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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奕昕

打开张新涛的摄影作品
集《涛声依旧》（中原农民出
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21
年1月出版），一帧帧照片，正
如其书名，展现出的是风涛
动地来的壮丽发展图景。

书分四部分，“花润泽
福”以花卉为载体，抒写盛世
的风和景明，“镜观商都”描
绘郑州发展的五彩缤纷，“豫见山水”描摹河南发展的日新月
异，“影逐神州”展现祖国的山川壮美。作者以镜头语言来抒
写他对美的发现，对生活的热爱，对河南发展的感慨，对祖国
山川的赞美。在他的镜头里，那身边的人或花下留影，或广
场歌舞，或书店阅读，或坚守抗疫一线，都洋溢着生命的力
量、人世的温馨；那高耸的二七塔、林立的高楼、华美的地铁
站，仿佛都有了韵律，谱写着一曲激动人心的华美乐章。作
者用镜头告诉人们：诗不只是在远方，诗也在身边；与时代同
步，与人民同行，才能拓展更加壮阔的艺术境界。9

□陈继会

腊月，中原已是寒冬，岭
南则秋意尚浓。漫漫秋色
中，收到孙荪先生寄赠的《秋
高气爽——孙荪墨迹风景》，
别有情致，分外欣喜。

孙荪先生为我素所敬
仰，与他相识、相交已四十余
载。在遥远的岭南收读他的
书作，就像坐在他的面前，亲
切，温润，自然，真实。

这是孙荪先生的第二本
书法作品选集，全书虽说是
以书作为主，但其实是可以
作为一部文学与书法的读本
去赏读的。书前是孙荪先生
极具个人风格的长篇书论，
后附几位大家古意盎然的书
评。书中大量的书法释文，
或经典诗文，或雅言名论，成
就出一个丰富的文学、艺术
汇融的世界。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礼
物。作为知名学者的孙荪先
生，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
两个领域，同时耕耘，双栖双
赢，这是许多从事文学事业
的人期望的境界，但真正能
够达到者，着实寥寥。他同
时又是河南许多重大文学、
文化工程实际的主持者或重
要的策划、参与者，像《河南
新文学大系》《中原文化大
典》等，为河南的文化事业作
出了贡献。

五年前，当孙荪先生的
第一本书法作品选集《孙荪
墨迹风景》问世，就让人惊
艳，还似乎有点突兀，因为此前人们很少听说他涉猎书法。
谈到为何“忽然”迷恋书法，孙荪先生给出了似乎相左但实
则统一的两种答案。他在给我的短札中说，他是一个书法
的“功利主义者”：“我之所以花时间去领会书法，除了眼疾，
不满意于当下书坛，亦是动因之一。更为中国文化于西风
横扫下惭处下风而不忿，故稍用功以迎风而立矣。由是亦
窥东方简中之奥。”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书法的“非功利主义
者”，一个视书法为“游戏”的人：“总之，一场墨戏，自得其
乐，亦乐好之者，足矣。”

粗观之，二者似有抵牾、冲突；细辨之，实则汇通、一
致。“功利”者，是其价值指向，即书法要有所作为，要有益于
世道人心。“非功利”，则指其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真正合
于书法艺术的方式，创作出好的书法作品，满足世人对于书
法艺术的审美需求，实现书法的“无用之用”。

我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并深表赞同。近些年来，书坛
不尽如人意，本来高雅、纯粹的书法艺术，却成了一些人沽
名钓誉、生财交际的工具，他们希望以书法作为敲门砖，去
敲开自己的“幸福之门”。一些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心不在
艺，却又想尽快成名，于是，不惜以“丑书”“怪书”招人耳目，
爆得大名。还有，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仗着文名而胆大
随性，随意涂抹，借“文名”以彰“书名”。凡此种种，让人为
中国书法忧心。

孙荪先生学养深厚，文名鼎盛于中原，但从未以此为终
南捷径，为自己的书作博虚名。他以一个书者、书家要求自
己，训练自己，积累自己，成就自己。深厚的学养和文学造
诣，让他在书学理论和书艺上比别人更明敏、更准确、更快
捷地通灵悟道，登堂入室。迄今，他以古稀高龄，仍临池不
辍，自我升华，让人感佩。

如果说，五年前的《孙荪墨迹风景》向人们宣示、确认了
他的书家“身份”，那么，《秋高气爽》则昭示着他在书法艺术
上的锐意进取。他求新求变，倾力锻造宜于自己、属于自己
的书风。集中不多的行书作品，行云流水，随性畅达，行草
之书则用力最勤、最为上心，行、草之间，行淡而草浓，更见
通脱，其墨色、笔法、结构、变化更加丰富自然，重者如裂崖
坠石，轻则若凤飞九天，收放有度，行止自如。

