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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电影时讯

域外文谈

□林振宇

1933年，渡边淳一出生于日本北海道。28岁那
年，在大学里担任骨科医生的他给闻名全球的美国
画家摩西奶奶写信讨教人生的问题。虽然她已经
100岁了，但还是给小伙子回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
写道：“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
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于是，他弃医从文，渐
渐成长为知名作家。他的粉丝里有书迷，也有影
迷——他的代表作《失乐园》销量突破百万册，并相
继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新近出版的《爱的六种语言：渡边淳一经典小
说集》，收录了《失乐园》《化身》《情人》《北都物语》
等 6部经典之作，展现了 6位女性的爱情。比如
《化身》中的雾子和秋叶，《失乐园》中的久木与凛
子。书中人物的结局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的故
事让人叹息。在立意和铺陈上，它有别于同类题

材的小说，给人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和阅读体验。
或许是渡边淳一曾经从医十年的缘故，他笔

下的男主人公有不少是医生。他擅长从近于解剖
学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细致入微地描写男人和女
人的隐秘心理，通过艺术的真实揭示人性的本
真。从题材上看，他的小说以男女情爱为主。他
认为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最能表现人的精
神世界。在他的小说中，亦集中笔力成功刻画出
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和
人类的某种孤独。

总体来说，渡边淳一小说的特点是在浅白流
畅的叙事中含蓄地描写情感，细腻地剖析人物心
理，故事情节徐徐展开却很吸引人，涉及的人物并
不一定很多但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在这
部小说集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至于爱情是什
么，爱要怎样表达？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留给读
者自己去思考、作答。7

□河东

今年是张大千诞辰120周年。在中国近现代
史上，张大千（1899—1983）和齐白石、黄宾虹、徐
悲鸿、林风眠等人一样，是公认的艺术大师。关于
张大千的人物传记不计其数，其中，《借古开今：张
大千的艺术之旅》显得尤为特别——本书作者冯

幼衡教授于 1976—1983年担任张大千的秘书，
对其生活经历、绘画风格和艺术主张可谓了然于
胸。冯幼衡亦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
获得博士学位，除了本书，她还出版过一本姊妹篇
《形象之外：张大千的生活与艺术》。

《借古开今：张大千的艺术之旅》分为三个部
分：张大千的崛起与时代、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张
大千的人物画。本书文笔细腻洗练，表述温文尔
雅，对张大千的人格特征点评不偏不倚，对其艺
术风格和成就的评论客观理性。

毋庸置疑，张大千是一位“全能大师”，从人
物、山水、花鸟、工笔到诗文、书法，无一不精，独
具风采。在跨越时代和地理区域的漫长艺术之
旅中，他的山水画创作成就向来被人津津乐道。
他虽是最“中国”的画家，但从来不拘泥于古人，
也不限于今人，其山水画风格伴随着学识、见识
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本书可以了解到，他的
山水画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临摹学习期。他从摹古起步，临摹水平极高，进
而到作伪，特别是临摹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
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使得很多大收藏家、鉴
赏家也难辨真伪。38岁前后，他又以造物为师，
以“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精神先后游历了黄山、华
山和峨眉山，从千变万化的自然景物中汲取营
养，逐渐形成了利落、灵秀的山水画风格。

第二个时期，是风格成熟期。从上世纪 40
年代初赴敦煌到 1957 年，由于深受敦煌壁画
的影响，其画风开始“大拐弯”，除了在皴法、设
色上仍有石涛的影子之外，他的创作手法更加

丰富多彩，用笔圆润、简洁，设色明快、清丽，变
厚密蓬勃之风为灵动疏朗之格。这一时期的
作品一改明清摹古、脱离生活的文人画之弊，
涌现出大量写生作品，别有自然情趣。第三
个时期则是巅峰期。1957 年，张大千患上眼
疾，画风趋向于写意。63 岁以后，他开始集传
统之大成、探索山水画的创新问题，开创了泼
墨、泼彩等新画风。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品
构图新颖、大气磅礴、不拘一格。设色往往是
工笔重彩，大红大绿，泥金铺底，灿烂夺目，与
一般文人画崇尚的淡雅之风分道扬镳。

张大千创作的系列中国人物画，也极具创
造性。这些作品多以传统的人物画法为基础，
同时吸收现代美学思想，造型准确、形象生动。
早年，他乐于画古代仕女，人物造型清瘦削肩，
弱不禁风，有一种病态之美。但中年以后，他画
的仕女图大量吸取了唐人的造型和赋色的优
点，总体上圆润俊美、体态丰腴，衣裙图案精美、
线条流畅，给人以健康的美感。

书名中“借古开今”一词，比较恰当地表达出张
大千的艺术见解。中国绘画，讲究传承古人。如何
传承？大部分在绘画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无不从临摹
入手。张大千曾说：“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先要着
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现手临。”而在技法
上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就必然需要开拓创新，对于有
思想的画家来说，这是一种自发的追求。张大千积
极吸纳外来的艺术表现方式，让它们悄无声息地融
入中国的绘画语言之中。其人、其画、其艺术精神，
无疑能够给人带来很多启迪。7

