在散文集《八九十枝花》中，青年作家沈书枝
将这些撩人的元素错落有机地加以呈现。书中，
作者对于故乡和过往的回忆如同一丝丝点燃的
引线，温柔甜蜜又略带伤感，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故乡，是连着人生的精神“脐带”。关于思
乡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想要“出彩”相当困
难。但这本《八九十枝花》另辟蹊径，以孩子的
心态写下的这些文字看似是无心而为，却恰恰
为思乡的情绪赋予了不少趣味和不一样的情
怀。在作者的笔下，故乡不再是很多人眼中那
个越来越陌生也越来越回不去的地方，而是宁
静安详，有着美好回忆、江南草木和那人那事的
美好存在。

作者在序言中写到，自己喜爱废名在《五祖
寺》中提到的因“八九十枝花”而“感觉喜悦甚是
繁华”，由此可以窥见作者的书写心态，她也是喜
欢一天的星、一春的花的人。全书分为两辑。第
一辑“南方的雨”，主要以散淡的笔墨写了故乡皖

南农村的植物、民俗与吃食，颇富情调，时序是从
春至冬——之所以命名为“南方的雨”，是因为作
者实在是喜欢雨，喜欢春末夏初时雨后的天气，
文字亲切、生动，营造出独特的氛围。第二辑“远
近的人”，则主要着笔于作者从小遇到的一些难
忘的人和故事，是成长的“心路历程”。

在本书中，植物葱茏，艾蒿、斑茅、葛、白茅等
悉数登场，让人倍感亲切，就像顾城所写的“草在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民俗悠远、吃食独具特色，人和事
都于平凡琐细之中透露出生命的野性和美感
——比如，把“孩儿面”稀里糊涂地抹在脸上，不
管不顾地跑开，天黑了也不敢回家，完全是小孩
子的做派，带来了“天然去雕饰”的味道，也会让
读者回味起自己年少懵懂时那些没心没肺的欢
乐时光。

在阅读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是乐事一桩了
吧？“故里风物最知己，草木有情慰平生”。恰如
书封上那句“每一个离乡的人，都能在这本书里
找回故乡”，读这样的书，让人欣慰。7

（《八九十枝花》，作者：沈书枝，出版单位：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8月）

江南风物，野趣盎然

□吕冠兰

《愤怒的小鸟》本是由 Rovio 公司于

2009 年 发 行 的 一 款 火 爆 全 球 的 游 戏 。

2016 年，Rovio 联合索尼动画推出同名

动画电影，全球票房超过 3.5 亿美元。3

年之后，续作来袭。

和多数游戏改编电影不同的是，两

部《愤怒的小鸟》的故事情节并非取材于

游戏，而是带有很高的原创性。也正因

如 此 ，故 事 的 开 展 有 了 更 加 广 阔 的 空

间。在第一部中，胖红和战友们在玩笑

逗乐之余，顺便从反派绿猪王那里救下

了自己的同胞。而在《愤怒的小鸟 2》中，

小鸟和绿猪王并肩作战，为保护家园而

继续战斗。

说到底，《愤怒的小鸟》系列是拍给

儿童看的电影，剧情偏于简单、低幼，角

色设定和故事结构也和《冰川时代》系

列、《小黄人大眼萌》等有颇多相似之处，

这就难免落入俗套。动物们的冒险旅

程，《冰川时代》系列有过，《里约大冒险》

系列有过，《马达加斯加》系列有过，前段

时 间 上 映 的《爱 宠 大 机 密 2》也 玩 了 一

把。不过，这些系列动画往往一部不如

一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冰川时代》系

列 ：票 房 最 高 的 第 三 部 全 球 票 房 高 达

8.87亿美元，2016年的第五部则只有 4.07

亿美元，黯然落幕。虽说《愤怒的小鸟 2》

的故事流畅度强于前作，主线也更为清

晰，但这样的动物冒险故事也势必给观

众造成审美疲劳，难有惊喜。

与 Rovio 公司合作的索尼动画，是

好莱坞动画工作室中最中规中矩的一

个：论财大气粗它不如迪士尼，奇思妙想

不如皮克斯，兼容并蓄不如梦工厂，玩喜

剧拼不过蓝天工作室，甚至还比不上照

明娱乐这样的后起之秀。《愤怒的小鸟》

系列在如今的第二部就已经显露疲态，

看来它的前途不容乐观。7

《愤怒的小鸟2》：

乏善可陈，疲态已现

周末，由周可导演，周迅、吴镇
宇、祖峰等主演的悬疑片《保持沉
默》上映。该片讲述了律政女强人
端木兰与检控官吴正为因一个案
件在庭审中相遇，并为寻找真相展
开针锋相对的法庭辩论的故事。

国产剧情片《呼伦贝尔城》和
爱情片《风从塬上来》，美国动作片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中法联
合 制 片 的 动 画 片《昆 虫 总 动 员
2——来自远方的后援军》等也将
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电影时讯

