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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并无解说和旁白
进行引导，没有居高临
下的评说，更没有华丽
的煽情，而更像是一群
朴实憨厚的军人在和
观众聊天。

□刘建中

日前，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

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合

摄制的纪录电影《蓝色防线》上映。本

片由尚昌仪执导，用 90分钟的时间讲述

了中国首支整建制维和步兵营在南苏

丹维和的全面情况，彰显了我国的大国

担当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与

决心。

与常规的纪录片不同，针对这样一

个颇有震撼力的主题，本片并无解说和

旁白进行引导，没有居高临下的评说，

更没有华丽的煽情，而更像是一群朴实

憨厚的军人在和观众聊天。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在异国他乡的战斗经历，足以

让人看不够、听不烦并深深感受到他们

在平凡中的伟大。

影片开始，河南籍连长王震说：“我

走的时候，第一个肯定就是跟我媳妇儿

先打个电话，她说去多长时间啊？我说

估计一年多吧，一听到这儿，她就不吭声

了。”年轻的女兵说：“去之前就已经很多

传闻，说那边疾病很多，而且经常发生战

争，我妈听到之后就极力反对，不让我

去，天天给我做思想工作……”然而最

终，他们却戴上蓝盔、贴上国旗袖标、打

起背包，勇敢地站在了南苏丹的维和前

线。他们的任务是隔离武装冲突的双

方，不偏不倚，保护难民营中 3.7 万名难

民。

一位战士说：“说真的，当兵就是以

孤独为伴，与寂寞为伍。”那里阳光下五

十多摄氏度，还要穿着三十多斤的防弹

服，一位战士与干部有这样一段对话：

“首长，今天太热了，感觉胸闷。”“怎么胸

闷？”“胸里很憋，气很短、难受。”干部指

着战士的防弹服说：“松一松，没人的时

候可以松松它，然后喝两支藿香正气

水。”“一下哨，全身的痱子，看得我心

疼。”一位军人告诉观众：“我记得我走的

时候，（儿子）应该是四年级，他把我拉到

一旁问了我一句，爸爸你不会挂了吧？

我在心里想，原来孩子心里是很沉重

的。”

一天，当地武装双方激烈交火，105

步战车车长李东向连长报告，他们的战

车被火箭弹击中了，战士李磊躺在地上

抽搐。此时，画面展现了抢救战友的真

实场面，配着现场急切的声音：“来来

来，先抬这个！”“我们给磊磊送上救护

车，走到一半，他突然咳了两口血，然后

握着我的手跟我说，田班长，我这一辈

子就交给党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年

轻生命，在即将终止时发出了这样的声

音，让人动容。

步兵营教导员鲁成军电话联系烈

士李磊和杨树鹏的家属，更是感人至

深：“我是李磊的战友、步兵营的教导

员，阿姨啊……阿姨……你放心，将来

我们照顾你。”“对不起，这个电话打得

太晚了，我们这几天正在打仗，我们争

取尽快送杨树鹏回家，打这个电话，就

是想告诉你，你要保重好自己。当时我

和树鹏就在现场，树鹏非常勇敢，也非

常坚强……”

没有丝毫表演，更没有做作，整部

影片以主人公的行为和话语加上少量

字 幕 ，即 完 成 了 故 事 叙 事 和 感 情 传

递。一般来说，缺少了作为纪录片重

要表现元素的解说词，作者就难以对

人和事作出主观评介，也难以对影片

结构进行串联，在这种情况下让观众

完整而流畅地了解故事、理解人物是

很不容易的，但本片表现很好，足见编

导者的蒙太奇功力。

片 尾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特 别 代 表 称

赞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对维和贡

献最大的国家，但军人们说：“在异国

他乡去维护和平与稳定，我们能够牺

牲、能够奉献，如果有一天需要我们保

家卫国，还有什么疑问吗？！”平实的语

言，让人热血沸腾、心绪难平。向他们

致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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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城市生活的文学表达 域外文谈