还有，不能不说到孙荪先生的书学理论。《秋高气爽》
卷首洋洋大观的《领会中国书法》，以及他的其他书论，将
同他的书作一样，被人们所称道、记取。孙荪先生的书
论，极具个人风格，既不是翻炒古论，又不是坐而论道，书
论源于实践，袭古却又翻新。基于他深厚的文学理论造
诣和精微的文学表达，他把易于玄妙、空泛、不着实地的
书法理论，置于自己丰富具体的创作实践，让其好懂、可
学，明白通达。

坐在南国温煦的阳光下，北望中原，我在想象孙荪先生
挥毫创作的景象：初则静立案前，气定神闲。提笔间，群山
奔涌，万壑争流；笔走龙蛇，满纸云烟；撒豆成兵，天地一
人。此时此刻，他一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9

□李钊

《新神榜：哪吒重生》，是今年春节档上映的一部国产动画

电影。单从片名看，“哪吒”无疑是传统文化元素，“新”字则包

含了创新意义。加之影片由《白蛇：缘起》原班人马历时四年

打造，已十分吸引观众眼球。

可真当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却发现“哪吒”已不再是陈塘

关上那个手提火尖枪、脚踩风火轮的惹祸孩童，而是“转世”成

了一个穿皮衣、骑摩托车的热血青年，场景也不再是古代，而

是穿越到现代社会。电影动画制作精良、剧情热血奋进，充满

“摩托车”“机甲”“朋克风”等元素，旧上海滩、现代工业街区同

时出现……

虽然该片导演一再表示，这部影片不是为了蹭 IP 哪吒的

热度，是为了传承经典。但从剧情、场景等方面来看，除了

“哪吒”“敖广”“敖丙”等经典人物的姓名，其他内容与传统经

典已无甚关联。有网友评论，将电影中的神话主角换成现代

青年，将动画制作改成实拍，该片是一部不错的青春热血励

志剧。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制作不仅在技术上突破，而且在剧

情上也往往以“故事新编”的方式，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为蓝

本融入现代价值理念。正是由于这些不懈努力，才使国产动

画电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在此过程中，“故事新

编”的创作方式也一度引起一些非议，认为缺乏创新精神，是

吃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老本。种种议论和票房压力，让不少

国产动画电影工作者陷入焦虑，为求突破，力图创新，他们试

图舍弃经典，以日本和好莱坞的理念来构建全新的动画世

界。但因中国经典深入人心，影响力巨大，完全舍弃即意味着

大量票房的流失，最终就产生了如《新神榜：哪吒重生》这样的

以经典之名来行舍弃经典之实的作品。

不过这一策略的市场实效和文化合理性还有待检验，《新

神榜：哪吒重生》春节档票房并不火爆反过来促人思考：传统

神话故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

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

降世》等作品的成功，固然离不开技术上的不断创新、细节上

的精准把握、营销上的丰富多元，但最重要的是电影故事本身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又契合了当代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

故而能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国产动漫电影创新过程中借鉴日本和好莱坞动画电影，

力图实现东西方交融确实重要，但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合西方

叙事理念和美学风格，倒不如立足

中国传统文化，强化中国风的主导

风格。因为有时候越

是 民 族 的 ，越 是 世 界

的。9

□黄春馥

今年的《唐人街探案 3》有个很大的反

差：票房直冲 30 亿元，评分却无法跟高歌猛

进的票房成正比，它是烂片还是好片？这个

现象引人思考。

从制作上讲，这部片子大咖云集，汇聚了

人气小生、武打笑星，还有众多娱乐圈赫赫有

名的人物，但在逻辑性上，影片的情节安排还

是有很多硬伤的。电影的基本构架来自西方

著名侦探小说家密室之王卡尔·迪克森的密

室推理，特别是卡尔的《犹大之窗》，对这部电

影影响很大。《犹大之窗》也讲了未来的翁婿

两人在密室中见面，女婿喝下酒之后昏迷不

醒，被人利用陷害的故事。只不过在《唐探

3》里，翁婿换成了两个大佬的对峙。

另外，《唐探 3》里众人在太平间的不期

而遇，跟“唐探”系列的第一部众人在阿香家

衣柜里的戏剧性相逢有雷同；第二部中的女

警官跟第三部中的女秘书人设也相似，都是

西装能干的都市白领；而唐仁的“花痴”也跟

上部一脉相承。相对于第一、第二部，“唐探”

第三部没有大的突破，这难免让人感到审美

疲劳。

影片中关于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尝试值得

肯定。三部“唐探”，换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三

个大都市，不惜工本要把它们最为精彩的一

面呈现在观众面前，需要一定的勇气、魄力。

这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较全方位地面向

世界的体现。特别是《唐探 3》关于日本特色

的建筑、文化的取材都比较有代表性。看这

部电影，就粗略认识了另一个国家。比如对

日本的“汤”、相扑文化、剑道的介绍，都有寓

教于乐的因素在内。与此同时，影片请了富

于代表性的日本艺人参演，也让异国情调更

加浓郁。

唐仁跟秦风的组合，他们跟外国侦探的

联手，也代表着不同文化板块的碰击。唐仁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走出的另类，他玩世不

