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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张阳

每个人心中都有诗和远方。虽在
政府建设部门工作，但董晓云在工作之
余，始终念念于诗歌、书画、摄影，坚定
不移。近日，其作品集《园博拾光集》正
式出版，收录诗作近两百首、摄影作品
近三百幅，还有一些散文。细读之后，
颇感朴素、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

位于航空港区的郑州园博园，是
郑州市近年所建规模最大的公共园
林绿地项目。作为项目相关负责人
之一，董晓云见证了园博园拔地而
起。在本书《自序》中，他说：“余幸
甚，奉调港区工作不久，即得全程参
与园博园建设之机遇，目睹层台累榭
自荒丘而轮奂，耳闻奇花异草由拔节
而葳蕤，身逢空港新区因园博而大
美，经历其筚路蓝缕之艰辛，见证其

玉汝于成之过程，分享其破茧化蝶之
绮丽。忆往昔之苦，苦中有甜；享今
日之美，美不胜收……”这些话说出
了他对本职工作的一往情深，流露出
写作的本意，也在无意中表达了他的
诗歌创作态度和手法。

书中文字朴素，字里行间皆可读
出作者始终抱持的真挚、简约、纯净的
创作观，这既是作者得心应手的创作
手法，更是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
向。有温度、有情怀，应当是文字工作
者追求的境界，最见其性情和品位。
读《园博拾光集》中的诗，让人印象最
深的感触有二：一是作者心态的乐观、
平实、质朴，二是感同身受、情真意
切。无论是刻画中外园林之美还是
描摹建设过程之艰苦，作者始终用真
诚的心态、平和的目光，去感受、理解、
诠释、再现自然与人生、风景与心境。

相信这些文字，能够温暖那些急
躁、忐忑、惘然的灵魂。诗意化的人
格，人格化的诗意，也让人对作者未
来的创作充满期待。7（《园博拾光
集》，作者：董晓云，出版单位：河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 10月）

寻找生活的美，体会自然的精神

《园博拾光集》的地气与温度

书影来风

□彭忠富

几十年前，铁匠铺里那透红的铁
块、熊熊炉火、铁匠奋力击打的背影，伴
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是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场景。美学家宗白华认为，这就
像是一幅极好的荷兰画家的画稿。他
不忍心让自己的视线离开如此和谐的
画面。在他看来，人生最健全最真实
的快乐，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如此
才得身心泰然。而社会真正的支柱，
也正是这些各尽所能的劳动者。

宗白华以艺术家的心态感受着
世间万物，并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诉

诸笔端。这样写成的书不只是艺术
理论，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细雨
下 点碎落花声》是宗白华的作品
精编，包括“孤独时有美”“美从何
处寻”“万物静观皆自得”“一切的
一切，都在美中”四大章节，探讨了
生活的应有之义，以及如何生活得丰
富、优美、愉快和有价值等话题。

在宗白华看来，我们必须将美学纳
入生活，而美学是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生
观。为此，就必须提高对自然和社会的
观察、了解、记忆能力，更要主动改观我
们内在的思想、情绪、意志等。建立一
种审美的态度，形成一种艺术的人格，
这远比我们想象的必要，也远比我们想
象的容易。同样以铁匠铺为例，就可以
从艺术、人生、社会、科学和哲学五个方
面来进行观察和思考。宗白华由铁匠
铺生发出关于人生的问题，进而联想到
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说，又想到叔本华
生存意志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等。

书中《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一文
谈到，自然是美的，艺术家要模仿自
然，并不是去刻画自然的表面形式，而
是去体会自然的精神。自然创造的过
程，是精神的物质化；艺术创造的过

程，是物质的精神化。虽说过程不同，
但其结局同为极真、极美、极善的灵魂
和肉体的协调，产生出表里如一的艺
术品。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不讲
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而是从形象
中发展出精神和生命。自然的一切都
是美的，普通人所谓丑的，在艺术家眼
中无不是美。所以罗丹并不筛选，他
的雕刻中有奇丑的嫫母，有愁惨的人
生，有笑有哭，也有至高纯洁的理想。

