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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书人书话

□孟祥海

孙犁先生在其《书衣文录》中，对周作人的记述
有三处——

1974年写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文写道：
“……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
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
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拿兄
弟作比，毫不掩饰对周作人的厌恶之情，嫌其人品
（“投靠敌人”）差，文品（“无聊作家”）差，连其高寿，
也遭鄙视。毋庸讳言，这里明显带着个人情绪化的
色彩，其中也不乏偏激成分，可能受时代影响吧。

1987年写的《知堂书话》书衣文写道：“所写读
书笔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
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
处，则不尽然。”他认为，周作人文章淡到这种程度，

“对人生的滋养，就很有限了”，并认为这可能是其
“晚年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但“实质是一种
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相比1974年所言，
这段文字显得温情多了。有人说孙犁：“若没有对周
作人作品深入阅读和细心揣摩，是说不出这么精当
的一家之言的。”显然，此时的客观分析多于指责，冷
静评价多于个人色彩。

1992年 1月 15日写的《知堂谈吃》书衣文中写
道：“文坛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
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
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
的。”接着又从历史角度，直言不讳道：“即如周初
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
是不知道他的价值？”孙犁认为，人之一生，行为
主，文为次，文章是不能脱离时代的。一个人“既
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
越大。这就叫汉奸。”虽然“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
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但依
然不能原谅的是他的汉奸行为！当然了，“对其晚
景，亦知惋惜”。

从这些记述中可看出，孙犁对周作人有厌恶，有
理解，再有“惋惜”。其实，孙犁文风中淡淡的“凄苦”
之情，是受周作人影响的，但对周作人的人品始终持
有己见，这也是孙犁耿介的一面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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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吕冠兰

宠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呆萌可爱、忠诚温顺，暖化了无

数人的心。正因如此，宠物电影才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一种

类型。赶在这个贺岁档上映的《宠爱》，即是一部宠物电影，该

片上映以来，在年后新片中票房一路走高。

电影《宠爱》由徐峥监制，青年导演杨子执导，和以往的宠

物电影不同的是，影片采用了一种拼盘式结构，对人类与各种

宠物之间的情感进行了集中展示。电影里的宠物，有猫，有

狗，有宠物猪，它们或促成父女关系的转折，或承载初恋男女

的爱恋，或成为夫妻感情的调剂，或成为男孩情感的寄托。

宠物们在卖萌之余，顺便赚取观众的眼泪。

不过，《宠爱》里讲述的

六个故事并不出色，有些还

显得较为生硬。在恋爱

故事里，编导只顾让男

方女方利用宠物，却

不 注 意 人 物 感 情 的

铺垫，让剧情显得有些苍白。在讲述父女关系的故事里，作

为宠物的猫只是联系父亲和女儿的媒介，但对父女感情的变

化并未起多大作用。在讲述夫妻家庭生活的故事里，作为宠

物的狗狗一再阻止男女双方亲热，剧情沦为庸俗搞笑，最后

死去，又强行煽情。而在表现少年友情的故事里，宠物狗两

个月内就被女主角训练成导盲犬，这无疑是导演的一厢情

愿，毕竟，导盲犬要经过专业训练师进行很长时间的训练才

行，电影的表现手法显得极不专业。看来，无论是情感处理

还是角色设定，《宠爱》都处理得不够好，虽说每个故事都和

宠物有关，但宠物并不是绝对主角，影片更多的只是想假借

宠物，来弥补人的种种情感缺憾，或传达自己的感情而已，影

片质量因此只能以差强人意来形容。

但幸运的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国度，有着怎样的情感，

都阻挡不住人类对乖巧萌态的动物们的宠爱，尤其在目前中

国的许多家庭中，宠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再加上贺岁档追求合家欢的社会气氛，这些，或许就是影

片《宠爱》虽质量不高，但仍牵动了大批爱宠人群，赢得票房的

原因。9

□丁兆永

浮躁的社会，繁芜的日子，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成为很多人渴望的事情，抛下繁重的
生活和工作，去追寻远处的风景，寻找人生的

诗意与远方。可是，对于平凡的我来说，缺乏
想走就走的气魄，于是只能穿行在熊召政《山
自在，水如来》的文字中，于山水间品味人生
的诗情与禅意。

《山自在，水如来》一书分为三个章节，由
一篇篇散文、游记组成，主要介绍了作者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在中国大江南北各个
景点的游玩经历。书中大量引用古诗词、历
史故事、个人体验描述自己所观察到的风景，
由此不难看出作者丰富的文化涵养，与其说
是一本描写游记的散文，倒不如说是一本描
写生活的随笔集。