□河东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出版过《伪满
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小说，
这些作品无不和北方大地有关，更确切地说，
它们深深地打上了北方乡土、原野、森林的文
化烙印。其新近出版的《烟火漫卷》，写的则
是哈尔滨这座北方城市里平凡人物的喜怒哀
乐和悲欢离合。在作者笔下，人的命运就是
城的命运，人的未来也是城的未来。这是一
部在城市烟火之中叩问天地、历史、命运、灵
魂的长篇力作，由《谁来署名的早晨》《谁来落
幕的夜晚》两部分构成。

字里行间，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人
物复杂隐微的命运交相辉映，柔肠百结而又
气象万千。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晨曦
时分的鸟雀和鸣、街道开出的鲜花、食物飘散
的香味、澡堂子里湿润的热气、旧货市场的老
器物、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饭馆和礼堂里的
二人转……在迟子建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
笔触下，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
冰雪之城，一群形形色色的普通都市人，焕发
出勃勃生机。

迟子建在哈尔滨生活了30多年，从最初
的排斥、隔膜到后来的认可和融入，她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很有感情。她的观
察是细致的，情愫是敏感的。了解得越是深
入，表达的愿望就越强烈。在《烟火漫卷》之
前，她已用一些中篇小说为哈尔滨“画像”，如
《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
等。在她看来，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位
概念，一个故事发生和演绎的场所，更是文学
叙述的精神家园。在《烟火漫卷》中，哈尔滨
整座城市成为小说完整的主体，人物的命运
与城市的历史互相交织，浑厚悠远。

不少作家都会在创作中建立属于自己的
文学地理标识，如陕北之于路遥、关中平原之
于陈忠实、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
莫言、汉口之于池莉等。而哈尔滨是迟子建
继“北极村”之后的第二个精神家园。伴随着
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了城市，作
家小说叙事的场景也在从农村走向城市——
这并非作家们随波逐流，而是选
择了无法绕开的时代命题。

对城市进行文学书写，《烟火
漫卷》的切入点是不俗的。在作者

的叙事中，无论春夏秋冬，为哈尔滨破晓的不是
阳光，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穿行在小说中的
每个人物几乎都有着各自的小秘密；伴随哈尔
滨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唱着夜曲的人们。不
管是生于斯长于斯还是来自他乡，人们在来来
往往中呈现出的生命经纬就像大地上的月影，
斑驳飘摇，温柔而动人。

所谓烟火气，不妨看作是普通人低吟浅
唱出的对抗命运的交响。迟子建写道：“我喜
欢烟火人间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一定
写到我小说当中，但是我不经意这样走过的
时候，感染了这种人间烟火气。”在她看来，琐
碎平凡、日复一日的美好，终能汇成城市的
河，安抚那些历经挫折伤痛的灵魂。《烟火漫
卷》这个名字也似有深意：每个人都为生存而
奔波，无数人的奋进就如同一束束微弱的火，
把梦想的天空照亮。

这部小说最终完稿于 2020年 5月，在后
记中，作者说：“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中，如此动
荡如此寂静，但大地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敞
开温暖宽厚的怀抱，给我们劳作的自由。毫
无疑问，经历炼狱，回春后的大地一定会生机
勃发，烟火依然如歌漫卷。”7

□路来森

《书香处处》，是三联书店为范用出版的一
本精选集，以此来纪念“范用先生逝世十周
年”。范用，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杂志人，曾参与
创办《读书》《新华文摘》。

全书内容大致分为六部分，前三部分是关于
范用从小爱书、读书、编书，后来进入读书生活出
版社的经历；第四、五部分讲的是范用与书友、师
友的交往；第六部分则是范用自己的“书时光”，
多是他为所著、所编、所爱的图书写的序言。可
见，本书的线索关键词是“书”，而意义关键词是

“人生”，换句话说，就是以“书”为线索贯穿起范
用的“一生”。

前三部分重点写的是范用的少年生活、家
庭情况、亲人状况，以及进入“三联”后的种种，
语言朴素，冷静客观，但在表面的平实之下，蕴
含的是其对亲人、战友和革命同志的真挚感
情。比如他写寡居的外婆：“外婆常常一边吸水
烟，一边看着信插和印泥缸，嘴里不知道说些什
么，说给外公听的吧。”外婆的孤寂和落寞以及
自己对外婆的痛怜，深蕴于朴实的叙述中。