简言之，美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关键是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
眼睛。学会了审美，我们才会与美
同行。宗白华认为，当一个人悠游
于艺术和美的世界，他的生命即被
打开，鲜活的气息和灵动的思绪便
把生命提升到一个自由的层次。《细
雨下 点碎落花声》是一部功力深
厚、底蕴丰富的极简美学通识读本，
启发着读者的哲思并带来美的感
受。在追求效率、着眼于功利的现代
社会，相信它可以帮助我们寻回内心
流失的诗意与纯真。7（《细雨下
点碎落花声》，作者：宗白华，出版单
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
2019年 10月）

□崔立新

作家王蒙评说冯骥才的作品时，
用了一个字：哏，言其有趣与津味
儿。新近再版的《真人不露相》，读来
也颇“哏儿”。书中，冯骥才以善意、
豁达的笔触写了天津卫的各色市井
奇人，带着俗世的热闹与情义；讲特
殊年代的人性故事，道尽了现实中的
曲折与温情。读之，念之，感之，叹
之，拍案惊奇，方觉世人皆可爱，世事
尽如戏。

刷子李、泥人张、皮大嘴、好嘴杨
巴、蔡二少爷……这些清末民初天津
卫码头上的乡土怪客与民间英雄，是
了解津味儿文化的一把钥匙。他们
性格各异，手艺高超，让人称奇叫

绝。作者说，如果没有这些人，你就
不知道嘛叫天津卫。

粉刷匠“刷子李”，刷浆时必穿一
身黑，干完活儿，身上绝没有一个白
点。他给自己立下规矩，若身上有白
点，白刷不要钱。作者写他刷墙的动
作，有节奏，有美感，简直“合于桑林
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好像伴着
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
带浆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
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
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
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风。

而“蓝眼”江在棠，看假画时双眼
无神，看真画则目中一道蓝光，火眼
金睛，令人叫绝。泥人张捏泥人的技
巧更是神奇：“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
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
上的嘛样，他捏的嘛样。”即便绝技在
身，这些手艺人却丝毫不敢懈怠，泥人
张就经常出入戏院、饭馆，观察人间百
态，为制作泥人搜集素材。

冯骥才不仅活灵活现地写出他
们超乎常人的技能，更揭示出他们在
平凡的人生中所具有的不平凡的品
格。自信、自立和自尊，才是世道人
心中的永恒亮点。“天津卫是个做买
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怵
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

吃饭，怵谁？怕谁？”他们身处乱世，
生活于城市底层，却活得有滋味、有
尊严，以自己的特立独行演绎着一出
出人生传奇。

作品后半部的几篇，则真实还原
了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关于活
着、关于苦难、关于人性。比如《高女
人和她的矮丈夫》，说的是普通人的
悲剧，作者将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人
看，看得人心伤，但人性中的至美
——不为外界所扰的挚爱相守，想必
也会唤起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柔
情。《雕花烟斗》则讲述了一位无名花
农与一个著名画家的交往故事。画
家总是看轻与花农老范的友情，而老
范却不管画家的社会地位怎样变化，
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帮助他。最后，
画家的悔意代表了人性的觉醒。作
品给我们一个启示：质朴高尚的灵魂
是通向艺术的桥梁，也是高尚艺术的
最终归宿。

关于《真人不露相》中的一些作
品，鲁迅文学奖曾在颁奖词中说：“于
奇人异事中见出意趣情怀，于旧日风
物中寄托眷恋和感叹……”那意趣情
怀，眷恋感叹，便是因那永恒的、优美
的人性吧。7（《真人不露相》，作
者：冯骥才，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出版时间：2019年 11月）

□禹茜茜

电视连续剧《庆余年》正在热播，
其同名小说也于近期出版，作者为通
俗小说作家猫腻。跟踪研究网络文学
多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邵燕君曾

