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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中流淌的黄河故事

□杨志敏

对电影业界而言，2020年是尤为

困难的一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戛纳、圣塞巴斯蒂安、多伦多、釜山

等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节纷纷延期、取

消或改为线上举办。我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电影院陆续

复工，国内的电影节也渐渐恢复了往昔

的景象，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

际电影节、长春电影节等相继举办。金

秋时节，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黄河之滨

的郑州举行。当黄河与电影相遇，必会

演奏出动人的乐章。

滔滔黄河，奔涌向前。表里山河，

繁华更迭；山川灵秀，人文荟萃。古往

今来，无数才子哲人以诗歌、绘画、雕

塑、音乐等歌颂黄河、赞美黄河。历史

的车轮行至二十世纪初，任庆泰以《定

军山》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大幕，这一崭

新的艺术形式迅速风靡，也悄然与黄

河结下了缘分。当古老的黄河与年轻

的电影相遇，奇妙的化学反应不期而

至。光影的世界里，流淌着许多精彩

的黄河故事。

艺术在想象中永生

从“李花腔”到“应物兄”

文学创作，态度决定品质

作者以西安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市女

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她们神秘着、美丽着，深深吸

引着人们又令人捉摸不透。在她们琐碎的日子里，看得到

茶艺、书画、古玩的美，悟得出生活的智慧。在大巧若拙、余

味无穷的文字背后，作者仿佛就在茶庄楼上，慈悲而关切地

看着人们。

河流孕育生命，也孕育着人类文化。河流文化作为一种
人类文明类型，已成为一种共识。镜头的推拉摇移营造着独
特的电影氛围，而这种氛围营造离不开独特的文化背景。

纵观世界电影发展历程，那些经典作品无不渗透着当地
文化因子，影像之中的黄河故事亦有着深深的地方文化烙
印。在《黄土地》中，在气势磅礴的高原之上，150人组成的
腰鼓阵，在炎炎烈日下求雨的场景表达出让人难忘的粗粝之
美。《百鸟朝凤》取材于同名的民间吹打乐合奏曲，从表面来
看，本片说的是吹唢呐，而从深层看，则是在表现如何对待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话题，引人深思。还有《白鹿原》中的秦
腔，《鸡犬不宁》中的豫剧……无论是以民俗构建情节还是借
方言来塑造语言风格，无不展现出浓郁的黄河风情。

此外，黄河沿岸还诞生有大量的戏曲电影，构成中国电影
特有的类型之一。以河南为例，有豫剧电影《清风亭》《三哭
殿》《花木兰》《七品芝麻官》《洛阳桥》《倒霉大叔的婚事》《我爱
我爹》《村官李天成》，曲剧电影《卷席筒》《风雪配》，越调电影
《诸葛亮吊孝》《李天保娶亲》等，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叙
述特色，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借助电影这一特殊媒介焕发出“第
二生命”。黄河，也更加成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之河。

在新时代里，面对黄河这样一个“超级 IP”，如何用电影
讲述黄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是广大电影人的共同课题。
笔者认为或许可做如下尝试，如梳理黄河沿线的影视资源和
影视基地，形成流域从业联盟，实现资源协同共享；加快产业
融合，改变电影收入单一、严重依赖票房的现状，实现旅游
化、产品化、流量化；加强同影视行业协会、影视龙头企业以
及影视创作群的合作，打造区域特色城市文化，等等。郑州
等5G试点城市则不妨抓住契机，重点规划大数据和云服务
中心，服务全球数字下载发行，建立电影科技体验馆，实现云
渲染、云数字发行，成为引领黄河流域电影产业发展的“桥
头堡”，奏响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7

□陈华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家张
炜出版有小说《古船》《九月寓言》
《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
等，其中《你在高原》于 2011年 8月
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除了小
说，他亦涉猎散文、诗歌等体裁，近
年来还创作有儿童文学作品。围绕
着文学、文化等课题，他有很多深度
思考，常在高校举办相关讲座。《思
维的锋刃》一书，收录了他自 2018
年以来的各类演讲和访谈 25 篇。
在书中，他或分享写作经验、畅述文
学心路，或剖析经典意趣、拆解疑
绪，皆别具幽怀。文字也较活泼，给
人以亲切感和代入感。

