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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周末侃影

作家侯钦民的作品集《阳光穿透岁月
的墙》近日出版。全书近 20 万字，分为
《岁月悠悠》《故事里的事》《点亮心灯》《那
年，那人，那事》《印象记录》五辑，说心里
话、谈心里事，真挚感人。一个鸡蛋、一支
钢笔、一篇上报小稿……诸如此类的描
述，都是娓娓动听，让人一下进入情感的
深井而不能自拔。

书中收录的《王二愣小传》一文，是作
者的成名作，作品不长，写的是凡人小事，
却诙谐幽默，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让人不
相信都不行。又如《良心》一文，以小见
大，写的是两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
因债务纠纷上了法庭，最终又坦然和解。
作者有着20多年的法官生涯，在本书中，
敢担当、讲良心的作品占了大半部分，如
《追查》《发不出去的判决书》《派车》《女理
发师》《复苏的人性》等。

《怀念爷爷》《怀念舅舅》《当兵的日
子》《难忘的情谊》……文章中每一位主人
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小片段，总能勾起
人们的万般遐思，引发诸多感慨。同时，
感恩的情节也融入了全书的笔墨，成就了
一部有温度的文集。7 （本报记者）

□思衣谷

在美国西部，“骡子”是运毒人员的暗语。最近在国内上

映的美国影片《骡子》，取材于 2011 年轰动全美的涉毒大案，

以及美国媒体发表过的一篇纪实报道《锡那罗亚贩毒集团 90

岁的运毒骡子》。本片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并主演，布

莱德利·库珀联合主演。

片中，一位破产且与家人关系不睦的八旬老人厄尔·斯

通，当其房产因资不抵债被扣押拍卖时，得到了一份只需要

开车的工作——这份工作足够简单，但厄尔不知道的是，他

成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一名运毒者。他完成得非常出色，经

由他运输的毒品越来越多。虽然他的财务问题就此得到解

决，但曾经犯下的种种人生错误也逐渐开始为他带来沉重的

压力。这位神秘的运毒者引起了美国缉毒局特工科林·贝茨

的注意，并最终被执法部门逮捕归案。最终，他受到了法律

的制裁，因受人利用而被判入狱三年。

本片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作为演

员，他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演美国西部题材的影片《镖客

三部曲》，头戴牛仔帽、肩披羊毛毯、嘴里叼根烟的形象为一

代观众留下了经典回忆。作为导演，他曾凭借《不可饶恕》

（1992 年）、《百万美元宝贝》（2004 年）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

演奖。为了更好地呈现影片的中心思想、还原人物的命运，

年近 90 岁高龄的伊斯特伍德还是如壮年时一样，亲身体验了

一把这个特殊群体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此外，他也赋予

了影片更多的时代元素，比如将原来故事中二战老兵的身份

改成了经历过当代战争的老兵，以及表现了厄尔对互联网、

智能手机等新事物的不屑一顾，等等。

从片中的很多场景和细节可以看出，现实中曾是市长的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对美国社会的一些看法颇具深度。但纵

观全片，对家庭的救赎或许才是他最想要表现的精神内核。

起初，厄尔为了达成个人成就而不出席女儿的婚礼，家庭矛

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后来的厄尔终于看清人生，说出了诸

如“我曾以为在外面做‘大人物’比在家里做失败者重要得

多”“家庭是最重要的，不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把工作放在

了家庭前面”等出色的台词。铤而走险成为“运毒骡子”，也

是厄尔为了救赎家庭而走上的道路。所幸，坐牢之前，他参

加了孙女的婚礼，也和家人达成了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父女角色亦是现实生活中的父

女。艾莉森·伊斯特伍德此次出演厄尔的女儿，可谓“上阵父

女兵”。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导演或许都想传达出自己对

家庭责任缺失的自省和道歉，也因此使得本片带有了一丝自

传的意味。

近些年来，伊斯特伍德比较善于从新闻报道中抓取故

事改编成电影作品。几年前的《15 点 17 分，启程巴黎》，就

是根据一起被成功制止的恐袭事件改编的，《美国狙击手》

《萨利机长》等也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大多反响不错。国内

的一些佳片，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新闻报道与电影“合作”

