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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云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开头的若干年，和很多其他
影迷一样，我也通过光碟观看了大量电影。意大利导演朱赛
佩·托纳托雷的“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都是在这段时期内看的。当时，《海上
钢琴师》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当主角1900弹奏钢琴时，一
位不知名的女孩从甲板上走过，她美丽的侧脸出现在一个圆
形舷窗内，稍停，又出现在另一个舷窗内。1900看得出神，手
指在琴键上却始终没有走音。

上周末，在电影院重看 4K修复版的《海上钢琴师》，如同
看到了一部新片。精致的画面、动人心魄的音乐、饱满的戏
剧张力溢出屏幕，浓郁的文学气息和随手可以捕捉的人文关
怀，都令观众陷入深深的思考。

成年后的1900第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露面，是和晕船的
小号手一起奏琴。在被海上风暴戏弄的大船上，1900走得宛
如闲庭信步，美妙的琴音也如流水般在大厅中回旋，这是特
别唯美的场景。而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拒绝了小号手的劝
说，同他生于兹长于兹的大船同归于尽。小号手在废弃的装
满炸药的大船上到处攀爬着寻找 1900，那一会儿我很担心，
1900会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地出现。好在，他穿着整洁的演
出服出现了，依然是那个孤绝的“散仙”，这是超越现实的一
幕。他和老友拥抱，他讲述他的有限与无限，他的孤独与圆
满。他拒绝下船，永不上岸。

1900的第一次露面和最后一次露面，都是他自我生命的
完成。他的永不上岸，是可以作出多重解读的。就个体意义
而言，88个琴键是有限的，但音乐的世界是无限的、自由的，
他于自在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陆地上的茫茫高楼看起来
是无限的，一个人能掌控的东西是有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普通人在熟悉的小环境中才能游刃有余从而获得幸福
感。这一点和“生活在他处”构成了生活哲学的两极和互补。

就艺术意义而言，1900的遗世独立，其实是选择了一种
艺术的纯粹。做一个天才，在冥想中或自我囚禁、或神游八
方，有何不可呢？他把这样的命运坚持到底，方能触到他的
真理或心灵故乡——假设一下，如果他下了船，找到了那个
女孩，获得了庸常的幸福，之后会怎样呢？

就乡愁意义而言，导演托纳托雷通过本片在 1998 年回
望 1900年，彼时欧陆的辉煌是再难重圆的梦想，美国作为新

大陆成了很多人的热望，而绝不踏上新大陆的1900成了乡愁
的最好载体。新大陆有那么多城市、那么多的可能，他偏不
喜欢。这艘大船可以视作一块流动的、往日的欧陆，他留在
那里，留在了乡愁里。

影片临近末尾时，船舱里的一面墙上贴着很多照片，
在照片上能看到爱因斯坦和 1900 在合奏。很多欧洲名人
坐着大船，在和 1900 合影之后投奔了新世界。这一面墙
讲尽了导演的悲伤，洞照出欧陆文明的垂暮和新大陆的勃
兴。7

好书推荐

□马卫

2018 年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终 于 在
2019年 10月姗姗来迟。波兰女作家奥
尔加·托卡尔丘克因“用百科全书式的
热情呈现了一种充满想象的叙事，代表
了一种跨越重重边界的生命方式”而夺
得桂冠。长篇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
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共84个章节，
每个章节均以“XXX的时间”的形式命
名。本书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太古
之中各种人物、动物、植物和其他事物
的故事，以磨坊主米哈乌一家三代人及
村里人的人生故事折射出波兰二十世
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

太古位于宇宙的中心，方圆仅五

平方公里左右。它的四个边界由四位
天使守护。太古之外的世界并不存
在，自以为走出太古的人，其实是站在
边界上做梦。等他们苏醒过来便回家
去，把自己的梦当成了回忆。边界也
会生出人类，如同他们从外面的世界
而来。

这里有玩物丧志的地主、痴心不
改的孤独集邮者、触摸时空边界的少
女、与月亮结仇的老妇，也有天使、水
鬼、哈巴狗……这是一部以魔幻现实
主义风格书写东欧历史的巨作，也是
一首观照人性、慰藉灵魂的童谣。