借古开今：张大千的艺术之旅

□赵大明

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最显著的不同

是什么？有人这样回答：“有电才能放。”

看起来像句大白话，细品之下其实也不

无道理。文学、绘画、舞蹈、戏剧等艺术，

千百年来的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并未发

生太大变化。电影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产物——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

色，从胶片到数码，从 2D 到 3D，从 16 帧

到 24 帧再到 120 帧……它一直在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形态。

工业革命，同样也促进了近代城市

的崛起和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

一过程中，城市和电影在同步前进。电

影，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不断进

步的见证和缩影。越是热爱电影的城

市，其居民的精神生活就越丰富多彩。

反过来甚至可以说，越是被电影“青睐”

的地方，就越有可能是一片文明的沃土。

前不久，第 29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暨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评及颁奖

典礼将于明年在郑州举办的消息，很是

让人振奋。而在今年 9月，中国农民电影

节已在驻马店举行。本月 12 日至 16 日，

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展）也将在

商丘举办，届时将有开幕式、闭幕式暨颁

奖盛典、优秀科普科幻影视动漫作品展

映、电影市场交易、高峰论坛、科普科幻

嘉年华等活动。

对于广大影迷来说，能够在家门口

以“现场淘宝”的方式与电影来一次“亲

密接触”，成为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小小

的亲历者，不啻一次永生难忘的体验。

而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能

够举办类似这样的电影活动，不仅是对

当地文化底蕴、发展潜力和产业优势等

诸多方面的肯定，更是能够在将来提升

城市的文化品位，促进文化交流、文艺精

品创作和文艺事业发展，对提升文化软

实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就拿戛纳来说，它是法国南部的一座

小镇，风光秀丽，游人如织。它有着悠久

的文化背景——莫泊桑、雨果、司汤达、雷

诺阿、毕加索等艺术家都曾在此居留。不

过，真正让它的名字为全世界所熟悉的，

是 70多年来每年在这里举行的戛纳国际

电影节。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电影节

让戛纳成了欧洲范围内拥有著名商业品

牌最为齐全的地方。走在戛纳街头，随处

可见电影海报涂鸦和经典人物壁画。电

影的气质，已经深深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

活中。可以想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电

影活动在我省“落地”，我们的文化环境和

精神生活也将发生美妙的变化。

让我们的城市“拥抱”电影，我们的

未来也将因此拥有让人期待的无限可

能。2

□王珉

在第 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

电影展上，讲述生活在喜马拉雅山麓的

中国少数民族珞巴族的影片《喜马拉雅

之灵》，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原始、纯净的

世界，并让人深深感受到珞巴族人民的

文化信念和血脉传承。本片导演曾云辉

在映后提道：珞巴族的语言正在渐渐消

失，语言一旦消亡，文化就没有人能再口

耳相传。这种文化上的“宿命论”，也成

为本片表达“爱”这个主题的一部分。

为了拯救部落，男主角另崇在冰天

雪地中历经磨难。除了对抗大自然的残

酷和外族的追捕，他还要克服自己的心

魔：同一个部落的族人说，另崇的逃跑导

致族人接连死亡。另崇的女人亚辛受到

族人的惩罚，和孩子相拥而泣，却依旧怀

着对他的思念。在千年前的珞巴原始部

落文化中，有人唱道：男人是天，女人是

地。正是永恒的爱，让另崇怀着信念继

续活着。爱与被爱，是一场艰辛与痛楚

的征程……僧人给另崇洗礼，农夫救起

另崇并提供酥油茶和饼干——人性互动

的背后，是爱。有了爱，部落就有希望。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扶持之下，少数

民族题材的佳作频出，《冈仁波齐》等一批

现象级电影更是敲开了市场的大门。而本

片将一个部落的生死存亡承载于人类的情

感之中，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衡量情感

的韧度，也算得上匠心独运。7

本周四，由詹姆斯·格雷执导，布拉
德·皮特、汤米·李·琼斯、唐纳德·萨瑟
兰、丽芙·泰勒等主演的科幻悬疑片《星
际探索》开始上映。本片讲述了在地球
生死攸关之际，天才航天工程师罗伊被
派往外太空，试图揭开谜团拯救人类的
故事。

周末，由刁亦男执导，胡歌、桂纶镁、

廖凡、万茜、奇道、黄觉等主演的国产剧
情片《南方车站的聚会》开始上映。本片
曾入围第 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国产剧情片《吹哨人》、美国动作
冒险片《勇敢者游戏 2：再战巅峰》、日本
爱情动画片《若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也
将同期上映。

（本报综合）

让城市“拥抱”电影

《喜马拉雅之灵》：有爱，就有希望

《借古开今：张大千的艺术
之旅》，作者：冯幼衡，出版单
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朱延嵩

南昌作家阿袁所著长篇小说《师母》，曾
发表于《小说月报》并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
奖。在本书中，作者以庄瑾瑜、鄢红、朱周三位
教授妻子作为叙事主角，同时也刻画出小北、

