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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直

以西部片的视角检视近期的院线电影，万玛才旦的《气

球》和张艺谋的《一秒钟》可划归一类。两部电影镜头对准

的都是中国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西部，前者向观众展示的是

青海藏区的高原奇异风光和一个普通牧民家庭的世俗生

活，无论自然影像还是人文意蕴，都氤氲着藏地神秘文化之

光。后者向观众展示的是西北沙漠戈壁的雄浑荒凉景象和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人们的电影文化生活，无论自然影像

还是人文意蕴，都是走向商业片多年的导演对身后曾经的

地域和当代一段历史的回望。

从故事情节到光影呈现，两部电影当然有很大不同：

《气球》的叙事以现实与梦境同构，在实与虚中数度转换，画

风偏暗，整体给人压抑感。《一秒钟》的叙事固然保持了现实

的线性，但却是把一个特殊年代“劳改”人员渴望从一秒钟

的电影镜头里看到离散的女儿，和当地群众要解决看一场

电影的问题并线进行，而且银幕上《英雄儿女》中的父女情，

又与银幕外影院观众所看到的《一秒钟》中的父女情，形成

了一种内外映衬；对西北戈壁沙漠的呈现，有开阔的画面，

但更多使用中近景和移动镜头，干燥的环境表现充满生活

和年代的粗粝和劲烈。

但两部片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万玛才旦表现的是生活

在藏地的人们在现实与信仰、传统与现代张力之间的措置，

具有认识生活的当下意义。而走向商业片多年的张艺谋，

当再次回望身后曾经的西部土地和历史时，除了以冲洗胶

片和放映电影的技术展示桥段迎合时下喧嚷的“写给电影

的情书”的影片宣发语外，内蕴上不但丢失了上世纪八十年

代西部片的文化寻根性，而且更退到了“伤痕”文学的旧辙

中。当中国文学和影像艺术历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过去

历史的反思，迎来新世纪，时隔四十年，当作为“过来人”的

导演张艺谋再次回望过去时，其新作有无认识生活的当下

意义呢？何况这一次的回望，对历史并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不过延续着他 2014年的作品《归来》中的意蕴罢了。在那部

片子里，主角的设置同样是一个特殊年代“劳改犯”面对时

代对家庭亲情的撕裂，只不过，《归来》中的撕裂是内部的，

《一秒钟》的撕裂是外部的。

在《一秒钟》里，导演让礼堂里放映的电影《英雄儿女》

中的父女情与礼堂里银幕上下两对父女之情形成强烈反

差：《英雄儿女》中，王芳与其父亲王文清在战场上团圆，女

儿幸福地沐浴在父亲慈爱的目光里；而坐在破旧的礼堂看

《英雄儿女》中父女团圆的观众，却是在大时代里离散后的

两个家庭里的残余两代人，一个是作为“劳改犯”的思女心

切的父亲，一个是被父亲“遗弃”了的女儿，同是现实生活中

的离散人，本来陌生的他们误打误撞被绑在一起坐在礼堂

里张着无奈的泪眼看电影《英雄儿女》中父女团圆的幸福，

这种反差极强的剧情设置不能不构成对既往一个年代的人

性控诉，不能不构成对既往一个年代个体命运与时代话语

的撕裂。

演员张译是近期当之无愧的明星，从《八佰》到《我和我

的家乡》到《金刚川》再到张艺谋的这部《一秒钟》，他以对不

同人物的成功塑造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只是，当他看到自

己塑造的《金刚川》中的英雄在延续电影《英雄儿女》的精神

图谱时，同时也看到《英雄儿女》的画面被借用到另一部同

期上映的自己主演的电影中，由自己扮演的人物遭遇不同

的境遇和结局，不知内心做何感想。

万玛才旦的《气球》比张艺谋的《一秒钟》提前一周上

映，票房惨淡到十天不足六百万元，后者上映首周末三天票

房却近七千万元。同是文艺片，同是西部叙事，票房差距何

其大。究其因，或许在于：《气球》以对藏区生活的风格化呈

现和神秘性意蕴表达，却缺乏对时代主流话语和精神的呼

应，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而只好沦为小众电影；《一秒钟》则

关注大时代下的普世亲情，且因导演个人辨识度很高的西

部唯美摄影风格和年代叙事，唤起了一种大众文化向往和

大众历史记忆，从而具有了某种大众性。这，或许也折射着

当下中国文艺片内部价值的拼图现状。1

一秒钟的折射
周末侃影

□吴昆

吉田修一 18岁到东京讨生活，觉得自己既不属于东
京，也不属于故乡，孤独和乡愁便成为他写书的动力。《公园
生活》便是他以东京日比谷公园为背景写的小说，一举拿下
芥川奖（1935 年为纪念文豪芥川龙之介所设立的文学
奖）。吉田修一特别擅长描写年轻人在都市的生活感受，文
字朴实，故事真挚，令很多读者动容。