的成功范例，无疑为电影人提供了一种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创作思路。7

《骡子》：
美国老牛仔的自我救赎

□刘小兵

又到一年开学季，教育相关话题
再次成为热点。近日，著名作家、教育
家叶圣陶的随笔集《给教师的建议》出
版。本书汇集了叶圣陶毕生的教学心
得，里面既有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又
有贴近实际的教育方法；既有针对教
师的教学建议，又有为学生群体准备
的学习良策。

开篇，叶圣陶强调：教育工作者的
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而“以身作
则”、注重“言传身教”，就是最大的为
人师表。书中，叶圣陶以“如果我当教
师”为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想
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就绝不能单纯
地教书识字，让学生养成多读书、勤思
考的习惯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叶圣
陶建议：“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
且还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成为健
全的公民。”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实，
就必须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因材施
教。他例举了具体的方法，比如在完
成正常的授业之外，教师完全可以通
过与学生家长的有效沟通，共同督促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叶
圣陶说：“多做家属亲切忠诚的朋友，

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语言、态度上，表
现出是关心和爱护学生的，就能让这
种教育合力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叶圣陶认为，在漫长而艰辛的育
才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
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真诚地希望这
堂“大课”，不仅学校要上，也要“搬进”
家庭和社会，让各个方面通力协作。
他认为，课内的知识课和技术课，课外
的种种活动，实际上都有培养思想品
德的作用。只要老师教得好、引导得
好，学生学得好，活动开展得好，学生
自然会受到濡染，思想境界会不断得
到提升。

让年轻人学好国学，感受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自然是广大教育工作
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叶圣陶主张，应
把青少年学好语文、写好作文提到传
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来看
待。他一再告诫基层教育工作者，要
把好的读书方法和写作方法传授给
学生，引导他们不断增强对母语的感
情。

在《给教师的建议》中，叶圣陶所
提到的种种，放在今天来看仍有很强
的指导性，能为教师、学生和家长带来
很多触动，值得一读。7

□王霞

作家丁捷在年富力强时，响应组
织号召援疆任职。三年时间，他把精
力、热情和爱完全投入到这片广袤的
土地，奉献给那些真诚的人们。他寻
找到了生命中更高层次的认知，也成
就了这本《约定》。

本书从丁捷的母校——南京师范
大学随园老校区的中大楼落笔。作者
的目光从一场关于李白故里的争论，
投注到遥远的巴尔克什湖流域。边疆
生活的感与思，凝成了八章二十篇或
长或短的文章。

在《一醉九醒》中，作者写了自己
在伊犁无数次醉酒经历中的四次。他
说：“入乡随俗，跟少数民族人民一道
生活，大碗喝酒，大声唱歌，大步走路，
大力工作，会成为一种习惯，最后，酒
气力气豪气，会成为你的血性！有了
这种血性的人，一辈子会跟边疆连经
锁脉，胶合一体。”

翻过《诗人的边疆》《大地才情》等
篇章，《哈萨克肖像》又会让人陷入沉
思。不同于很多描写新疆风物的书

籍，丁捷的笔始终没有离开人。不仅
仅是这一章，在整本书里都是。致力
于双语教学的年轻教师热斯古丽、酷
爱绘画的帕尔哈提、爱上汉族小伙子
的姑娘麦丽娜、在车祸中去世的医科
大学毕业生李英……有名的、无名
的、朴实的、热情爽朗的、才华横溢的
人们，一个个笑意盈盈地走到你的面
前。

《今夜因何无眠》则是本书最后一
章，也是最长的一章，更是特别生动的
一章。它是丁捷在新疆工作的日记。
三年的时光中，那些走过的路、做过的
事、遇到的人，成了作者今生无悔的缘
分。

在自序中，作者有这样一句话：
“我庆幸自己腾出了一点生命，抚摸着
边疆，受授了缘分。”人们常常把世上
无法解释的现象叫做缘分，其实，缘分
就像是一个漫长约定，那些美好的生
命终会与你相遇。读这本书，就像在
和作者面对面地进行一场心灵对话。
他在向你讲述那些刻骨铭心的人与
事，你甚至可以闻得到酒香，或者他面
前那杯茶的芬芳。7