范用所交之友多为名人，如李一氓、田家
英、胡绳、戈宝权、郑超麟、吴祖光、罗荪、丁聪
等。范用与之交，不是“势利交”，而是“书之
交”，其交往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一份清白
的君子情。书来书往、相互切磋，彼此惺惺相
惜、互相鼓励，于顺境中奋发昂扬，在挫折中砥
砺前行——此等交往，最见个人性情。对于其
中的一些逝者，范用笔下表达出对他们的深深
怀念——怀念他们的读书生活，怀念他们为出
版事业作出的贡献，怀念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更怀念他们的崇高人格和非凡的精神境界。

作为出版人，也作为爱书人、藏书人，范用
的读书理念和观点往往彰显于他为朋友或自己
所出版之书的“序跋”之中。《读书》杂志创刊号

的卷首文章是《读书无禁区》，尽管该文的发表
是针对当时的读书形势而言的，但“读书无禁
区”的思想却贯穿了范用的一生。他说：“我向
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的
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
不可混淆。”可是，一本书到底还是要区别“好
坏”的，这又要靠什么呢？范用认为，要善于作
比较，要靠自己的判断力。可这种判断力又来
自何处呢？范用又说：“这种判断力，要靠读书
养成，读得多了，有了比较，渐渐就会有判断的
能力了。”这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还是一个方
法论问题。范用是这样提倡的，也是如此身体
力行的。在他看来，“读好书可以得益，读坏书
也可以得益，从反面得益，可以知道什么是坏
书，坏在哪里”。

同时，范用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他的思
想火花如珠玉般闪烁在他的文章中。例如他反
对写文章“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主张思想开
放，不能做“套中人”。

值得注意的是，《书香处处》还具有一定的
史料价值，比如书中写到了《生活半月刊》的

“胎死”、“三联书店”的合并、《读书》杂志的诞
生、一些重要期刊的发展和消亡等。在回忆
中，范用还写到了一些文化人的逸闻趣事，极
大地增强了该书的趣味性，让人读来兴味盎
然，欲罢不能。7

□柳建伟

南阳是个宝地，盛产作家——张衡的《二京
赋》是汉代文学杰作，庾信的《哀江南赋》有千古
第一赋的美誉。到了当代，姚雪垠的《李自成》、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秦俊的《汉武大帝》和寒川
子的《鬼谷子的局》等，书写着南阳历史小说新的
荣光。而南阳邓州作家郑洁历经十数年笔耕，创
作有长篇历史小说《醉芙蓉》《烽火红颜》，又以数
年之功创作了近百万字的《李清照》。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婉约派宗主，曲折的
人生经历和非凡的文学成就，为她笼上了一层
神秘的光环。世人多有关注，史书所载有限，关
于她的故事，可在这部长篇小说《李清照》中找
到答案。

本书叙事的时间跨度五十余年，故事曲折，文
笔婉丽，感情细腻。它以大宋王朝为背景，以李清
照的命运发展为主线，讲述了她与赵明诚相识、结
合到生死离别的爱恨情殇，也讲述了靖康之乱前
后夫妻同心救助百姓、募兵抗金、保卫汴京等爱国
壮举。赵明诚殁后，李清照为保护金石随驾逃亡，
险象环生、颠沛流离，后再嫁、讼夫、入狱。暮年的
她壮心不已，为联络四方英雄营救岳飞不惜代价，
为铲除国贼秦桧建言献策、不惧威胁……书中既
有家国情怀又有闺中乐趣，既有恢宏大气又有纤
纤柔情。在对李清照的命运描写中，作者将北宋
党争、联金伐辽、靖康之乱、宋金对峙、二帝被掳、
建炎南渡、英雄抗金、岳飞冤死、绍兴和议等历史

细节精彩纷呈地展现于读者面前，且让一个个历
史名人次第登场，塑造出苏轼、秦观、黄庭坚、李格
非、陆游、宗泽、韩世忠、岳飞、蔡京、童贯、高俅、秦
桧等形象饱满的人物，描画出惟妙惟肖的众生相。