《公园生活》说的是一对陌生男女在地铁上相遇，又在
日比谷公园意外重逢，两个人也许是彼此有好感，也许是同
为异乡追梦人而互相吸引，但孤独和不自信让他们互相望
而却步，他们并没有刻意拉近关系，而他们却总能相遇在那
个安静的城市公园，只有在公园里，两个人才能放下戒备，
放下工作，坦诚地聊一些话题。除了他们，公园里还有很多
其他人，除了来公园小憩的“我”以外，还有大声嚎叫的男
子，裹在毛毯里的流浪汉，以及更多漫无目的走着的人，这
些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想要在他乡寻求一片温暖。

书中有一句话直戳人心：“您说大家为什么都会来公园
呢？不就是为了喘口气吗？！”在日本这样快节奏的都市生
活中，每个人都异常忙碌，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且
还要时不时应对突然出现的孤独感和挫败感。作为异乡
人，这种感觉尤其突出，而公园则是他们可以放松休憩的地
方，也是一个互相告慰舔舐伤口的地方。

读完全书，你很难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是爱情故
事？但爱情却不是主题；是逃避现实的宣泄？但全书却
没有一丝悲观的情绪。所以我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记录异
乡人都市生活的故事，他们奋力想要融入这座城市，想要
爱这座城市，想要在这个城市拥有一片自己的故乡，这个
故乡可以让他们喘口气，让他们被认可，让他们做些自己
喜欢的事情。在书中，这个故乡是公园，而在现实中，每
个异乡人都需要在他乡找到自己的故乡，也许是一栋房
子，也许是一个厂子，也许是一个人，这样才能扎下根，茁
壮成长。9

□孙永庆

《海上风情录》（鱼丽著，中
国旅游出版社2020年 11月出
版）是本写上海风土人情、人文
景观的散文集，这些散文体现
出的古典诗意让人着迷。作者
喜欢古典的简洁之美、深邃之
美、典雅之美，这一写作理念，
融入了《海上风情录》中，读之，
古典意蕴就像平畴远风，透过
字里行间，缓缓吹来。

作者认为《诗经》是源，具
有人类童年的纯真气质，“我一
直想溯水而上。淮之水，算是
我童年生活的诗歌别裁吧。也
无矫饰之音。”作者把古典之美
作为作文追求的境界，久而久
之，文字就会浸润古典的诗意。

作者阅读古典养成的那份心性，那么缜密，有那么微
妙。在《腊雪帖》中，由梅而雪，因惜腊梅的情愫，想起了母
亲，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故乡的雪，想起了鲁迅的《雪》，想起
了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才引出上海的雪，心情也如雪一样
的晶莹，有些写绮语小文的情致，最后落笔到词人庞坚的
《漱碧斋诗》，这种古典的叙述调子，就像上海之雪，散发的
也是素淡的人文之气。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作者对自己
喜欢的美的事物，去体悟，去追寻，去思索，把自己浸入其
中：金粉豫园、古漪园、复旦曦园、傅雷故居、海上顾绣、消夏
书、白玉兰、春天的马兰头……读这些篇章会为作者的诗意
和优雅所感染，读出作者对这种美的追寻，不是一时的意

念，古典的精灵始终在她的创
作中游走，如《潮水之春》中所
述：“我明显感觉，有一种潮音
的节奏，在春天，在缓慢地引领
着我们，像永恒的音乐一样，引
领着我们的灵魂上升。”

作者善于选择那些富有古
典诗意的物事来写，有些题材
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
现，在她的笔下，这些植根于上
海的物事激情内嵌，优雅从容，
有着感人至深的古典意味，引
人思索、回味和联想，依旧闪现
着时光的味道和生命的本色。
《夏至闲居》里有沈复的《浮生
六记》，有杨万里的《瓶中红白
二莲》，有叶嘉莹的《红蕖留
梦》，作者是在用心体悟着古今
人们的情感，对古诗文有了更

敏感的体会和感动。写上海的风情，自然离不开那些风姿
绰约的女性们，如《雪梅清阁》中的赵清阁，《凤仪园的寻梦
人》中的施济美，杨绛的蒲园往事，海派启蒙程乃珊等，她们
的骨子里，宛如盛开的白色睡莲，已被浓郁的诗情，浸染成
淡淡的蓝色，表现出的情愫是那么别致。这些散文处处有
作者的影子，保持着唯美的写作姿态。