这部作品写出了上世纪的波兰人
民经受的沉重苦难。故事的起点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动荡
的年代里，磨坊主一家勉强度日。1939

年二战爆发，底层人民再次陷入生死之
围，“村庄已是空空如也，像一具兽尸一
样”。战争之后，“革命经常爆发，制度
不断变化”成了常态……本书就是波兰
民族的一曲悲歌。

本书充分运用了荒诞、夸张、象征、
隐喻等艺术手段，并从多维度观察世
界，出版后即受到广大读者欢迎。1997
年荣获波兰文学奖尼刻奖的读者推荐
奖，奠定了托卡尔丘克的文坛地位。她
的作品，也体现了近年来东欧作家一些
共性：独立思考，对民族历史进行还原
和反思。7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作者：[波
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译者：易丽君、
袁汉镕，出版单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时间：2017年 12月）

□黑王辉

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因拍
摄《指环王》系列成名。继推出《指
环王》前传——《霍比特人》三部曲
之后，久未露面的他带来新作《他
们已不再变老》，引起全球观众的
关注。不过，它不是《指环王》那样
的魔幻题材，而是聚焦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纪录片。在彼得·杰克逊的
操持之下，影片既充满趣味，又不
失教育意义。

本片的素材选取自大量的一
战影像资料，在进行上色和 3D修复
后，画面变得清晰明艳，人物也更
加生动鲜活。此外，它还从对众多
老兵的采访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
脉络。尤为难得的是，影片的主角

不是霞飞将军、乔治·克列孟梭、尼
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这些大人物，
而是一个个普通士兵。

未上战场时，这些年轻人是满
怀期待、踌躇满志的。而在体验到
战争的残酷之后，他们开始担惊受
怕，成了惊弓之鸟。当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离去，炮火成为生活的日
常，他们渐渐变得麻木。战争结束
后，战胜的英军没有胜利的狂喜。
看到家园破败、战友“凋零”，他们
的心情是悲凉的。而战败的德军
少有失败的哀愁，更多的是劫后余
生的轻松。返乡后，士兵们没有受
到英雄般的对待，人们要么视之为
怪物，要么将他们的离开看得如工
作调动一样平常。最终，士兵们感
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虚无。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事实
上，大多数战争都是如此。在彼
得·杰克逊看来，一战也是如此，甚
至可以说毫无意义。“刚开始时战
争还算合理，人们在马背上比比
剑，但后来就发展出了可怕的东
西，人们意识不到军事装备的威
力。在战场上，人的生命分文不
值。我们没有人是英雄。”片中，战
场归来的老兵的话语言犹在耳。

彼得·杰克逊把《他们已不再变
老》献给自己的爷爷——一位参加
过包括一战在内的多次战争的老
兵。百年前的士兵经过彼得·杰克
逊的妙手，在银幕上重现青春。他
们活动在银幕上，定格在历史中，终
于不再变老。反思战争，也许是战
争为我们留下的唯一意义。7

□吕冠兰

今年，依然有不少好莱坞影片
是靠着老 IP 打天下。不过迄今为
止，在我国票房超过 10 亿元的只
有《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速度
与激情：特别行动》《蜘蛛侠：英雄
远征》《大黄蜂》和《惊奇队长》5部，
它们或为续作，或为外传，或为衍
生电影。上周末上映的《霹雳娇
娃》，也还是老 IP影片。

《霹雳娇娃》原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颇受欢迎的剧集，直译为《查
理的天使》，2000 年被改编成同名
电影并大获成功后，又于2003年推
出了第二部。不过，《霹雳娇娃 2》
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该系列也就此
搁置。直到现在，才有了该系列的
第三部。和前不久上映的《终结

者：黑暗命运》类似的是，最新版
《霹雳娇娃》并非翻拍前作，而是续
集，讲述了老一代天使退休后，新
一代天使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
新一代的叛逆天使萨拜娜、智慧天
使埃琳娜和力量天使简各有所长，
各展其才，共同挫败了犯罪组织的
一场阴谋。