问其在网络上更新小说的节奏，猫腻
说：我是一口气写下来，写到不能再写
才停下来，至少每天六七千字。出版
之前，他将网络版本的300多万字进
行了精修，亦特别注意了书中词句的
修辞和表达，分为三册。

小说的楔子是一个名为范慎的
好男人在濒临死亡时，一股神秘的力
量让他的灵魂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重生到一个可爱的婴儿身体里。“范
慎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双手，震惊无
语，这绝对不是自己的手！那双手如
此白嫩，而且小巧，明显是婴儿的
手！”整体上来看，《庆余年》是以他的
成长为明线，以他离世的母亲叶轻眉
为暗线，讲述了他们在庆国几十年间
九死一生的故事。

最初，读者或许认为这是一部架

空历史的穿越小说，但随着阅读的深
入，会发现它颇具科幻色彩：人类文
明因核战争而回到农耕时代，人们对
此前的高度文明一无所知。和母亲
一样，主角也是之前人类文明的幸存
者，他并非在独自寻找真相，神秘莫
测的命运的力量一直在推着他走。
这部热血激情的小说，也引领着读者
走向潜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人性。

猫腻的作品，除了因文风细腻、
结构大气而广受欢迎，还往往让读者
感到出其不意，谋局布篇的功力非
凡。《庆余年》中的故事跌宕起伏，悬
念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它既富有东
方古典气韵，又融合了武侠、科幻等
诸多元素，值得一读。 7（《庆余
年》，作者：猫腻，出版单位：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 11月）

真人不露相

感受命运的神秘莫测

周末侃影

□陈华文

研究历史有多个切入点，可以从政
治、军事、经济的维度展开，也可以从文
化、艺术的侧面进行。而在当前，从气
象、生态和环境的角度探索昨日世界，
似乎已成为一种显学，国内外均有不少
学者付诸行动。其中，《气候改变世界》
一书从宏观尺度探讨气候的变化对人
类历史的影响和人类社会对气候的作
用，读来令人深思。本书作者费根是剑
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加州
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除
了本书之外，他还有《小冰河时代》《漫
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等
20多部相关著作。

书中，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突
出重点，针对世界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气
候变迁进行破题。全书分为“历史上的
大暖化”“暖化时期”“超级大旱时期”“水
山的统治者”“黄河之水”等十三个篇
章。每个篇章均先感性地讲述历史上的
气候事件，然后引经据典，用相关数据进
行理性研究，最后亮明自己的态度。

翻看历史不难看到，气候变迁对历
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笔者不是“气候
决定论”的主张者，但对于气候影响、推
动世界的发展持肯定态度。古埃及、古

巴比伦、古印度为何纷纷走向衰落？除
了经济、战争等因素，无一例外的是，它
们的气候越来越干燥，雨水严重不足，
无数城池成为废墟。

作者在探讨古代世界气候变化时，
并没有忽略中国。第十二章“黄河之
水”，就分析了黄河流域气候与自然变
迁的若干议题。书中认为，唐朝是中国
古代较为强盛的朝代，彼时，过半的中
国人生活在黄河流域。而唐朝后来走
向衰落，和气候变化也有直接关联。书
中指出，唐朝时的黄河流域由于乱砍滥
伐树木，水土流失严重，加上雨量的减

少，农民收成递减，再加上沉重的税赋，
饥肠辘辘的农民揭竿而起，直接加剧了
唐朝的分崩离析。历代以来，黄河的气
候环境都受到格外的重视。这些年来，
科学保护黄河环境、恢复黄河生态，也
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只要持之以恒
地在环境生态方面发力，这条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一定会保持美好的样态。

另一方面，本书也提醒我们，“人定
胜天”只能作为激励人类意识的期许。
其实，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不违
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如洿池，鱼
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
不可胜用也。中国古人的生产生活和
气候有着紧密联系，“二十四节气”和众
多谚语，是古人对气候变化的形象总
结。古人敬天，本质上是敬畏自然。

