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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

多年前有位老师曾经对我说：意大利人特别善于用寓言来解

释人生，比如卡尔维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重新看了电影《海

上钢琴师》。

传奇、深刻、浪漫、隽永，优美而灵动的音乐、华美的画面、精致

的构图以及一流的表演——一部好电影的所有组成元素在《海上

钢琴师》这部意大利电影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

影片的主人公，一个天赋异禀的钢琴家，是个被遗弃在巨型渡

轮上的孤儿，名叫 1900。在船上长大，一生没有离开过大船，他生

命的全部由钢琴和大船组成。一生只有一次想要离开渡轮走向陆

地，那是因为钟情于一个在船上邂逅的美丽少女。然而，陆地上的

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陌生让他恐惧，最

终恐惧让他对陆地望而却步，他选择了退回船上。此后再没有什

么东西能让他离开那艘船，即使是生存与否这样的问题。美丽少

女的深情回望成为留在他内心深处永远无法痊愈的一道伤口。

影片中的巨型渡轮和陆地都是寓言中的象征符号，分别代表

了人类已知和未知的世界。1900 对于陌生世界的恐惧事实上代表

了人对未知世界的普遍迷茫惶惑和恐惧。主人公说过，“陆地上太

多的选择，会让我无所适从。”

人的一生会同太多的人和事相遇，看来好像色彩斑斓，而实际

是每个人可以选择的余地小而又小。因为带上过多的东西会让人

步履蹒跚。

就像那个在神的帮助下可以实现三个愿望的人，愿望太多，机

会太少，所以他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都要，好的和坏的东西蜂拥而

至，让他无所适从。无奈之下，第二个愿望就成了什么都不要。于

是神要把他的生命也带走。他的第三个愿望只好是：把我留下。

三个愿望全部实现之后，他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人找不到自己，往往因为想要探寻太多的未知，面对太多的选

择会让人最终迷失。影片中的 1900 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

现，所以只能是坚守在那艘大船上，在钢琴上自得其乐。说来有些

无奈，但的确明智。主人公的无奈无疑增加了影片的悲剧色彩。

而最终把影片的悲剧性推向极致的是：1900 为了坚持自己的选择

而固执地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同那艘老朽了的渡轮一起在爆炸

中化作阵阵浓烟。

影片深邃的主题——关于人生的选择，在此刻得到了终极的

阐述。

一部寓意深刻的电影，看完之后总是让人欲言又止，陷入深度

失语的状态当中。这应该就是有人说过的：意大利人的非凡之处，

是把一个复杂深邃而且庞大的人生命题，用一个寓言变得简单明

了线条清晰。9

关于选择的寓言
——看《海上钢琴师》

《海上钢琴师》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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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何弘

杜少石是我的新野老乡，他创作了一部名为《琴
师》的长篇小说，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琴师》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时代背景，描写
了酷爱古琴的大学生唐一鸣和成都茶商之女周雨虹
冲破家庭阻碍大胆相爱的故事。作品以古琴为象征
物和主要道具，在从成都、武汉、开封到北平的巨大
空间里展开故事，串联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把主人公忠贞不渝、感天动地
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慷慨悲壮，有力地表现
了唐一鸣忧世报国的责任、勇于担当的信念、宁折不
弯的情操和坚守文化的情怀，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
活的人物形象。古琴这一重要道具的使用，平添了
作品的文化韵味；空间的大范围转移和民国时期各
地风土人情的细腻描写，增加了作品的容量与厚重；
历史事件与爱情故事的交织，提高了作品的传奇色
彩。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使《琴师》成为一部既可
读又厚重、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应该说，《琴师》书写的时代场景与故事，读者并
不陌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有
很多。《琴师》的特殊之处在于将古琴这一中国文化
传统和士人精神情操的象征物引入作品。20世纪
上半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传统文
化受到巨大的破坏，古琴所象征的中国文化传统面
临着巨大的考验。作者以古琴为道具来展开故事，
显然有其文化上的考量。河南淮阳即古之陈国，那
里有处景点叫“弦歌台”。传说孔子当年被困于此，
粮绝七日，但孔子手抚瑶琴，弦歌不绝。因此，乐的
传统对中华民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中
国人民对生活意义的发现与塑造，对文化传统的自
信与坚守，对外界纷扰的从容与豁达，对粗鄙现实的
升华与雅化。

