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丽宏

书房，是一个人的私密空间。除了可以
用来藏书、读书、写书，它还承载着人们的梦
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修行的场所、
精神的河床。古往今来，闻名于世的书房很
多，以书房为内容的文章也不少，但将书房以
一本书的形式全景呈现的却不多见。近日，
作家冯骥才推出散文随笔集《书房一世界》，
辑录了 70余篇文章。每篇文章的篇幅均不
长，或三五百字，或七八百字，最长不过千余
字。丁香尺、板凳佛、老照片、龙山玉、石虎、
手稿、笔筒、老黄历、意大利小本子……作者
着眼于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讲述缘起细节，串
联阅历片段，引出难以忘却的回忆和人生收
获。

书房的名字，往往寄寓着主人的心志和
抱负，如刘禹锡的“陋室”、沈括的梦溪园、赵

孟頫的松雪斋、徐渭的青藤书屋和高莽的“老
虎洞”，各有其趣。而冯骥才的书房名曰“心
居”，意即“心灵居住的地方”，就如湖泊静静
托浮着他的思考和梦想。作为一个真诚、有
远见的作家，冯骥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化
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可以说，他选择了一条
边缘的道路，别人对此多有不理解。他曾坦
言，当他结束风尘仆仆的行程回到书房写作，
皆因心言难抑，非写不可。他说：“我相信，人
的力量最终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寻
找。”书房，是他精神的原点，也是振奋心灵的
起点。

他的书房里有文玩、奇珍，更多的是平常
物件儿，却又有灵魂、有故事。他的书桌上有
好友张宗泽送给他的丁香尺，原木，不着漆，
不雕饰，但香味殊异，清新沁人。每当他伏案
写字，香气悠然入鼻，似有仙人飘然而至。作
者对它倍加珍爱，更是因为它承载着朋友的

一片真情实意。《西晒的小窗》一文中的小木
窗，不仅有来历——三百年前的徽州定制，包
浆厚润，气韵幽雅，而且有巧合——居然与他
书房的西窗尺寸正好，上下左右严丝合缝。
作者依循古人办法，在窗扇背面贴上温州皮
纸，绵密柔韧，透亮又隔光、隔热。每逢夕照，
雪白的皮纸金红明亮，窗格之影宛如墨画，十
分美丽。

文人的心里总存有一大一小两个世界。
大世界是庙堂、江湖、高山、大河，而书房则代
表了他的小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两
个世界的互相印证和补充。书房以外，作家投
身于芸芸众生；回到家，书房便是踏实的靠
背，心灵的港湾。在本书序言中，冯骥才说：

“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
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一定会重新认
识生活和认识自己；当我一个一个细节写下
去，我才知道人生这么深邃与辽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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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片推荐

汽车设计师卡罗尔·谢尔比带领着
一队美国工程师、设计师以及英国车手

肯·迈尔斯，为福特公司打造出一辆全新的
赛车，并在勒芒 24小时耐力赛中成功击败
了法拉利。在第 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本
片获得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剪辑两个奖项。

《极速车王》
导演:詹姆斯·曼高德
制片国家：美国 法国
出品时间：2019年
类型：传记 剧情

本片分为 6集，从“印度的医生如
何帮助穷人面对猪流感”“联合国志愿

者如何为控制埃博拉病毒而战斗”“致力于通
用疫苗开发的尖端科学家”等多个视角，解释
了流行病的源头和特点，探讨了人类应该从
过往与流行病的缠斗历史中汲取什么样的经
验和教训，引人深思。

《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暴发》

导演：道格·舒尔茨

制片国家：美国

出品时间：2020年 1月

类型：纪录片

本片根据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
同名小说改编，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

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四个姐妹的生活故
事。在寻找真爱和理想的路上，她们逐渐成
长。本片入选了2019年美国电影学会“十佳
电影”，在第 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
服装设计奖。

《小妇人》

导演：格蕾塔·葛韦格

制片国家：美国

出品时间：2019年

类型：剧情 爱情

一个偷渡客拖着羸弱的身体逃入
闹市之中，身上携带着可怕的病毒，

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民众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灾难……美丽的女医生金仁海
是一位单身妈妈，不久前遭遇一场车祸，幸
被消防队救援人员姜智久救出。发现流感
的起因之后，两人共同踏上了寻找病毒宿
主之路……

