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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周末侃影

《少年的你》：
绝望中开出美丽的花

电影时讯

□汪小旻

10 月 25 日 上 映 的 电 影《少 年 的

你》，是一部聚焦校园霸凌现象的青春

题材影片，首日票房过亿，口碑也迅速

在社交平台发酵。它由玖月晞的小说

改编而来，曾国祥执导，周冬雨、易烊

千玺、尹昉、黄觉、吴越等主演。该片

主要讲述了在高考前夕，被一场校园

意外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守护彼此的

故事。

周冬雨饰演的陈念是一个性格内

向的优等生，她出生在单亲家庭，母亲

长期沉沦于传销组织。在亲情缺席的

环境下，她被卷入了霸凌的漩涡。而易

烊千玺饰演的刘小北是从小就在街头

流浪的混混，偶然之下与陈念相遇相

知。脆弱卑怯的他们，成为彼此最深的

牵挂。说起来，陈念和刘小北就像是一

枚硬币的正反面，一个是乖巧顺从的典

型，另一个则是反抗叛逆的缩影。从旁

观者到被欺凌者再到怒从心生把别人

推下楼梯的“施暴者”，陈念的心理变化

耐人寻味。原生家庭教育的缺位，让人

感到暴力漩涡中的绝望。

校园暴力的可怕之处，还在于“旁

观者”这一群体，他们有的应和，有的

协助，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 吃瓜群

众”。不堪欺凌而跳楼自杀的胡小蝶

曾向陈念倾诉：“她们一直欺负我，你

们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她死后的第二

天，校园恢复了平静，同学们有说有

笑，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冷漠的旁

观者或许是为了自保，但也在无形中

成为帮凶。全片有不少主观镜头，将

观众带入具体的情境之中。丰富多元

的视听语言，也较为完满地呈现出个

体和集体的冲突。

从侯孝贤《风柜来的人》、杨德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姜文《阳光灿

烂的日子》，“残酷青春”题材的影片不

仅呈现出成长的残酷，也反映出时代的

阵痛。近年的《狗十三》《悲伤逆流成

河》《过春天》等影片，也在延续着写实

主义路线。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

影片套路化严重，诚意不足。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少年的你》的社会价

值要大于艺术价值。但愿片中疼痛的

青春能够让更多人思考教育话题，让孩

子们的青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7

本周末，由杜琪峰执导，向佐、王
可如、邵兵等主演的国产爱情片《我的
拳王男友》将上映。本片讲述了花街
拳王鲁虎和追梦歌手杜小鹃因为一场
拳击比赛偶遇并成为欢喜冤家。尽管
阴差阳错状况不断，但爱的火花仍在

二人各自追梦的旅程里悄然诞生。
此外，国产电影《致敬英雄》《武林

孤儿》《受益人》以及美国电影《决战中
途岛》、中德联合制片的喜剧动画片
《宠物联盟》也将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本报记者 赵大明
本报通讯员 李丹 杨子蕾

秋意浓，颗粒归仓。广袤的原野
上，冬小麦露出了一片青绿。10月
末，著名作家、编剧柳建伟在郑州大
学文学院举办讲座，题为“新时代文
学与影视创作的几个关键问题”。在
访谈中，他亦畅谈了自己的创作心

得，表达了对青年作者的期望。

好作品不是泡面

世界上很多事快不了，文学是其
一。柳建伟的文学之路开始了就没
停滞过。在这条路上，他毫不犹豫地
走了几十年。与文字为伍的人，独立
而满足。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一个
个方块字伴随着苦思冥想从笔端流
出，这不仅仅是作家表达的欲望，还
有他内心深处的坚守。

“好作品不是一碗泡面，一股开
水下去，几分钟就能吃了。好作品是
要有根基、有深度的。”柳建伟说，有
的人可能写过一些很流行的作品，甚
至一度流行到让那些刚开始不能欣
赏的人怀疑是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
但随着时间推移、光环消散，却往往
被认为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速成
的文字，动人心魄的不多，长久流传
的更少。柳建伟以《平凡的世界》举
例，作者路遥呕心沥血、倾心描绘的
故事，虽然经过了几十年时光的淘
洗，但对当代青年的激励意义仍然鲜
明而强烈。

“如果写作者以畅销为导向，那
么他的作品注定是要速朽的，某种意
义上来说，他也是‘罪人’，因为他通
过作品麻醉众人之后再无下文。”柳
建伟说。谈到这次讲座，他亦笑言：

“听了我或其他作家的几场讲座，也
不会很快就成为作家。”

文火武火要结合

做饭时，掌控好火候才会让食材
的精华释放，即便是煮泡面也是一
样：煮的时间不够，口感会偏硬，煮太
久又会糊掉。而写作就像做饭一样，

“文火”和“武火”要拿捏得当，才能创
作出好的作品。

“如果文艺作品只是蜻蜓点水、不
疼不痒，那么读者和观众扭头就会忘
掉。”谈到一部作品的火候，柳建伟认
为，电影《我不是药神》做了很好的示
范。这部影片聚焦社会热点话题，是武
火，对人物形象和心理活动的细微刻画
则是文火。再加上编剧的精心编排和
演员的倾情演绎，观众能瞬间在片中看
到熟悉的人的影子并生发思考。文火、
武火的适当结合，遵循了生活逻辑和艺
术逻辑，因此能够直抵人心。