和老版不同，这次《霹雳娇娃》中
的“天使”不只有三人，而是一个组
织。这些天使分散在世界各地，惩奸
除恶、维护正义，可单独出击，也可协
同作战。这样的设定，无疑也为后续
故事提供了更多可能。不过，比起老
版中演员卡梅隆·迪亚兹的风情无限
和刘玉玲的英姿飒爽，新版演员“暮
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和“茉莉公
主”娜奥米·斯科特尽管演出卖力，但
仍显得较为黯淡。

新版《霹雳娇娃》从导演到主
演都是女性，内容上来说也带有女
性觉醒的精神内核。不过，这一类
好莱坞电影早已屡见不鲜，《霹雳
娇娃》并没有玩出什么新花样。纵
观全片，这部旧瓶装新酒的《霹雳
娇娃》平淡如水，在我国的票房和
口碑堪忧。

事实上，我国也并不缺少“霹
雳娇娃”。早在 1993年，导演杜琪
峰便推出过一部《东方三侠》，由梅
艳芳、杨紫琼和张曼玉三位实力派
女演员出演，既有奇幻元素又有武
侠风格，还有悬疑色彩，让人眼前
一亮。可惜的是，近些年武侠动作
题材的华语电影日渐式微，“打女”
更是凤毛麟角。何时才能在银幕
上再次看到更多的“东方三侠”？
希望为期不远。7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已不再变老》：反思战争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域外文谈

《霹雳娇娃》：旧瓶新酒难醉人

□黄东光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是改革
先锋奖章获得者、作家蒋子龙的散
文随笔集。上中下三卷宏大的篇幅
里，满溢着成长岁月里的悲欣，镌刻
着苦乐年华中的深邃思考。这些文
字不仅能让读者窥见作者生活中的
另一面，亦映射出大时代里的诸多
风云变迁。

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蒋子
龙，在艰辛的岁月里度过了童年和少
年时代。那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帮着
家里干农活。清贫和劳作使他少年老
成，也养成了乐观向上的品格。对于自
己从农家子弟到工厂工人、革命军人
再到一名作家的人生经历，作者在书
中进行了倾情讲述。童年的贫苦、少
年的刚强、军人的豪迈、工人的质朴、
作家的担当均在书中得以体现，也从
不同侧面反映出时代的一系列嬗变。

书中的许多生活画面平凡而精

彩，如摇曳的烛光辉映在读者眼前：
儿时一边劳作，一边生火烤蚱蜢吃；
复员那年在火车站被人偷去钱包，
幸得好人相助；回到工厂后孜孜不
倦钻研业务；夏日里冒着大雨，骑车
送女儿参加高考；五台山旅游遇险，
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这些故事
一次次冲撞着蒋子龙的情感闸门，
激起了他对这个时代和人民的深深
挚爱，也让读者感同身受，一遍遍咀
嚼着生活的万般真味。

对于生活，蒋子龙的体会是独
到的。比如在书中，从再寻常不过的

“拔牙”一事里，他悟出“世间有许多
硬的东西最终都要被软的东西所战
胜”。而谈到小说创作，他也总结出
一些“秘诀”，那就是“先要有生活的
积累，体悟、观察、糅合之后，一旦有
了某种触动，下笔便自成一体了”。
他也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工匠精神”
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要树立“工
匠精神”，就必须首先尊重工匠，还要
充分尊重工匠的劳动。在这本散文
随笔集中，这种闪耀着时代人文特色
的章节比比皆是，就如同他的“改革
文学”一样，“文章合为时而著”。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就如一坛
陈年老酒，散发着生活的醇香，带着
清甜甘洌，渗透着世间冷暖，濡染着
山高水长。面对着这思想琼浆，你
我不妨细酌慢品一杯。7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作者：
蒋子龙，出版单位：时代文艺出版
社，出版时间：2019年 11月）

□翟新

《诗经》云：“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昆虫是非常接近人类、能够肉眼辨
识的生物，但大多有着聱牙茸毛，望
之令人色变。很多人不喜欢它们，
要么只爱些色彩亮丽的，比如金龟
子、瓢虫之类萌物。大概没有人跟
半夏一样，与虫结缘竟从绿头苍蝇
开始。她说，那日微雨中散步，美人
蕉妖娆轻颤，微距镜头无意摄入某
种俊异，红色的复眼、奇幻的金属色
彩，这，竟然是只苍蝇！