（本报综合）

《流感》

导演:金成洙

制片国家：韩国

出品时间：2013年

类型：剧情 惊悚

周末侃影

万家灯火，宁静书房

记忆之场：一个人的博物馆旅行记

《往事住的房间》
副标题：陈丹燕的博物馆旅行，作者：

陈丹燕，出版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时间：2020年1月

《书房—世界》
作者：冯骥才，出版单位：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林颐

博物馆是舶来词，原意“缪斯的圣殿”。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司掌文化艺术的女神。博
物馆的诞生，是为了保存、展示和研究具有文
化意味的事物。作为历史的载体，博物馆里
的展品凝聚着人类的文化记忆。站在博物馆
里凝视时光之痕，观众的心里或会兴起莫大
的感动。但是，物总归是沉默的，要抵达文化
的源头，就要求观看者具备一定的解读能
力。比如陈丹燕。

《往事住的房间》一书，是陈丹燕的博物
馆旅行记。多年来，她穿行于欧洲的大小国
度，踏访花木掩映的老城旧巷，日渐积累的笔
记和沉淀的感想促成了这部文化随笔集的诞
生。书中文章不仅流露出私人思绪，也召唤
着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联结。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之地。乌菲齐美术博

物馆、圣马可修道院、圣母百花大教堂……陈
丹燕说，在托斯卡纳的老桥上，全世界的人都会
放慢脚步，东张西望，希望遇见自己的贝雅特里
齐。巴黎、慕尼黑、维也纳……陈丹燕以感性
的文笔，诉说着博物馆中大师和作品的故事。
她是敏感的，比如说到蒙马特高地，会让人想起
谁？凡·高、毕加索、雷诺阿还是达利？可是陈
丹燕说：“那个属于蒙马特的人，叫郁特里洛。”
这是一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画家，却与蒙马
特血肉相连，画出了蒙马特的诗意。

汉娜·阿伦特曾经写道，回忆要求“实在
物品的可触及性”。“没有源自回忆本身的物
体化”，回忆将悄无声息地消失。有一大类博
物馆，正是“被物体化”的历史场所。书中提
到，在坐落于多瑙河和萨瓦河汇流河畔的贝
尔格莱德博物馆群中，有当代艺术博物馆，也
有自然和民族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在这里，
南斯拉夫曾经的封闭、隔离与后来的开放交

错在一起。很多时候，博物馆里存放的未必
就是伟大的遗存，而只是一双磨出洞的鞋，或
是某个被人悄悄藏起来的小玩偶。这些物品
的主人的记忆已经消亡，而作为参观者的后
人则能在想象中体验出身临其境般的具象化
场景。有了这些物品，历史得以烙痕。

有时候，陈丹燕的视线会从博物馆移开，
投射在现时的人与风景上。这种“回环”会赋
予叙述以流动性，在当下的观望与过去的时
光之间建立起相互呼应的状态。全书不时穿
插有陈丹燕旅行手记的影印，蓝色墨水的书
写体很直观地渲染出当时的心境，增强了感
染力。还有些卡片索引，将一部作品引向其
他，引向更多的旅途见闻。

说起来，陈丹燕用了二十八年时间，从最
初的《我的旅行哲学》到这部《往事住的房
间》，完成了十二本旅行文学书。于她，这恐
怕也是一项类似于建造博物馆的事业。7

□彭忠富

1999 年 2 月 28 日，作家冰心在北京逝
世，享年 99岁。其老友巴金写道：“有你在，
灯亮着。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
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
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
有一颗真诚的爱心。”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
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冰心老人坚持写作70多
年，将母爱、童真、大自然等主题贯穿于一生
的作品之中。她的作品写出了人类精神的博
大和永恒的爱。

最近出版的《冰心传》，叙写了冰心快乐
的童年时期、充实的青年时期、坎坷的中年时

期、创作辉煌的老年时期。生动鲜活的文字，
将这位“世纪老人”一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冰
心，原名谢婉莹，1900 年出生于福建长乐。
五四运动后，她走上文坛，从此以笔为剑，在
文学的战场上披荆斩棘。在写作上，她的《繁
星·春水》《寄小读者》温暖世人；在翻译上，她
译制的纪伯伦、泰戈尔作品流传于世；在婚姻
上，她与吴文藻郎才女貌，白头偕老——虽然
两人最初的相遇纯属一次误会，却相知相爱，
彼此扶持一生；在公益方面，她为妇女、儿童
事业奉献终生。

本书作者齐芳认为，冰心与生俱来的
诗性，是沉郁里的柔情，苦楚中的暖色；她
的文字清新唯美，赋予读者以强大的精神

力量。爱，让冰心温柔一生。品读冰心，你
也会更爱这个世界。同时，作者也翔实地
介绍了冰心的重要文学作品、创作背景和
作品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写作主要是靠天
赋，而从冰心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情
感、思考和积累的重要性，从而对写作产生
新的认识。