什么是情怀？所谓情怀，大抵是以内心
的愉悦而非功利的得失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尺
的观念，如诗与远方，如诗意地栖息。它包含
心情、情趣兴致、胸怀、文学情致之意，如梁羽
生《冰河洗剑录》中的“少女情怀总是诗”，如
李清照《孤雁儿》中“伴我情怀如水”，亦如释

文珦《山巅水涯》中“吟是好情怀”。想来古人
是很有情怀的，踏雪寻诗，泼墨斗茶，泛舟对
弈，闲庭赏花。

诗意更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高雅的生
活态度和品质。随便翻开书中一页，“松风吹
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个字，为我们勾画
出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在《问花笑谁》
中，走进昆明昙华寺的院子，看到“落花人独
立，微雨燕双飞”，想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
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路过长
江三峡，听到江涛时：“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
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
波澜”。李白、李商隐、杜牧、王安石、刘禹锡
等历代名家的诗词在作者笔下信手拈来，在
走过的每一处景致中宛若散落的星辰，令人
不得不叹服笔者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高
的文字功底。

禅意是一种美，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生活

态度。作者思想感悟深刻独特，旅行途中处
处思索人生“禅意”与智慧。作为现代作家，
熊召政先生也是一个懂佛学的人，书中写禅
的文字，诗歌不断，可以说是处处禅机，就像
这书名一样，山自在，水如来。也许懂佛的
人，能够在禅宗中引发思考，反思生命，会对
人生有更深的理解吧。无论去往哪里、无论
处于怎样的环境，都可以渗透出作者平和的
心境，他可以处处总结，加以反思，形成自己
的思考体系与生活感悟，而这种心境是需要
修炼的。

人生除了远方的世界，还有诗意与生
活。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远方，虽不能
至，但心向往之。那么，从明天起，让我们心
怀远方，热爱生活，诗意地栖居，努力迎接每
一个到来的日子……9

（《山自在，水如来》，熊召政著，中国友
谊出版社2018年 11月出版）

□黑王辉

“陷落”系列是好莱坞硬汉杰拉德·巴特勒主演的电

影，前两部票房并不出彩，如今上映的《天使陷落》是该系

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美国总统继白宫被攻陷、去伦敦参加

英国首相葬礼被袭的危机后，又遇到来自国内暗杀的第

三次危机。

和前两部不同的是，这次杰拉德·巴特勒饰演的特工

迈克·班宁自身也遭遇信任危机，因被认定为企图刺杀总

统的内奸，他遭到全美通缉，不仅联邦调查局等官方机构

缉拿他，就连犯罪分子也追杀他。但凭借主角光环和自

身过硬的本领，他最终化险为夷，不但拯救了危难中的美

国总统，还顺道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美国电影常常将美国总统置于死地，“陷落”电影便

是如此，三部电影中，美国总统三次犯险。看来，美国总

统确属高危职业。但事实上，总统只是故事的引子，班宁

特工才是故事的绝对主角，为营救总统，他上天入地，无

所不能，展现出神一样的惊人力量。但想入非非过了头，

就容易露出破绽，在第三部里，班宁开着抢来的卡车横冲

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遇到犯罪分子，更是一顿狂轰滥炸

了事，令人瞠目结舌。在美国人自己的地盘上，犯罪分子

明目张胆地开着全副武装的车辆，利用无人机精准地歼

灭掉几乎整个特勤局。如果不是美国人自以为“老子天

下第一”无人敢动而疏于防范的话，便是情节的一大漏

洞。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均显示出犯罪分子的无脑和阴

谋家副总统的幼稚。等到犯罪分子旁若无人地围攻总统

所住医院，双方展开激烈交火时，《天使陷落》就更显露出

致命缺陷了。

《天使陷落》的票房陷落

看来是注定的，在经历好莱

坞大片多年浸润后，中

国观众对这种简单粗

暴的战斗早已经失

去 了 往 日 的 兴

趣。9

□赵立功

对日渐临近的春节档的期待，让处于元旦档后半期的影市依然亮

不起高光，不但继续无热门话题，而且更无爆款票房。但有道是，平平

淡淡才是真，这个“真”表现在：国产片继续吸睛，进口片依然不行。

拿票房靠前的几部国产片讲，元旦前领先的《误杀》《叶问 4》经历

年后又一轮周末，势头不减，票房双双超9亿元，赶在新年前一天上映

的动物电影《宠爱》也接上力，一周票房破4亿元。而同日上映的好莱

坞大片《天使陷落》，一周票房艰难突破4000万元，成绩甚至不如元旦

前的《星球大战 9》对决《叶问 4》，至于同样来自好莱坞的动画电影《变

身特工》，就更要被忽略了，首日票房区区 600多万元，不到上映已经

半月的《叶问4》同日票房的三分之一。

但票房当然不是评价电影质量的唯一标准，至多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参数而已。事实上，节后票房成绩不错的国产片《宠爱》口碑并非太