《海上风情录》对古典美的表现，对古典美的传承，是通
过温润简约的文笔展现的。作者的文笔是细腻、自由的，流
淌着清丽优雅的古典气韵与情怀。读着《海上风情录》，仿
佛在细雨迷蒙中，幻化出上海淡如水墨的画卷，夜雨故园
图，名人故居图，街巷市井图……9

诗意的风情

□盛丽秀

进入初冬，大雁南飞，树叶日渐光秃，大地呈现一派清
冷与萧索。和季节的氛围相匹配，有时觉得特别适合在冬
季阅读的书籍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有艾米莉的
《呼啸山庄》，还有井上靖的《沼中梦》以及川端康成的《雪
国》等，而美国作家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特别适
合冬日来读，契合清冷日子里那份感觉。

在《十一种孤独》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美国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纽约人的生活，铺陈了11种孤独的人
生，主人公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
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杰出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
挫却一心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
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
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军人等。耶茨笔
下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
绝望，他自己曾说：“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
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
的悲剧所在。”耶茨冷静地叙述诸种孤独，他只写孤独本身，
没有在每一种孤独后面附加所谓光明的尾巴，没有给读者
留下什么安慰，也许有人说这样不够正能量，但读者被一个
个孤独打动濡染，深刻体验那种无奈的人生，这正是作者的
伟大之处。

耶茨虽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继承了海明威的
朴实无华风格以及卡佛的极简约主义，曾被人们称为“大
师”、“作家中的作家”、“二十世纪最具洞察力的作家”，而翻
译者陈新宇说耶茨是“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说他不玩弄
所谓超小说的写作技巧，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尤其喜
欢书中的一些经典的句子，如：“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
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感
情世界里的孤独，有时候像黎明前沉寂的雪原，喧嚣都在梦
里，温暖亦如此，声音落入风中，万劫不复。”

如果尝试读《十一种孤独》，每次读一种孤独就好，因为
那些孤独有些纯粹，直指内心，需要一些消解和回味。9

□赵立功

汇集了河南当代著名作家李佩甫主要
作品的《李佩甫文集》，近日由河南文艺出
版社出版。文集共 15卷，490余万字。长
篇小说卷中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生命
册》、“中国好书”奖的《平原客》、最新长篇
小说《河洛图》，以及当年引起文坛震动的
《羊的门》等；中篇小说卷收入了作家负有
盛名的代表作《无边无际的早晨》《学习微
笑》等；短篇小说卷收入了他脍炙人口的
名篇《红蚂蚱，绿蚂蚱》《画匠王》等；散文
卷是作家的首部散文集，时间跨度 30 余
年。

李佩甫是河南本土作家中第一位获得
茅盾文学奖者，他自 1978年发表处女作开
始，一直笔耕不辍，40余年创作了490余万
字。作品曾荣获茅盾文学奖、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人民文学奖等
20多种文学奖项。“对文学的热爱,是我一
生的命题。”李佩甫曾如是说。他坚持以理
想光芒照耀下的批判精神来透析社会、剖
析人性，对时代变迁进行深入思考和表达，
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省文联和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日前举办
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省文学界、出版界的
作家、评论家、出版人齐聚研讨《李佩甫文
集》。

“李佩甫是河南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
家，也是最勤奋和持之以恒的作家。他的
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根植中原沃土
的经典之作。”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
说。

“在全国文学版图上，李佩甫是中原作
家的代表，文品和人品都是一流的。从李
凖到张一弓再到李佩甫，他们代表了河南

本土作家的创作水平。”河南省文学院名誉
院长、著名作家张宇评价道。

“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大气象。
在当代中国文坛，他属于极少数具有大责
任、大情怀的品质型、厚重型作家。”评论家
刘海燕说。

“他掌握了文学的根本的东西，一直写
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他最终找到了一个
点：中原。他把他所有的人物都安放到了
中原这片土地。”作家墨白从地域性观照李
佩甫的文学写作。

“前辈们的身影很高大，为青年作家开
辟了车辙和方向。”在省作协副主席、作家
乔叶心中，李佩甫的创作是后辈作家持续
创作的动力。

“李佩甫是用小说的形式在写诗，属于
小说家中不写诗的诗人。文集组成中原大
地的文学物候表，河流、大地、社会、人物，

里面有文学四季，文学二十四节气。”省文
学院副院长、诗人冯杰说。

“《羊的门》完成了作家对一块土地的
认识。新世纪的 20年，由《羊的门》开启的

‘平原三部曲’系列，是李佩甫创作的爆发
期。”著名评论家孙荪审视李佩甫创作生涯
40年，并以所书杜甫《望岳》书法相赠，“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诗意，不但
是对作家文学创作成就的概括，更有对老
友文学创作新的期待与祝福。