“如果时代的变迁是武火，那么诗
词歌赋就是文火。”谈到中国传统文
化，柳建伟坦言自己对古典诗词的学
习和理解还不够，而它们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在这方面，他还要不断努力，
为以后创作新题材的作品打好基础。

不吃老本再出发

关于此次在郑州大学的讲座，在

提前了解到听众以大三的学生为主
时，柳建伟特意把讲座的重点进行了
调整，以便于同学们能够真正听懂和
领会。

“河南是文学强省，十届茅盾文
学奖中，河南籍获奖作家有 9位，数
量居全国之首。这很可贵，也很了不
起。”柳建伟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
前，一代又一代人书写和赞美着这片
热土，厚重的历史文化滋养了时代的
执笔者，而站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如
何传承优良的文学基因，成了他一直
思考的问题。

柳建伟认为，文艺创作其实是一
种民族精神的传递。他提倡大家常
读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个动荡年代
里的人们，其屈辱、愤慨、艰辛、恐惧
恐怕难以让如今的我们完全感同身
受，但鲁迅先生作品中那种时刻让人
警醒的精神力量，应该被时常提起。

“时代变化太快，居安思危才是常
道。警示众人的声音不能被时间湮
没。”柳建伟说。

“不吃老本，再出发。”柳建伟希
望，无论是已经有所建树的作家还是
广大青年作者，都能够在新时代里踏
上征途。“正确认识新时代，练就本领
正确抒写新时代”，是他对学子的寄
语，也是这位军旅作家对自己的要
求。2

关于文学创作，柳建伟这样说

□陈华文

建筑是文明的产物，更是智慧的
结晶。作为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建
筑大师，贝聿铭的人生历程和建筑作
品一起，构成了绚丽的时代文化场

景。他祖籍苏州，出生于广州，上世
纪三十年代赴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
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学。他的设
计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善用
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他在职
业生涯中获奖无数，代表作品有巴黎
卢浮宫扩建工程、苏州博物馆新馆
等。

《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
和荣耀》，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识这
位大师的人生、主张和作品，颇具参
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两位作
者长期关注历史、文化、建筑和生活
等方面的话题，曾出版多部相关著
作。为了撰写本书，他们前往纽约、
巴黎、上海、苏州等地，采访了贝聿铭
的家人、助手和朋友，探访了贝聿铭
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本书分为五个
部分，它既是一部贝聿铭的成长传
记，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设计作品的
编年史。

淡定从容的诗意栖居，才能让人
感知到蕴藏于大众空间消费功能之

中的建筑艺术魅力和文化积淀。贝
聿铭终生孜孜以求的，就是使栖居本
身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艺术追求，这
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
发现和分享美好的事物，重新唤起我
们对文化传承的真诚向往。通读本
书不难发现，在贝聿铭的建筑设计
中，粗犷的结构造型往往浸润着水墨
丹青。无论是开放的现代元素还是
含蓄的曲径亭榭，执着的艺术追求并
不影响他规划建筑的实用功能。通
过对简单几何图形的巧妙堆叠，他总
能完成空间布局的融合与延展，用艺
术诠释作品的灵魂，以功能承载建筑
的平实。这不仅体现出古老东方文
明的现代价值，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
到人类为诗意的栖居所付出的不懈
努力。

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
义大师”。有人评价，在使得现代主
义成为美国公共机构的官方风格这
方面，贝聿铭所作的贡献超过了任何
其他建筑师。但是他本人似乎对这

些标签毫不在意，也很少公开表达他
的建筑哲学和观点。在参加建筑师
行业的会议时，他总是不置可否，不
表达什么看法。这引起了一些建筑
师的不满，说他圆滑世故。但贝聿铭
说：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吸引
并群聚追随者，那不是我的方向。

确实，贝聿铭的建筑设计没有
一成不变的风格，东方的、西方的，
传统的、现代的，具象的、抽象的，都
会为其所用。他相信他的建筑会说
话。阅读《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
方，权力和荣耀》，也会给读者带来
这样的启迪：从事各行各业，都要有
宽广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一
方面要善于从历史文化中挖掘资
源，另一方面也要放眼未来。历史、
现实和未来是一个完整的脉络，如
若进行割裂，那么创造也将是狭隘
的。 7（《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
方，权力和荣耀》，作者：李菁、贾冬
婷，出版单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出版时间：2019年 8月）