好，豆瓣评分才6.2，而评分高达9.5的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上映首

日票房仅800多万元。

口碑与票房的背反，显示出社会观影的某种割裂性，大银幕下的审

美趣味无论就群体而言还是就个体而言，都带有某种不平衡。这种情

况下，对院线影片继续评说其优劣得失，虽未必能起到矫正市场的作

用，但对正确欣赏一部电影，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尤其是由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国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

评价考核试行办法》，1月1日起已正式实施。该办法对一部影视作品

的考核分，规定受众反应和社会影响占 60%，这就把对一部电影的舆

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社会效益”的决定性评判权，从票房手里交到了

舆论手里，一部电影是好是坏，不再仅仅看票房，更要听媒体的评判、

观众的意见。

那么，媒体和观众怎样履行好自己手里的这份“社会效益”评判权

呢？除了积极发声，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外，更重要的是努力树立并

带上一份社会的眼光和责任感，褒扬好的作品，把艺术水平低劣或价

值取向走偏的影片内容，像剜烂苹果一样及时“剜”出来。（1

好书品读

国产片继续吸睛，进口片依然不行

《宠爱》：票房高不等于质量高

《天使陷落》：
简单粗暴导致票房陷落

于山水间品味诗情与禅意
——读熊召政《山自在，水如来》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可以说，没有乡村的振
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日，中原农民
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由顾保国、崔友平
主编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丛书”，该丛书共
12册，从 12个重点入手，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理
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涵盖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以及城乡
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
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和
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等内容。丛书以问题为导向，深
层次、全方位地阐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原则、实施
模式、实现路径。9 （文南）

□谢丽成

《亲爱的新年好》是擅演女性电影的白百

何主演的又一部女性类型新作，上映一周票

房不到 6000万元。影片讲述都市白领白树瑾

的坎坷经历，已是大龄女青年的她，在遭遇事

业和感情的双挫折后，该如何面对呢？幸好，

初到北京，怀揣梦想的合租女孩感染了她，让

她记起当初的梦想，并告诉她该怎样去奋

斗。生活呢，也没有继续折磨她，让她在收获

事业的同时最终也收获了爱情。

影片瞄准的是漂泊异乡的都市男女，这

个群体的基数很大。作为国内出类拔萃的有

表现力的女演员，白百何的表现也可圈可

点。不过，虽说电影里的白树瑾事业生活诸

多不顺，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但是，起码她

有车，买得起名牌包，在青岛有房，还有一个

比她小七岁的“小奶狗”默默关心着她，并愿

意为她付出一切。因此，她的遭遇和不顺，又

显得不值一提。看来，《亲爱的新年好》并未

展示出一个北漂女性的真实状态。遇到事情

便大声呐喊、对着烟花许愿这些情节，更像是

从偶像剧中照搬过来的，根本不接地气。此

外，合租女孩是当年的她这个设定看似很有

趣、很巧妙，其实只是拾人牙慧，个中最有名

的当属大卫·芬奇于 1999年推出的《搏击俱乐

部》。

但手法不新鲜还属次要，和真实的人生

相比，无论是不忘自己的初衷还是想念某个

人时，说上一句“新年好”，都显得有些做作；

生活中，更需要的是看清现实，脚踏实地，而

不是对着天空呐喊几句；面对不幸，更需要的

是一份恒心，默默前行，而不是和十年前的自

己畅谈初衷；面对渣男的背叛，更应该庆幸及

时看清一切，而不是拿着法式面包棍对他穷

追猛打。

当然，可以将上述情节理解为艺术加工，

然而，一旦脱离现实，故事便显得似是而非、

虚无缥缈，更何况，这是一部以北漂为主角的

电影，不更应该扎根现实吗？不接地气，难成

黑马，票房不高也理所当然。9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丛书”出版

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程有为
研究员撰写的《河南史纲》一书，2019年 11月由河
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全书分上、下两卷，凡 72万余
字，插图211幅，是关于河南历史的一部既系统全面
而又简明扼要的读本。

该书在四卷本《河南通史》和八卷本《中原文化
通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内容上起原始社会，下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依据历史时期分为原始社会、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宋金、元明清（早中期）、晚清、民国 10章，阐述有史
以来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揭示河
南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和规律。

《河南史纲》坚持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相结
合，尽量采用河南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吸收“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新成果和新观
点，以期对河南历史有新的认识，有更准确的表述，
为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书中引文均注明
详细出处，以备读者查找使用。古代帝王年号之后
均加注公元纪年，历史地名与今地名不同者均加注
今地名，便于读者阅读。9 （洛崤）

河南地方史研究的新成果
——《河南史纲》出版

《亲爱的新年好》：
不接地气,怎成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