李清照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女
作家，既可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绿肥红瘦”，又可叹“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
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种集豪放、婉
约于一体的巨大才情，使她在女性作家中独步
千古。同时，她的人生经历之丰富，恐唯有法国
女作家乔治·桑才堪比拟。但在目前，对李清照
的故事挖掘仍存在很多欠缺。《李清照》作者郑
洁倾心倾力勾画出李清照的一生风云，创作出
一部爱国才女的命运史诗，为读者奉献了一场
神形兼备的文学盛宴，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谓
填补了一项空白。7

美国桂冠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得了2020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的声音，
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格丽克几乎是完全陌
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是诗坛耀眼群星中相当夺目
的一颗。自1968年第一部诗集《头生子》出版以来，
格丽克在长达 50余年的时间里围绕生与死等人性
相关主题写下不少诗篇并获得多项文学奖和诗歌
奖，包括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博林根奖
等。迄今，她已著有16部诗集和一些关于诗歌的随
笔集，其中《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和
《月光的合金》已有中译本出版。

格丽克 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一个匈牙利
裔犹太人家庭。自幼年起，母亲就有意识地引导她
阅读。还不到三岁时，她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了。
在小学时期，格丽克开始写诗。在随笔中，格丽克说
童年时代的她自认为是威廉·布莱克、叶芝、济慈和
艾略特的传人。总体而言，格丽克的诗集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寓言诗，另一类就是深度剖析自己的自
白诗。创伤、欲望、自然是她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
题，它们的背后是诗人对个人经历和现代生活的深
刻反思。

青少年时期，格丽克因患上严重的神经性厌食
症而辍学，接受了为期七年的心理分析治疗。由于
病情，她无法如愿在全日制大学毕业。幸运的是，她
参加了莎拉·劳伦斯学院的诗歌课和哥伦比亚大学
通识教育学院的诗歌研讨班。这段特殊的经历深深
影响了她的创作，因为这几乎决定了她以怎样的思
维方式去面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甚至也决定了她将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成为一名诗人。

“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
称为死亡的/我还记得/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
动不定/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在干燥的地面上摇
曳……”获得 1993 年普利策诗歌奖的诗集《野鸢
尾》，是格丽克最为奇特、传阅最广的一部作品，也可
以看作是诗人创作生涯的一个分界线。这部诗集以
寓言诗为主，诗人不仅化身为野花野草，而且化身为

“季节之灵”“时光之灵”和“万物之灵”，以万物的立
场讲述它们自己的寓言化命运。

在早期的几本诗集中，格丽克爱用第一人称，其
中的叙事通常受到个人生活事件的启发。而在后期
诗歌中，格丽克的笔下开始出现历史人物和神话人
物，这些人物不仅代表她的私人感受，也代表着一种
普世的情感。

在我国出版的《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
需要》，完整收录了格丽克的《阿弗尔诺》和《村居生
活》两本诗集，并收录了其早期五本诗集《头生子》
《沼泽上的房屋》《下降的形象》《阿基里斯的胜利》
《阿勒山》中的精选之作。《月光的合金》则收录了格
丽克的四本诗集：《野鸢尾》《草场》《新生》《七个时
期》，均为其成熟期的重要作品。

有评论者说：“格丽克的每部作品都是对新手法
的探索，因此难以对其全部作品加以概括。”我们可
以从不同类型的诗歌中读到格丽克在处理不同题材
时所表现的风格。她的诗不做作，想象自然，简朴清
晰，同时饱含虔诚和激情，耐人寻味。7

（钟芳整理）

书香处处

绝代芳华傲霜开
10月 16日是世界粮食日。我国首部以粮食为

题材的系列丛书——《中国饭碗》编撰出版项目于近
日正式启动。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基，科技发展是保障粮食安
全的翅膀，粮食知识的科普则是粮食安全的基础，
因此，在全民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粮食科学知识具
有重要意义。丛书主编、河南工业大学中国粮食博
物馆馆长师高民介绍，《中国饭碗》系列丛书的出
版正是基于这一初衷。该项目将组织全国数十位
粮食文化专家组成编撰团队，利用全国高校和相关
博物馆的优势资源，力争打造出全面、系统、有趣
的中国粮食科普著作。丛书将包含二十多本独立
著作，涉及粮食史实、科技、文化等系列知识，面向
全国出版发行。7

书影来风

《中国饭碗》系列丛书
项目启动

周末侃影

《蓝色防线》：
没有解说，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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