作者对古琴的看重与表现，代表着他文化上的
追求，就这部小说来看，他显然是一位热爱传统文化
之人。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以古琴为象征物和道
具，来结构他的这部小说。尤其值得赞赏的是，《琴
师》把主人公设定为新式大学生，但对传统文化又无
比热爱，这说明作者并没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排外倾
向，他要在文化的对比、冲突与交融中，继承并弘扬
传统，这显然是一种积极正确的文化态度。

说到古琴，我们很容易想到伯牙奏高山流水而
得知音钟子期的故事。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
河，希望少石和他的《琴师》能遇到更多的知音！9

□徐慧

郭世明的《故乡还在》（团结出版社出
版）是一部集亲情、友情、乡土情于一书的
散文集。他的家乡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
龙兴之地，把这个地方称为故乡的人，骨子
里都有骄傲的因子，自信、坦荡、真实是这
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共有的特质。置身于
这块土地上又能以反哺的心态对待这块土
地的作者，其文集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亲
情、友情、乡土情的情情动人。而真情，恰
是优美散文最基本的特质。

《故乡还在》共分“故园梦萦”“师友至
情”“心曲咏真”“知音酬文”4辑，每一辑都
以“情”贯穿其中，层次分明而又环环相扣，
肌理内联。第一辑重在写亲情。如《娘》写
母爱如水，《父亲》写父爱如山，《我的外祖
父》写家道传承，《大嫂》写大嫂相夫教子敬
老的贤德……第二辑重在写恩师情、朋友
情、同事情。如《我的老师》里的恩师情，
《东方猴王徐培晨》里的邻里情，《静待花开
会有时》里的同学情、朋友情，《曾记得》里
亦师亦友的同事情……第三辑《心曲咏真》
重在写乡土情、家国情。如《沛之秋》等篇
是对沛县这块土地上的故土风物的深情咏
唱；《梦幻周庄》等篇是对家国天下、万里山
河的热情颂扬……第四辑尽管不是他的原
创，却是知音情的反哺。嘤其鸣矣，求其友
声。友声，无疑是作者以情换情换来的惺
惺相惜。我想说的是：一部以“情”贯穿始
终的文本，它的品格，对饱经沧桑的灵魂，
至少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会给人温暖，给
人期待和希望。9

以情贯穿
以情动人

高山流水
峨峨洋洋

热点关注

□张玉胜

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少儿阅读市场逐渐扩大。

然而，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童书流入市场，容易对少年

儿童产生不良影响。一本名为《小熊过生日》的儿童绘本，近

日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该绘本中，许多朋友参加小熊的生日

会，吃蛋糕时却有一位朋友不见了，餐桌上则多了只烤鸡。故

事暗示朋友“上”了餐桌。网友纷纷表示，这样的内容难以理

喻，这样的奇葩童书令人难以接受。

人常说“开卷有益”，但对于涉世未深和懵懂无知的少年

儿童而言，并非所有的书籍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阅

读那些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书籍，不仅无助于孩子们的健康

成长，甚至有可能会误导他们的价值观形成。

但纵观当下的图书市场，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少儿读物

屡见不鲜，比如一些童书故事情节荒诞不经、充满歧视思维、

赤裸裸展示血腥与暴力等。

以《小熊过生日》为例，主人邀请小兔子、老虎、小老鼠和

小鸡等几位朋友一起过生日，但坐在餐桌上吃蛋糕时却发现

少了一位朋友。书中还特意提示家长让孩子看看少了哪个朋

友。看到书上提问才发现：小鸡没了，餐桌上倒是多了一只

“烤鸡”。也许，作者的本意或是要告知孩子们“烤鸡是由小鸡

焙烤而成”的制作原理，却间接渲染了“小鸡被杀”的恐怖与血

腥。鉴于孩子们对过生日比较在意和向往的客观现实，如此

胡编乱造会给其幼小心灵留下怎样的负面认知？他们又该如

何面对朋友间的庆生邀约？

少儿读物质量低下折射出这类图书出版市场的无序竞

争，一味求新求快极易导致少儿读物内容的失范。规避“少儿

不宜”，需遵循严格的出版流程，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兼备

相容。为此，对选题策划、作品创作及后期加工等各环节的深

耕细作至关重要，而监管部门的认真履职和严格监管更不可

或缺。同时，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也要发挥对“少

儿不宜”图书的防护墙作用，精心挑选适合孩子阅读的童

书，避免不良书籍进入未成年人的阅读视野。9

少儿读物少儿读物，，
莫成莫成““少儿不宜少儿不宜””