作家该不该勤奋？这个问题看
似简单，但往深里谈，就涉及文学态
度。作者认为，很多当代作家还是
不够勤奋、不够努力，这种状况一定
会伴随着文学生活的贫瘠。在他看
来，想成为一个好作家，一般来说要
有几百万字的写作量，否则对语言
艺术很难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作
家的勤奋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写
作，还要阅读以及体验生活。在张
炜看来，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作
家还是成就斐然的老作家，都要多
读经典之作。一些人每天太匆忙，
舍不得花时间阅读，其实，读经典才
是“省时间”“走近路”的好手段。张
炜认为，文学本质上不算是一个专

业，而是生命之力、心灵之业。文学
的进步和科技的进步不是同步的，
也无法同步——比如李白、杜甫的
诗歌，有谁能说今天有人超越了
呢？文学属于灵魂，而灵魂不是随
随便便就能“升级换代”的。此外，
无论在什么时候，文学都不会仅仅
因为载体的变化而改变或丧失标
准，“巨大的善意”是古今中外所有
的好作品都会拥有的。所以，阅读
经典、与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前的大
师进行心灵对话，同样可以为今天
的人们带来莫大的启迪。

体验生活，也常常被作家们提

及。只有“沉”入到生活中，创作才
能“浮”上来，这当然没有错。可是
没有经历过复杂事情的年轻作家，
要写出深刻的作品也不是完全没有
可能。人的想象力是奇妙的，这是
一种天生的能力，也会随着后天的
经验而“生长”。张炜认为：“如果脑
子没有发生退化的话，老年人应该
是更有想象力的。而想象力，是写
作中最可信赖的好东西。”

一些人认为作家在创作时是非
常“崇高”的，其实，文学创作也是一
种劳动和生活方式。只不过和一般
体力劳动不同的是，写作是一种富
有创造性的劳动，是用文字构建出
一个世界、一群人、一些或熟悉或陌
生的生活。在书中，作者提出，专业
作家也不妨以业余的心态进行创
作，这样会少一些头脑的疲劳，少一
些思想的包袱。

近年，张炜创作了一系列儿童
文学作品，如《寻找鱼王》《狮子崖》
《我的原野盛宴》等。一些作家似
乎对童话不屑一顾，张炜却认为，
童话在文学作品里是比较纯粹的一
种文体，往往与纯文学的理想十分
接近。

总体来说，作者在《思维的锋
刃》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价
值观。在这个很“快”的时代里，阅
读本书能够让我们的步伐慢一些、
心灵静一些，感受到文学对人的滋
养。7

□梁永刚

作家李洱出了本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这也是他获
得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本书。由于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
文学理论研究，李洱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因
此，这部散文集写得既严肃又可爱，充满了独特的庄重与调
侃、智慧与诙谐，同时又散发出一种理性之美。

本书精选了近年来作者在一些论坛的精彩演讲，记述
了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
对话以及“自言自语”的序跋。其中，关于《应物兄》的答记
者问披露了写作中的诸多秘闻，看点颇多，很值得一读。

在《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一文中，李洱讲述了阅
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作品的深切感受，他“真的雄心勃勃
地以《百年孤独》为摹本，写下了几万字的小说”，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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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了昆德拉、卡夫卡、索尔·贝娄等外国作家的
特性和彼此之间的差异。而在《向宗仁发们致敬》一文中，
李洱讲述了自己写作第一篇小说的缘起。起初，投出去的
小说如石沉大海，他心中无比失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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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
知自己的小说发表，文学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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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一道缝隙。”

书中写到家庭生活的散文不多，《一些事》是其中的一
篇，写了李洱陪同患癌的母亲四处求医的经历，他在文中写
道：“母亲去世快两年了。只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
道是母亲，竭力想看清楚，却怎么也看不清楚。看不清楚，
我也不愿醒来。可我还是醒了。醒了以后，嗓子很疼。有
几次，我梦见一个人正在原野上奔跑，正在爬树。他还是个
顽皮的孩子呢。那个爬到树顶的孩子却突然倚着云端，开
始思考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一条蠕动的毛毛虫，一片被毛
毛虫咬过的留下了月牙形痕迹的叶子，都会引发他无穷的
思考，他眼圈很热。那个人是我吗？不是我，那又是谁呢？”
情真意切的文字感人至深，母子亲情令人读后潸然。