“沁园春”等一系列“师母”群像。通过讲述她
们的故事，《师母》对当下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
现状进行了直观扫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高
校的学术生态以及部分教师的学术人格和婚
姻情感生活。

永远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在学生面前和丈
夫共同吟唱《致橡树》《天仙配》，挽着丈夫的胳膊
在宿舍区里悠然溜达，对女学生关爱有加……到
菜市场买菜都要带上一本书的教授兼师母庄瑾
瑜，却常在暗地里和丈夫非议他人短长，时时在
人前展示自己作为知性女子的鲜明特征，更因为
师母的地位受到威胁而给学生下套使绊。作者
着力刻画的这位女主角，完美的表象下是虚伪、
虚荣、胆怯和贪婪。

另一位主角鄢红，则经历了一种蜕变式的成
长。小时候，她拼命想要离开家乡，高考落榜也
没有改变她远走高飞的决心。终于，在陈良生的
撺掇下，她到师大做了一名“旁听生”。初到省城
的她，一时间有了深深的落寞感，甚至质疑起当

初离家的决定。直至遇到孟一桴，她才如同抓到
了一棵“救命稻草”。看到老孟家的一切，她都觉
得那么好。不过，小时候极度自信的她，成为教
授夫人后反而变得极不自信。就如同庄瑾瑜害
怕别人问起“第一学历”一样，鄢红也在担心别人
探究自己的身世。她常常会感到自己在孟家的
地位不保，担心小北会杀回马枪，担心孟一桴会
因为孩子和前妻再续前缘。当然，她更怕的是自
己先前那点“囧事”被人挖出来，胆战心惊的日子
并不好过……

要说书中最真诚、最阳光的一对夫妻，当数
沈岱宗夫妇。他们活得真实、开心，随心所欲。
沈岱宗有着文人的真性情，即使书记在作报告，
他仍然脚底抹油，堂而皇之地开溜。他把日子过
成了段子，和妻子朱周活得有滋有味。沈教授博
学多才，学生爱听的，他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他
犯下错误被发配到资料室，妻子仍是有说有笑。
朱周天生丽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天生自信
满满。即使素面朝天、粗布大衫，在她的身上也
能让人看到美。她活出了本真和自我，和丈夫一
起被人艳羡不已。

《师母》这部小说近乎意识流般的叙述，容易
让不少读者陷入琐碎的“絮叨”之中。可却总有
一根丝线牵引着读者，在作者打造的情境中阅读
下去。除了机警、俏皮、爽快的语言风格，作者对

大学校园生活的熟稔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到位，更
是小说吸引人的所在。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一定
会发自内心地说一句：“这真的就是一幅逼真的
大学生态图啊！”7

□孟俊峰

近日，汇集中原民俗艺术研究专家、民间美
术收藏家倪宝诚先生数十年研究成果、收藏精品
的图片及各界评论的《倪宝诚文集（五卷版）》正
式出版发行。在 2013年版《倪宝诚文集》的基础
上，本套书籍经过精心策划和细心编校，增加了
《说东道西 大俗大雅》《问俗乡里 大美民间》《儿
童玩具 传承创新》《寻根探源 生生不息》四卷，
共计 160万字，包含 246篇文章和 739张图片。

《倪宝诚文集（五卷版）》全面汇总了倪宝诚的
文论著述和文化艺术界名家、大家的精彩评述，特
别选编了一批以倪宝诚为师的民间手艺人记述恩
师的动情文章，并从倪宝诚数万件民间艺术藏品
中精选出一批进行拍照，作为配图穿插于文中。
通过阅读该文集，亦可以全面了解倪宝诚的人生

经历，窥见中国民间美术乃至中国社会、文化发展
的轨迹。神游其中，穿越古今，能够让读者享受民
间大美，领悟匠心逸事。

倪宝诚被誉为民间手艺人的“大家长”，中原民
间美术研究的拓荒者和引领者之一。诸多荣誉的
背后，是他 60多年如一日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和挖
掘民间文化的辛劳，是发掘、挽救浚县泥咕咕、淮阳
泥泥狗、方城石猴等民间瑰宝的丹心，是倾尽心力
推介帮扶浚县王蓝田、淮阳李修身、方城王忠义等
民间艺人的用心。他用双脚丈量了中原民间文化
的宽度和广度，用真心赢得了民间艺人的拥护。

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做好新时代
的河南文化工作，民间文化是重要的发力点和着
力点。发掘、研究、推介优秀民间文化，我们任重
道远。愿积淀几千年的厚重中原文化，焕发出更
加耀眼的光彩。7

戛纳小镇一隅的涂鸦 本报记者 陈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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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作者：阿袁，出版单位：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8月

《爱的六种语言：渡边淳一经典小说
集》，作者：[日]渡边淳一，出版单位：青岛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8月

享受民间大美，领悟匠心逸事

《倪宝诚文集（五卷版）》，作者：
倪宝诚，出版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11月

爱的六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