佳作品读

□牛文丽

《熟悉的陌生人》一文是一篇 2000多
字的随笔，又是《熟悉的陌生人》一书（河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如果把其中的一
句话“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缺
失）”比作是一扇窗口，透过此语看该书全
貌，则字字珠玑，真切坦诚，充满智慧。

全书分为五辑，“读与评”“讲与说”“问
与答”“序与跋”“人与物”，精选了近年来作
者李洱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与批
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跋，
影响至深的人与事，其中包括茅盾文学奖
热点《应物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闻
与内幕等。这也是他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
一本新书、首部散文集。

书中文体多样，随笔，评论，乡情散文，
采访实录，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围绕的话
题是文学，无论是谈别人还是说自己，始终
如一，形散而魂不散。每一话题，都渗透真
挚感情的汁液，浓缩完整的人生体验，毫不
保留地给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南，
是一本诚意之书。

李洱多年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
丰富的学识和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人非
生而知之，皆学而知之，“我现在首要的工
作是阅读。”读书，一定要汲取有营养的成
分，并学以致用，把书中的知识化为己有。
他这种认知在作品中得以体现，“我真的雄
心勃勃地以《百年孤独》为摹本，写下了几
万字的小说。”“我还是乐于承认自己从博
尔赫斯的小说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小说技
巧。”

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
《应物兄》，是李洱经验与知识充分应用的
成功案例，《熟悉的陌生人》以采访和叙述
的方式梳理了自己的创作过程，“这种方
式，意在让言行与万物得以自在流转，互相
组合。作者的主体性暂时后撤，所谓虚己
应物。”“当我以‘应物兄’这个名字来做小
说题目的时候，我想，我表达了对文学的现
实主义品格的尊重。”“关注现代史上的知
识分子，可以发掘出许多对今天的现实依
然有效的资源。”

作者讲述自己的文学之路，有沮丧，
“我把我的小说像鸽子一样放了出去，但它
们飞走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有惊喜，

“《关东文学》上刊登着我的那篇小说。我
立即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看到
了文学的大门向我启开了一道缝隙。”他很
直率地呈现苦与乐，意在阐述“它们就是我
对生活和时代写下的注脚”这一真知灼见。

书中的人物鲜活而自然，作者以晚辈
的身份写巴金、钱谷融，以读者的身份写
史铁生，以作者的身份写李敬泽、宗仁发，
以评论家的身份写张炜、吴亮及其作品，
以球迷的身份写张宇及河南建业，等等。
这些文章不管是直接表达，还是旁逸斜
出，充满爱、关怀、敬意等，读来亲切、真
实、轻松。

《熟悉的陌生人》是小说家的散文丛书
之一，该套书已经出版43本，有铁凝、王安
忆、张炜、刘心武等，都是当今知名作家，内
容丰富多彩、各有千秋。如果把这套书比
作百花园，每一本都馨香隽秀。这部作品
也不例外，自带异香。9

在一本书里
坦诚交出自己

□郝冬梅

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少儿不宜”书籍流入市场，

祸害天真烂漫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是近期社会关注的热

点。梳理目前“少儿不宜”图书存在的问题，除色情渲染

或暗示外，大致还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成了“风雨江湖”。以往童话故事多是优美的，