虽说随着科技发展，我们对于气候
变化已经能够做到精确统计和分析，但
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藐视气候变
化。本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类
不能决定气候变化，但能够影响气候变
化。若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对人类繁衍
和文明发展的意义深远；反之，苦果将
由人类自己买单。7（《气候改变世
界》，作者：[美]布莱恩·费根，译者：黄中
宪，出版单位：天地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9年7月）

□思衣谷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最近在

国内上映的一部关于日本音乐人坂

本龙一的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

虽是2017年的旧作，但仍能为观众

带来人文思考和音乐上的新鲜感。

该片由史蒂芬·斯奇博执导，呈

现了坂本龙一30年前参与《末代皇

帝》等电影的配乐以及40年前作为

YMO 乐队成员的宝贵活动片段。

在音乐术语中，片名中的Coda意味

着一个乐章的终止。正如有着匠人

精神的坂本龙一，愿将每部作品当

作生命中的最后一部进行创作。

除了呈现出坂本龙一社会活

动家、父亲、病人这些身份，片中最

为突出展现的自然是他作为音乐

家的部分。虽然坂本龙一受过西

方正统古典音乐的熏陶，崇拜巴

赫，但他也以全新的亚洲民族曲风

刷新了电子音乐的世界。比如，影

片介绍了他于 1983 年创作的《圣

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如何名噪一

时，且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成为他的

代表作之一。1988 年，他为《末代

皇帝》所作的《rain》展现出成熟的

风格，并因此拿下奥斯卡最佳原创

配乐。

本片也展现出他真诚热爱音

乐的赤子之心。“我们应该通过音

乐的声音来感知、倾听、观察甚至

思考这个世界，让自己活着的时候

别忘了每天看月亮。无论如何，我

们都要留给自己思考的空间。”他

说，“只要能够创作音乐，就感到相

当幸福了。”这，也算是一个追求精

致的音乐家的初心了。7

《半个喜剧》：一出好戏
□谢丽成

继 2016 年口碑过硬却票房不佳

的《驴得水》之后，来自开心麻花团

队的周申和刘露酝酿三年，带来了

由他们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半个喜

剧》。

片名颇有深意：半个喜剧的背

后，还有半个悲剧，言外之意，它的

故事注定悲喜交加，主人公的命运

也让人喜忧参半。主角孙同，喜的

是有一个肯帮忙的富二代好友郑多

多，悲的是跟郑多多交往，凡事不能

由自己；喜的是有一个拼命爱着他

的老妈，悲的是一切都由老妈做主；

喜的是遇上了喜欢的人，悲的是有

郑多多从中作梗，有老妈在背后施

压……或许拥有类似经历的人，更

能明白《半个喜剧》的深意。

虽说它不像《夏洛特烦恼》那样

金句迭出、“笑果”明显，且作为一部

由同名舞台剧改编的电影，它还带有

一些比较明显的舞台剧痕迹，和整体

格调不甚协调，但《半个喜剧》的艺术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近几年，开心麻

花团队异军突起，凭着喜剧电影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但随着上映影片的

增多，影片质量也参差不齐，《半个喜

剧》无疑是开心麻花电影中的佼佼

者，更是国产电影的“一出好戏”。它

道出了人生的种种尴尬，也传达出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再艰难，也要遵从

自己的内心。否则，总有一天，我们

会追悔莫及。7

周末，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4K修复版）在国内上映。本片讲述
了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纳粹集中营后，父亲利用自己的想象力避免儿
子的童心受到伤害的故事。1999年，该片在第 71届奥斯卡奖上获得
最佳外语片、最佳男主角、最佳配乐三个奖项。

同期上映的还有国产纪录片《鹭世界》。它是一部真实记录苍鹭生
活、生存的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声自然电影，想必会给观众带来
独特的视听体验。 （本报综合）

《坂本龙一：终曲》：音乐人生

电影时讯

域外文谈

气候如何改变世界

《美丽人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