周末侃影

□刘小兵

我国是一个盛产诗歌的国度。千百年
来，那些脍炙人口的古诗词已经成为一种文
化符号，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濡染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近日出版的《王立群妙
品古诗词》，以个性化的解读和旁征博引的精
妙阐释将我国古典诗词的神韵娓娓道来，令
人沉醉。

书中，王立群精心撷取了各个时代具有代
表性的 100首经典诗词展开言说。他不仅从
国学的角度分析评判它们的优长，还从类似题
材的作品中捕捉作者写下这些诗词时的生存
状态和心理状态。如李白的《将进酒》，恣意汪
洋，洒脱狂放，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王立群分析，“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
青丝暮成雪”等诗句，表面上是写人生苦短，实
则是为下文的“劝酒”做出很好的铺垫。“烹羊
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更是将李白直
率的品格表露得一览无余。他进一步阐释，与

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王维的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文人气
质相比，李白的“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古愁”豪气干云，大气得多！这样的多重拆解，
不但强化了我们对诗词本身的认识，也加深了
对诗词写作者精神世界的了解。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历史文化上的一些差
异，普通文学爱好者对古诗词的认知可能更多
地停留在课堂和网络资料上，这难免会让这些
文化瑰宝显得学究气有余而活泼性不足。而
王立群着意打破这种传统的方式，以接地气的
平实语言甚至是当下的网络流行用语，就诗词
的主题思想、艺术价值和写作者的心境、文学
追求，展开了让人轻松愉悦的多维度畅述。他
从李商隐的《无题》中，体会到弥漫出的缠绵，
说作者是“忧郁的王子”，并不无幽默地赞许李
商隐所营造的意境细腻传神，是“确认过眼神，
遇见了对的人”。从王维的《终南别业》中，他
品咂着诗人呈现出的审美意象，诙谐地说作者
是“佛系男神”，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肯定了这
首诗“引爆”了终南山，让它成为一座充满诗性

的山、令人向往的山。如此契合当代语境的品
析，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除了文学化的专业解读和趣意盎然的平
民化诠释，王立群还善于透过厚重的历史，由
古诗词联想到作者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浮沉，进
一步凸显出其思想锋芒和精神操守。他从李
清照《夏日绝句》的千年喟叹中，联想到当时宋
朝的危难时局，指出作者看似在凭吊项羽，实
则是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
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表达出自己对再拾山
河的期望，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操。他结合韩
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讲述了这位文豪
在事关国体的大事面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秉
公直言的故事，体现出其作为“唐宋八大家之
首”的风骨。

王立群说，古诗词里包含很多古代文化
的东西，对现代人来说，它是一个美育的教
育、德育的教育。他认为，通过赏析古诗词，
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诗心，“从而让我们生命
的脚步不再匆匆，让平凡的日子也能活出诗
的精彩。”7

□陈华文

在我们的生活中，设计可谓无处不在。好的
设计不仅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也是强大的生
产力。《设计的修养》一书，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
地了解设计这门学问。

作为一本访谈录，《设计的修养》牵涉的领域
是多方面的，主要分为日常生活篇、公共生活篇、
个人形象篇三个部分。书中的访谈人殷智贤，曾
在时尚设计刊物担任主编。书中的受访人吕敬
人、张永和、王澍、韩家英等12位设计名家，则聚
焦于建筑、家居、景观、产品、书籍、服装、首饰、花
艺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共同探讨了什么是
好的设计。

从本质上来说，设计是为了有效地解决我们
生活中的各种问
题，将什么视为问
题、用何种方式解
决 、解 决 得 怎 么
样，都是设计要解
决的问题。有人
错误地认为，美好
的生活只属于富
人，但现实中并非
所有的富人都过
着 高 品 质 的 生
活。要想真正享
受生活，就需要在

设计方面具备一些基本的修养。
在设计界，不知道从何时起，东西方的设计

总会被进行人为的区分。然而在如今的全球化
格局下，不仅要弘扬传统，还要学会借鉴外来的
精华。书中，接受访谈的建筑设计师张永和有着
这样的观点：今天，文化的差异其实不是在加大，
而是趋向融合。对设计者和使用者而言，分辨什
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
义。总体上讲，设计需要大的格局和大的视野。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设计也要遵循一定的
传统和习俗，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建筑设计师
王澍的设计理念，常常与“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
不谋而合。访谈中，王澍对国内大量整齐划一的
高楼表示担忧。在他看来，建筑设计要因地制
宜，不能追风，要顾及地缘要素，将传统的记忆巧
妙地融合到建筑之中。如果说好的设计有灵魂，
那么优秀的建筑肯定是有生命的。

《设计的修养》一书并没有对设计中的具体
原则和方法进行教科书式的探讨，而是基于设计
伦理、设计责任的双重维度，进行“天马行空”式
的访谈。当前，与设计有关的各种技术在飞速发
展，作为设计师，必须兼顾作品的审美性和功能
性，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的设计都不是好的设计。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不断提升文化艺术修养，对
各种设计风格予以了解和包容，就是最基本的设
计修养。7

（《设计的修养》，编者：殷智贤，出版单位：中
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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