“百年热望，执金笔，点点繁星闪耀中华
文学天空；一片冰心，倾玉壶，绵绵春水滋润
读者心灵大地”。在冰心的身上，无数年轻人
学到了爱——爱大自然，爱别人，爱一切事
物。“善的源泉是在内心，如果你挖掘，它将汩
汩地涌出”，让我们在冰心故事的鼓舞下，与
善为伴，与爱携手，走出自己人生的路。7

人间有爱，玉壶冰心

《冰心传》
作者：齐芳，出版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赵大明

当地时间 2 月 9 日晚，第 92 届奥斯卡
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办，20 多
项大奖一一揭晓。此前因先后斩获美国金
球奖最佳剧情片、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
片、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导演等奖项而被
业界普遍看好的影片《1917》，在被影迷称
为“神仙打架”的本届奥斯卡上未能如愿夺
魁，而只收获了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和
最佳音响效果三个技术类奖项。当然，这
并不妨碍它成为影史留名的佳作。观看过
本片的观众，想必也会对它留下深刻的印
象。因为它的呈现形式非常独特，那就是

“一镜到底”。
所谓“一镜到底”，就是全片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镜头。其实，《1917》并非第一部
在视觉效果上做到“一镜到底”的电影。早
在 1948 年，希区柯克在加拿大拍摄《夺魂
索》时将一本胶片分成八个段落，用角色的
后背或者箱盖特写遮黑银幕，或将角色的
视线作为剪辑点，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一镜到底”，但实际效果足以乱真。2002
年，时长 99 分钟的影片《俄罗斯方舟》，在
数次失败后实现了在一个镜头内拍摄完
成。2014年的美国影片《鸟人》，也以 10多
个长镜头的无缝衔接而在视觉上实现了

“一镜到底”。
“一镜到底”究竟有什么魅力，让这么多

导演钟爱有加？抛开炫技的心理动机，归根
结底还是要回到“长镜头”本身的电影美学意
义上来。这就不得不提到长镜头理论的奠基
人、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上世纪
40年代，巴赞主张运用景深镜头和场面调度

连续拍摄的长镜头摄制影
片，认为这样才能保持剧情
空间的完整性和真实的时
间流程。这样的观点，自然
就与“蒙太奇”理论产生了
对立。巴赞认为，蒙太奇将
完整的时空、事件进行分
解，加入了导演的主观意
识，削弱了观众自由选择画
面的机会和权利，破坏了客
体世界的真实和统一。这
一观点影响深远，直到今
天，两者之争也没有
停止。

当 然 ，电
影本就是表
现形式丰富
多 彩 的 艺
术，几十年
来 ，“ 长 镜
头”和“蒙太
奇”也在互相取
长 补 短 ，共 同 进
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偏爱长镜头
拍摄的杰出导演，除了与巴赞关系密切的法
国导演特吕弗、戈达尔，还有俄罗斯的塔科
夫斯基、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日本的小津
安二郎、意大利的罗西里尼和德·西卡，以及
中国的侯孝贤、蔡明亮和贾樟柯等。2016
年，中国青年导演毕赣，更是用《路边野餐》
中四十多分钟的长镜头画面惊艳世界。

《路边野餐》中大量的画面晃动给部分观
众带来了一些不适，而在萨姆·门德斯执导的
这部《1917》中，镜头的运动则相当平稳。本

片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两名年轻英国
士兵为了拯救1600名战友的生命，不得不冒
险穿越敌境、传递重要情报的故事。画面以
空旷的原野开始，镜头随着主演的脚步依次
掠过平地、战壕、作战室、人群、战场、林间等
场景。自然光线和室内光线的切换比较自
然，场面调度也是收放自如。在长镜头“原始
力量”的加持下，这一切都非常逼真，让观众
有身临其境之感。

既要实现“一镜到底”，又要保证剧情张
力，需要的不仅仅是主创人员的精密设计和
配合。在《1917》中，有这样一个带了点儿黑
色幽默色彩的桥段：一只路过的老鼠触碰了
绊线，引爆了地雷。做到这一点，真得感谢现

在的特效技术。本片也并不像《俄罗斯方舟》
那样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一镜到底”，而是像
《鸟人》那样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分段拍摄和衔
接。一些影迷热衷于在观看这类影片时寻找
镜头切换的微小痕迹，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
乐趣。

片中，看到开花的樱桃林，一名士兵开始
想家。受伤弥留之际，他对战友说：“你会给
我妈妈写信吗？请告诉她我不曾害怕。”
《1917》所展现的，既有枪林弹雨的残酷，也
有人性之光的温暖。我们因何而感动？因为
人类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因为人类不朽的
精神，也因为电影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本
身。7

《1917》：“一镜到底”的魅力在哪

《1917》预告海报 《路边野餐》角色海报
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