□李晋

小说《洛丽塔》，让作者弗拉基米
尔·纳博科夫声名鹊起。这位有着独
特创作观的俄裔美国作家，在蝴蝶研
究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他的人生也如
蝴蝶一般，经历了破茧成蝶的蜕变。
新西兰作家布赖恩·博伊德所著的《纳
博科夫传》是一部优秀的人物传奇，自
1990年面世后一版再版。

《纳博科夫传》分为上下两册。作
者从纳博科夫的身世背景写起，因为
他深知，“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
过童年的蛹看出来”。纳博科夫的童
年相当完美，然而终是昙花一现。
1917 年，他们一家开始颠沛流离。
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也不忘采集蝴
蝶，成为蝴蝶研究专家是他最初的志
向。博伊德详尽地描述了纳博科夫
的这个爱好——扇动着斑斓翅膀的
蝴蝶，是纳博科夫感触生命图景的力
量源泉。

纳博科夫推测，蓝灰蝶起源于亚
洲，穿越白令海峡一路向南到达智
利。这种假设被当时的科学界认为是
异想天开。2011年，哈佛大学研究者
利用计算机模型分析，证实了纳博科
夫的假说完全正确。这种合理大胆的
想象，在纳博科夫的小说里也能找到
痕迹。

在博伊德的叙述里，我们认识了
做翻译、做老师、做临时演员的纳博科
夫，经济窘迫的情况下，这些职业为他
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22年，
他的父亲在柏林被误杀。他在日记中
写下：“是的，我的幸福流走了。”表达
人性之善、亲情之痛的场景，反复在他
的作品里出现。这不是巧合，而是一
种无声的纪念。

博伊德说，纳博科夫始终是个孤
独的人，特立独行、自信不疑，在思想
上无拘无束。他在岁月的墙壁上自由
涂抹，在花甲之年后终于逐渐亮出了
色彩，至今也没有褪色。7

日前，作家陆春祥所著的笔记新说系
列作品之《袖中锦》出版。本书是一部以
现代视角重述古人经典的随笔集。作者
对汉魏至明清的古代文人笔记中记载的
有趣事件进行漫谈，从典章制度到社会风
尚，从诗文书画到各类人物，既有现实的
社会历史事件，也有浪漫的鬼神精怪故
事。书中 36篇文章说的看似是寻常事，
却都不寻常。

历代笔记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历史
琐闻、考辨考据三大类，它们是中国传统
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但除
了一些专业研究者之外，大众读者的关注
度依然不够。比如唐代笔记，基本上淹没
在诗歌耀眼的光芒背后，其实，它们与之
前汉魏六朝那些志人志怪的作品已经有
极大的不同，从文学角度看已经相当成
熟。它们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唐代的辉煌，
传奇故事的味道极浓。电影《聂隐娘》和
当前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里，许多情节
就取材于唐传奇。考辨考据类的笔记，也
已独立发展成一个大的门类。如段成式
的《酉阳杂俎》，博大精深，成为历代笔记
难以逾越的高峰。

再如宋代，笔记种类繁多。据《宋史·
艺文志》记载，彼时的小说、传记、故事、杂
类等多达 1126 部，而宋人笔记不下 700
部。苏轼的《东坡志林》、沈括的《梦溪笔
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等等，都是笔记中
的上品。其中，七十四卷本的《容斋随
笔》在宋代畅销了四十年。

在《袖中锦》的扉页里，陆春祥这样
写道：我读的笔记，只是历代海量笔记中
之一粟，但各种碎石和金子，迎面撞击，
有时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仍然兴
奋，因为里面有“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
彩和锋芒”。

有专家认为，陆春祥积数十年之
功，读破 3000 卷自汉魏六朝至唐宋元
明清的笔记并深味其意，卓然自成一
家。千年野史也是千年生活史、千年社
会史，读史越深，性情越深，识见越精。
他的文字侃然有致，词锋秀拔，条理井
井又妙趣自生。7 （本报记者）

9月 3日，由张同道导演，池亦洋、王思柔等主演的纪录
片《零零后》上映。本片讲述了一个跟踪拍摄 12年的故事，
主人公也从5岁儿童长成了17岁青年。

周末，由徐顺利导演，王志文、余男、李立群等主演的国
产动作片《最长一枪》将上映。国产剧情片《樵夫·廖俊波》、
纪录片《踢球吧孩子》，以及欧美犯罪动作片《冷血追击》、日
本悬疑片《检察方的罪人》等也将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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