多种文体并存，是《熟悉的陌生人》一书的特点，内有随
笔、评论，也有亲情散文、采访实录，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
关于文学的话题是一条主线。作者既写了自己的文学经历
和创作感想，也写了自己的阅读对象和亲朋好友，譬如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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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友的身份写格非，以老乡的
身份写梁鸿等等。生动的讲述和对细节的描写，让一个个
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

阅读这本弥漫着书卷气的散文集，可以感受到作者多
年深耕文学的深厚积淀，也能从更多侧面了解从“李花腔”
到“应物兄”的李洱。他在书中这样说：“我想我这辈子只写
三部长篇。写一部关于历史的，就是《花腔》；写一部关于现
实的，就是《应物兄》；如果上天眷顾，我希望十年之后能拿
出我的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的。”7

□任蓉华

黑格尔曾说：“最
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
想象。”这一点，在西
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
家萨尔瓦多·达利的
身 上 得 到 了 有 力 印
证。在他堪称特立独
行的艺术创作背后，
正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想象力。爱尔兰作家
杰基·德·伯卡在《萨
尔瓦多·达利：我是一
个天才》中，将这位艺
术天才的奇幻人生娓娓道来，通过深度挖掘达利在各个时
期的工作和生活，着力呈现出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并探索
了这种特有魅力的根源。

书中的达利不仅是世界闻名的画家、艺术家，还是电影
导演、珠宝设计师；他不只是加拉的爱人、香奈儿的朋友，也
是乘风破浪的少年和夜晚哭泣的老人。参与创作超现实主
义电影的开山之作《一条安达鲁狗》、设计出“石榴心”机械
胸针和“龙虾电话”“唇形沙发”……达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色彩。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疯狂的人。他说：“我同
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

毋庸置疑，绘画是达利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成就，他擅长
以各种潜意识符号和怪异的梦境景象来探求人类心灵深处
的情感。其名作《记忆的永恒》，描绘出这样一幅场景：一片
空旷清冷的海滩上，躺着一个体型庞大的“怪物”，旁边有一
棵枯死的树，出现在画面里的几只钟表都融化成了松垮的
流质体，仿佛正随着时间流逝而淌落。据说，当被问及什么
是超现实主义时，达利回应：“达利就是超现实主义。”在书
中，作者通过一件件实物、一桩桩事件，生动展现了达利是
如何尽情挥洒内心的幻想和欲望、将梦境般的影像与绘画
技巧进行绝妙搭配的。

“呼啸的山风和四周海水的不断侵蚀，造就了美丽壮观
的海岸线，海岸线环绕着自然奇观克雷乌斯角自然公园
……年幼的达利在这里度过了悠长、快乐的童年时光，他与
美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作者用大量的细节强调了达利
的家乡——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对其创作生涯产生的深远影
响。“这里的光线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使景物的色彩如戏
剧情节般不断变幻。即便是一个完全不善于想象的人，也
能在这片自然天堂里被激发出灵感。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那些岩石，它们时而像动物，时而又幻化成超现实的形状。”
正是这样一片土地，滋养着幼年达利的双重人格和对幻象
的热爱，也召唤着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想象力超群的人。

家乡凛冽的山风，赋予了达利坚韧不拔的特质。步入
晚年之后，亲人的背叛、爱妻的逝去、病痛的折磨，常让达利
感到沮丧和愤怒，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拿起画笔，躺在床上
独自哭泣，似乎在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幸运的是，达利没有
屈服，他尽力从人生的阴霾中走了出来，除了绘画，还将精
力投入到达利戏剧博物馆的运行当中。这个博物馆，距离
他的出生地只有几个街区。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130余幅插图，包括达利的著名作
品、家乡风景以及他比较罕见的个人影像资料。

艺术在想象中得以永生。融化的时钟，正如它们的创
造者一样神秘莫测。达利用一生铸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也为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惊叹号。7

艺术的创新，总是与技术的进步如影随形。每一次技
术革命中的媒介革命，都在激发艺术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但从来没有一种事物像电影这般多元而立体、矛盾而统
一——它既是技术革命的产物，又是一种大众视觉艺术；
它既是导演理念的直观表达，又是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
它，如此迷人。