或者能够给孩子很好的启迪，可如今的童话故事，却成了

血雨腥风的江湖。有的少儿图书赤裸裸展示血腥、暴力。

有一本十分畅销的童话书籍，赫然配图：猫爸爸开车载着

家人，车轮底下是被轧过的老鼠。还有一本童书的插图

中，卡通人物背着鲜血淋漓的包裹，舞台上躺着被警察杀

死的人，宝箱在流血、伞扎进头部等画面，让人强烈不适。

其二，胡说“历史故事”。在我们的生活里，本有很

多千古流传的经典作品，十分适合少儿阅读。一些出版

社却打着“重拾经典”的名义进行整理出版，为了“更加

吸引少儿阅读”，所谓的改编变成了胡说八道，比如，孙

悟空爱上了白骨精，狼外婆和小红帽成了忘年交，西门

庆和潘金莲演绎的是“纯美爱情”，等等。

其三，颠覆“文明道德”。少儿书籍的功用之一是要

能够通过阅读提升文明素养，让孩子知道善恶美丑标

准。有的图书则宣扬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将扭曲的

观念投射到作品中。一本儿童小说，将正在讨论问题的

女孩形容为“长舌妇”。有家长就担心充斥此类话语的

童书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 555 家出版社参与少儿图

书市场竞争，少儿出版市场竞争格局已由原来专业的少

儿出版社遥遥领先变为各类出版机构群雄逐鹿。无

序竞争下，难保不导致“看孩子脸出版”的突破出

版底线现象。9

□李艳秋

2020年 6月 13日，是陈云同志 115周年诞辰日。吉林卫视于这
一日开始，连续播出十集电视连续剧《陈云在临江》，以此缅怀这位为
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家经济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

我很荣幸在《陈云在临江》这部电视剧里扮演陈云夫人于若木。
那是在陈云 100周年诞辰之际，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通知，
让我扮演剧中于若木的青年时代。我非常兴奋，并且有幸到陈老家里
跟于若木老人亲切交流。

于老给我们主创人员讲了很多那个年代的故事和她的亲身经历，
她还拿着当年陈老写给她的信给我们看。我的脑海里浮现着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感动着他们满腔的报国热忱和伟大的爱情。我被感动
着，激励着，认真研读着剧本，希望能刻画好现实中我眼前这位慈祥老
人年轻时代的风采。

剧组辗转于北京王佐影视基地和吉林临江进行拍摄。当时正值
隆冬，我们在零下 40多摄氏度的临江，冒着严寒，顺利完成了拍摄任
务。该剧在央视黄金时段的播出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欢迎，此后荣
获了第23届“金鹰奖”中短篇最佳电视剧奖、2005年解放军“金星奖”
一等奖等国内影视剧最高奖项。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中学到了
很多东西，得到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受益匪浅。在艰苦的拍摄中，
也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忘我精神时时感动着我、激励着

我。当时拍摄条件是很艰苦的，在冰天雪地中，冒着刺骨的寒风，我常
常被冻得浑身发抖、面部僵硬，有时冻得连台词都说不清楚。但是，大
家都在热情高涨地工作着，没有人叫苦叫累，相互配合得十分默契，像
一个充满欢乐的大家庭。

在剧中扮演陈云的谢园老师，是个特别风趣幽默的人。他时常给
大家讲一些很逗乐的笑话，那诙谐的语言使我们在工作之余笑声不
断，甚至忘掉了寒冷。

我很怀念那一段美好的时光。记得于老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教
诲，为我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拍摄结束了，我扮
演的角色得到了老人家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和
各方面的好评，我非常感谢于老对我的帮助。

陈老和于老，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捍卫者，为了新
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鼓舞着我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拥有，报效国家！9

永远的记忆

谈艺录谈艺录

《陈云在临江》海报

问题出在哪里？

本书为人文学者鲁枢元刚刚出
版的新著，力图从“精神层面”矫正

现代社会在生态问题上犯下的种种错谬。
三十多年来，鲁枢元由文艺心理学研究转向
生态文化批评，始终强调拯救自然界的生态
灾难首先是健全人类自己的精神生态。当
文化的、审美的、象征性的价值得到社会普
遍重视，人类与自然的再度和解才可能出
现。该书呼吁：从长远计，对“全球化”热烈
向往的现代人，更应该转向对“人类纪”的冷
静思考。

《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
鲁枢元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以一个意大利小学生
日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小说记述了主

人公恩里科在三年级整整一学年中所经历、观
察和感受到的一切，其间也穿插了他的父母、
姐姐写给他的话及老师给学生抄写的每月故
事。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的言行颂扬了爱的美
德和高尚的心灵，教诲青少年爱祖国，爱人民，
爱大自然，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保
护弱者，同情不幸的人。本书是一部启迪青少
年树立正确道德观的好书。9

《爱的教育》
[意]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