走进贝聿铭的建筑人生

□胡香文

近年，中国文坛涌现出沈石溪、
黑鹤等一些动物小说名家，动物小说
成为儿童文学领域的一道独特的风
景。最近出版的一组动物小说《蜜獾
莫尼》《小象彼克》《章鱼拉尔》，以优
美的语言、紧凑的情节和独特的构思
受到读者欢迎。沈石溪说：“优秀的
动物小说就是人类与动物的心灵对
话，是破译动物世界的生存密码，也
展现了五彩缤纷的生命奇观。”雨街
的这组动物小说则在展现生命奇观
的同时，向读者揭示出成长的智慧。

这三部动物小说，讲述的都是小

主人公的成长故事。章鱼拉尔一出
生就受到龙虾太子的攻击，小象彼克
先天营养不良导致身材矮小，蜜獾莫
尼第一次随父母外出觅食就遭遇与
鬣狗群的惨烈厮杀……但它们没有
屈服于命运，而是在抗争中一步步成
长起来。小蜜獾莫尼虚心向妈妈学
习，很快就学会了捕食八毛蚓；小象
彼克被野牛撞进深坑，母亲用象鼻拉
他出来后，他决定吸取教训，“向上爬
时不再像上次那样，眼睛只盯着上
面，而是更注重脚下”；章鱼拉尔独自
闯天下，在经历无数次危险和失败
后，成为水下世界里的英雄。作者以
人性关照动物，相信小读者一定会从

这些故事中收获启迪。
小说中还描写了诸如勇气、孝

心、宽容等不可缺少的宝贵品质。
书中的动物形象有爱有恨、有血有
肉，在大自然中上演着生生不息的

感人故事，传递着最简单也最深刻
的人生哲理。7（《小象彼克》《章
鱼拉尔》《蜜獾莫尼》，作者：雨街，出
版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9年 7月）

从动物身上参悟成长

书影来风

□李娟

今年9月底，在第28届全国优秀
美术类图书“金牛奖”评选中，《镜鉴陕
州——三门峡出土铜镜选》以独特的
气质打破了评奖中大题材、多卷本取
胜的惯例，最终获得铜奖。10月19日

公布的“第一届中国最美旅游图书设
计大赛”入围名单中，该书再次入选。

本书收录了一百五十余幅历代铜
镜的照片和拓片，均是从三门峡考古
研究所馆藏的五百余面铜镜中遴选出
的纹饰特征明显、观赏度高的精品，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在各历史时期
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和工艺制作水
平。本书选题视角不宏大、题材不沉
重，却横跨几千年的历史，且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书中提到，早在
4000年前，中国人就有了“铜盆盛水
以鉴形”。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东晋顾
恺之《女史箴图》第四段“修容”部分，
也成了最广为传诵的部分之一。它描
绘的是两个贵妇对镜梳妆的画面，反

映出当时贵族社会幽雅文静的生活状
态，也让人嗅到了后宫女性浓浓的“胭
脂味儿”和顾影自怜的伤感气息。时
至今日，铜镜早已被取代，女性也有了
更多表现美的方式，但顾恺之为我们
勾勒出的古人的文化气质和审美趣
味，始终让人向往。

本书图版清晰、释文精准、出处详
实，按照朝代顺序和拓片对比等形式
编排，具有较高的欣赏和史料价值。
铜镜面积虽小，它的镜背却给历代工
匠们留下了无限的施展空间。纵观各
个历史时期，铜镜都有自己独特的时
代特征，镜背图案题材的选取高度凝
练，反映出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寄托和向往。此外，本书的设计融古
汇今，用当代元素表现历史题材，艺术
感较强。比如，为体现出还原照片和
拓片的不同质感，拓片采用了宣纸筒
子页，与铜镜照片穿插配页，古线装
订，照片和拓片均为实物大小。

一本好书的诞生并非易事。三
门峡考古研究所拥有的，是一批真正
让“国宝活起来”的优秀团队。他们
挖掘和推广着“中原文化”“中华五千
年不断裂文明”，他们默默地努力着、
贡献着。7（《镜鉴陕州——三门峡
出土铜镜选》，编著：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单位：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8年8月）

和照镜子有关的一点历史

□王珉

11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28 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将在厦门举办，为电影业再添星火。届
时，除了反映厦门文化底蕴的文艺演出
外，还将有 34 部国产新片推介展映、20

个国家 30部影片的金鸡国际影展等活动
板块。这不再仅仅是电影节，更是影像
艺术对历史、美学、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多
元化记录。

在最佳故事片提名名单中，《红海行
动》《流浪地球》等都曾在市场中获得观众
巨大的认可。《红海行动》根据我国蛟龙突
击队勇闯北非、圆满完成撤侨行动的真实
事件改编，《流浪地球》则以中国人的视角
讲述了人类解救家园的故事。此外，《古田
军号》《地久天长》《我不是药神》《后来的我
们》也在提名之列。这些影片的内核，均是
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

电影，是我们了解大千世界和人间万
象的一把放大镜。靓丽而时尚的鹭岛，也
将通过电影节这一媒介与世界对话，讲述
美丽的中国故事。7

金鸡唱响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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