透过银幕的斑驳光影，仿佛可以看到一幅幅波澜壮阔
的时代图景。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1984年），讲述了抗
战时期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从延安到西北山区采风的故
事。采风中，他得知山村姑娘崔巧不想重复父辈的生活，在
新婚之日逃出夫家，驾小船冒死东渡黄河，去追求新的生
活。冯小宁导演的《黄河绝恋》（1999年）也是家喻户晓，该
片讲述了八路军黑子、卫生员安洁为护送外国飞行员欧文
而与日本侵略者不断斗争的故事。由宁静饰演的安洁为了
革命事业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最终为了不拖累战友，毅
然沉入滚滚黄河。她在壶口瀑布前的形象，也成为电影史
上的经典一幕。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2012年），则讲述
了由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冲击而成的关中平原上，白鹿
村在时代洪流中所发生的巨变。又如《八百壮士血染黄河》
《黄河古镇》等电视剧作品，几代导演前赴后继，将镜头聚焦
黄河流域，记录着时代风云。

著名影视理论家罗伯特·麦基说：“故事，是生活的比
喻。”那么不妨引申一下，电影也是时代的比喻。抒发家国
情怀，更是黄河题材电影历久弥新的时代特色。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北方艺术，向以雄健昂扬为
基调，这种格调沿袭到电影上，正是对家国情怀的不断呈
现，如战争题材的《夜袭》《决战太原》《太行山上》，描写人民
公仆的《焦裕禄》《任长霞》乃至表现传统侠义精神的香港电
影《黄河大侠》《少林寺》等，无不是在展示大河之滨、黄土之
上的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勇敢前行的动人身影。

苏联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让一个人置身
于变化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
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好的
电影被称为“对人生长达两个小时的隐喻”，可以带领我们
通过故事的悲欢离合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黄河岸边，从来不乏这样的故事。从延安走出来的导演
谢飞的《香魂女》，以不动声色的影像含蓄地表达出思想感
情，全景镜头里的荷花淀、特写镜头里的二嫂、推进镜头里雾
气蒙蒙的水路映照出人物的情绪变化，冷静隐晦的暗示与象
征技法的交替使用反映出导演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
怀。同样是从陕西走出来的导演张艺谋偏爱用色彩讲故事，
《红高粱》开头即用贫瘠荒凉、尘土飞扬的黄土坡来表现生存
的艰难。一望无际的高粱地，翠绿的叶、火红的枝在阳光下
恣肆成长，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片中，“九儿”和“余占鳌”
等人的故事最终升华为人性的图腾，发出生命最原始的呐
喊。而说到生活在黄河岸边的贾樟柯，无论是《小武》《站台》
《三峡好人》，还是《江湖儿女》《无用》《山河故人》，皆用镜头
语言描绘着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里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

黄河流域各地相继涌现的地方电影，也擅长以“小人
物”的视角展开叙述。如青海电影《青海湖畔》，讲述了以女
性工程师梅欣怡为代表的一群气象工作者在高原上挥洒热
血的故事。宁夏电影《灵与肉》，展现了一代支边知识分子
在艰难岁月中坚守梦想的传奇。甘肃电影《风从塬上来》，
表现了一对夫妻回乡创业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河南电影
《不是闹着玩的》则以真实事件为原型，通过一群农民拍电
影的故事，展现出新时期农民的精神追求。对于人性的讴
歌，成为这些“黄河影像”的底色。片中人物不仅仅是“符
号”，更是有血有肉、饱含着人情味的“黄河之子”。

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

《萨尔瓦多·达利：我是一个天才》
作者：[爱尔兰]杰基·德·伯卡
译者：邵旻、姚冰
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荡气回肠的人性赞歌

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河

制图/党瑶

《暂坐》
作者：贾平凹
出版单位：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唐诗承载了唐朝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的狂喜，“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闲适，“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的悲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的豪情……本书作者是知名历史专栏作家，擅长用通俗

易懂的写法从新奇的角度阐述不一样的观点，帮人发现诗

人背后的命运浮沉。

《唐诗里的烟火人间》
作者：温伯陵
出版单位：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这个时候，我喜欢登上老房子，面对鳞次栉比的屋脊，

面对温暖的炊烟，面对隐约的地平线，还有散布在空气里的

恬淡的麦香……”本书是作家盛慧的最新散文集，所选篇目

包含乡愁、童年、亲情和人生感悟等主题。作者以至真至善

的情怀，写下了至纯至美的文字，展示了一个和乐敦厚、充

满温情的江南水乡。 （本报综合）

《外婆家》
作者：盛慧
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