不久前，半夏所著《与虫在野》
一书获得了“中国自然好书奖·自然
生活奖”。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
野阅微”是随笔，以“我”为主，写的
是“我”的所作所思。“人虫对眼录”
是直观的照片和原始笔记，“念虫恋
虫”则是总结。书中，人作为主体观
察虫子，也自觉地把自己放置在客
体的位置，人与虫是平等的。

《与虫在野》给人的感觉，并不
像专业著作那么偏重理性，也不像

科普书籍那样侧重于知识面，而更
多的是在描摹与虫相逢的场景与心
情。想到法布尔的《昆虫记》、利奥
波德的《沙郡年记》等作品，我恍然
明白，《与虫在野》呈现的是一种自
然文学流脉，诉说的是“爱之所起，
一往情深”。关于自然和虫子的科
学常识，都分散在作者与它们的接
触里。或许这些作者都不喜欢授
课，而是引领我们一起郊游和沉浸。

所以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进入
内在。在《一只蛾子之死的观察记
录》中，半夏细致描摹了“一只蛾”即
将完结生命时的历程，并在文章尾
部说起伍尔夫七十多年前写的《飞
蛾之死》，它们是从黑暗里扑向光明
的生物。书中所有随笔，底蕴都与
这篇类似，比如蟑螂强劲的生命力、
五颜六色的虫子们的“色诱”、昆虫
拟态带来的创意与启发……

半夏的文字，未必升至哲理层
面，太刻意了反而会落下乘。虫子
栖居在她移动的相机镜框里，也自
在地爬行在她读过的那些书籍和诗
词里，比如诗词《松风吟》、朱赢椿的
《虫子书》《虫子旁》、波拉尼奥的《荒
野侦探》、莫利斯的《裸猿》、威尔逊
的《缤纷的生命》……

一个人，五年来，视线朝向大
地、草尖、叶片捕捉虫迹，悄然拍下
数万张虫子的照片，才有了这本美
丽的书。而对读者来说，足不出户，
在这本书里也能拥有在野的感受，
发现一个独特的世界。7

（《与虫在野》，作者：半夏，出版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
间：2019年9月）

□思衣谷

青年作家摇摆鲸近期推出的婚
姻爱情小说《食爱而肥》，是一部不
错的创意作品。本书带有自传性
质，故事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文
风像是散文又带有小说的味道，文
字浅白又带点儿诗意，也不失深刻
地描写了青年恋人结婚前后的工
作、社交和理想。此书不仅停留在
畅销书行列，也颇具文学价值。

作者在书中刻画的自己和丈夫
的形象，想必会引起广大青年读者
的共鸣，并从作者以“师姐”身份分
享的爱情、婚姻、教育经历中获益。
这对年轻的夫妻，一个生于南京，一
个生于海南，地域文化差异并没有

成为他们在一起的阻碍。作者事无
巨细地从吃饭、睡觉、逛街、做家务等
方面展开叙事，比如在《爱我你就别
穿它们》中道出了一名女性的物质
观，在《下雪时我们的晚餐》写出了南
北不同食物的交融之美，也表达出作
者与爱人“南北联姻”的甜蜜。

书中最让人动容的，是夫妻两
人在一起的勇气。在《现实里不现
实的我们》中，作者讲述了恋爱期间
与男友在海南卖冰激凌的一次创业
史，虽然生意失败了，但他们收获了
爱情，走向了婚姻的殿堂。女方喜
欢男方的魄力和理想，而男方也喜
欢女方的不舍不弃，这样的爱情之
树无疑是坚定不移的。此外，书中
也有不少趣味性十足的故事。在
《迷魂汤涂面包》中，作者有意对人
们关于理科生的刻板印象做了一次
纠正。而在《婚姻中修炼的心机》
《我与婆婆的爱恨情仇》等篇章里，
则讲述了一些夫妻之间、婆媳之间
高效“博弈”、“短兵相接”的趣事。

希望本书的读者都能在爱情和
婚姻中渐渐成长和成熟，过好小日
子，食爱而肥，细水长流。7

（《食爱而肥》，作者：摇摆鲸，出
版单位：青岛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9年7月）

与虫在野

食爱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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