《李佩甫文集》是集李佩甫40余年创作
之大成，也见证了李佩甫从平原出发，书写
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履迹，是作家创作成就
与文学历程的集中体现。河南文艺出版社
社长薛冠华认为，《李佩甫文集》的出版，是
当代河南文学的阶段性成果，是厚重河南、
文化河南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当代文学
史的重要成果之一。1

□林颐

解玺璋先生的新作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
与 人》（天 地 出 版 社
2020年 4月出版）是一
部历史人物随笔集，是
他近两年在腾讯网《大
家》栏目的专栏合集，文
风平易，记叙简洁。

全书共十六篇，除
写《三国志》作者陈寿、

“北京城第一设计师”刘
秉忠与元代戏曲家马致
远外，其余人物都生活
在明末清初或清末民
初。诚如解玺璋所说，
两个时期有共同点，处
于“以夷归夏”或“以夏
变夷”的文化危机。中
国历史数千年自成路
轨，然当此两际，天地自
然之运会诡谲迷离，绝
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来应
对陌生和蹇迫。在传统
文化里熏养出来的中国
文人、士子，立于智勇俱
困之秋，个体命运与时
代命运相互交织，值得
再三书写、思索。

全书涉及人物不在
少数，头绪纷纷，杂而不
乱。从列布的脚注判
断，材料主要出自正史
记载、人物著作、年谱书
札、今人研究等。作为

历史叙事，解玺璋尽力以客观、不预设立场的表达方
式，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可信的历史现场。从行文
笔调看，解玺璋对历史人物的经历和痛苦绝不是隔
膜和冷淡的，而是贴近内心的关怀和有温度的思考。

全书第一篇，写陈寿，首句：“史家治史，最高的
品格和精神境界是秉笔直书，实录真相。”次句写董
狐，再写司马公，皆为史家直书之典范。在后面，解
玺璋批斥陈寿索贿撰史的败行，对有良史之才而无
良史之德的陈寿，他甚感痛惜。在解玺璋看来，正直
而有良知的史家绝不能做的，就是“循魏晋之私意，
废史家之公法”。陈寿当是镜鉴，引以为戒。

画画还是做官？这是陈洪绶面对的第一个人生
选择。大明王朝覆灭，生死就成了关乎政治伦理的
大问题，这是更加严峻艰难的选择。不死、不殉，似
乎懦弱，可是，活着却并不轻松，解玺璋梳理陈洪绶
的人生，扣着一个“悔”字，就揪住了陈老莲内心纠结
的根由。

做官还是行医？傅山的选择没有太多犹豫。解
玺璋描述傅山诗、书、画、医的才学，更赞颂他不合作
不妥协的气节。傅山有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
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
止言书也。”解玺璋称之为傅山人格的写照。

中国近代史的夷夏之变，高山为谷深谷为陵，对
于知识分子是一场大考验，他们遭受的思想冲击是
很大的。王朝更替，忧时决断，个人归去何处，实际
上却是文化意识的坚守与消弭的重要命题。这正是
解玺璋在吕留良篇的末段提醒我们的。读史，应有
历史环境的考量，要有当时当地的合理性。这是最
起码的尊重历史的态度。以后见者自以为是的逻
辑，粗率地责骂打倒，或者抬上神位，是不可取的。

历史学者罗新说过，历史学家应具备的美德，必
须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解玺璋的《抉择》就是
很好的例子，证明历史学家可以如何发挥美德。譬
如，解玺璋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评价很高，认为
它相当于“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同时，解玺
璋对黄宗羲的“天下观”、对黄宗羲与吕留良的交恶
亦有微词。对于康、梁在戊戌变法里的作用，袁世凯
和徐世昌的行为、严复在筹安会的态度以及吕碧城
和秋瑾同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先驱所走的不同道路等
问题，解玺璋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史料自己会说
话，不过，历史写作一定会涉及选取、编排材料以及
顺应书写规则等问题，说到底，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一
种选择性建构，选择什么样的史料，以什么样的方式
说话，体现史学家的治史原则和学术道德。

中国向有品评人物的传统，仁者爱人，智者知
人，品，要品出智慧。《抉择》此书大致可视为鼎革之
际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描绘特定的鲜明
的人物，并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从而得出了人
与时代的本真生动图景。9

从孤独中看
美国人的生活

在他乡寻找故乡

根植中原的文学硕果根植中原的文学硕果
——《李佩甫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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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