恭，又会中国武术，必要时玩点风水、说说周

易，在插科打诨中调节了沉重的氛围，也让情

节峰回路转。而秦风性格稳重又富于创意，

他有现代人宽广的知识面和不拘一格的思

维。他是侦探，也是行走的百度，是随时点破

那层窗户纸的关键人物。这两个人拼接在一

起，暗示着传统跟现代的携手，而他们跟日本

侦探联手，每个人都成为大戏里不可或缺的

一员，也意味着中外文化的交融，暗示着团体

精神的可贵。相对于美国热衷拯救地球的孤

胆大英雄，影片所刻画的人物群像更加真实，

也更加有血有肉。

相较于前两部，《唐探 3》虽然没有过多的

突破，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希望

它对文化交融的尝试，能带来更多余

波 ，影 响 更 多

后来者。9

□墨白

曾臻的长篇报告文学《丰年之路》终于由河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了，从 2015年到 2017年的三年间，她数易其稿、呕
心沥血。《丰年之路》以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西北部、当年人口
不足800人的宋砦为背景，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中原
腹地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从人均
年收入不足 600元逐渐发展成为人均年收入 8万多元、资
产雄厚的明星村所经历的艰辛历程。

从农民变市民、从农村变社区，宋砦人见证着中国改革
开放政策落地与城镇化的进程，宋砦的村民脱贫致富成为

“全国文明村”“全国十佳小康村”的过程，是中国解决“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案例。而《丰年之路》的叙事，则
是以宋砦村脱贫致富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宋丰年为主线
来展开的。

《丰年之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十一节讲述了宋
丰年从1948年出生到1976年第一次被选为生产队长的人
生经历。在讲述宋丰年坎坷的人生经历的同时，作者不回
避主人公在成长的路途中所遭遇的青涩，苦难的生活也培
育了宋丰年充满豪气、义气、血气的性格。

《丰年之路》的下部，作者用十六节篇幅解读了“宋砦之
谜”“宋砦现象”“宋砦模式”，透过鲜活的生活来探视宋砦行

政村这个中国治理体系中最小的单元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
巨变的深层原因，作者运用朴素的文字，继续围绕着宋丰
年，从人的情感出发，为读者呈现出了宋砦人所具有的精神
财富。

在《丰年之路》里，首先令人感悟到的是宋砦人的思想
解放与“借脑工程”。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宋砦人充分利用地处郑州近
郊的区位优势，敏锐地抓住全国兴起的改革发展热潮的先
机，受市场经济意识启发，从粮农到菜农再到果农，率先开
展农业结构调整，果敢地投入市场经济大潮。宋砦人在抢
抓机遇、深化改革、持续解放思想的同时，也突破成规广招
人才，实施“借脑工程”，只要是人才，他们陆续请来，委以重
任。宋丰年说：“智者就是向众人学习。”

体制改革与企业管理也是《丰年之路》着力表现的。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宋砦人逐步改革“大锅饭”

“平均主义”的集体分配做法，发展到后来的股份制和混合
所有制，他们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管理架
构。在对待土地问题上，与城郊多数农村将集体土地一次
性卖出或建房后通过租赁获得收入不同，宋砦人坚持通过
明晰产权，实现集体、企业和村民“三赢”，在城市化进程中，
把各种激励机制发挥得淋漓尽致。

“怎样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怎么办！”这是宋丰年的

名言。在《丰年之路》中，他的这一“名言”有着丰富的体现：
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按照可持续发展思路，自觉地与城市
规划建设接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旧村改造；他们大
力发展以餐饮娱乐为主的第三产业，稳妥地解决了城市化
过程中的农民失地、失业、失利问题，使农民分享了城市化、
工业化的红利……

但宋砦人最大的精神财富莫过于一种在富起来的同
时，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丰年之路》
中，我们读到，他们从教育入手，使赤脚的庄稼汉成为被城
市文明熏陶下的新市民。而从农民到市民内质的转变，宋
砦人经历了一个“内化”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村里的所有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都让群众参与进来，一
起沟通协商来丰富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思路，让村民能在集
体事务中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拥有当家做主的权利。

宋砦发展到今天，有许多经验，其中一条是有一个具有
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村委会和基层党组织，这是宋砦人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根本保障。

宋丰年与宋砦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在《丰年之路》
里，作者写家族、写村庄、写社会、写人情，而更多的笔墨是
写宋丰年在生活中的细节。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细节，才
使宋丰年这个饱经风霜的人物带着人间烟火一步步走来，
那样亲切，栩栩如生。9

□卢颖

牛年大年初一，由贾玲导演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持续

上涨的口碑和屡登微博热搜榜的话题讨论，使这部影片迅速走进

大众视野。观此电影，给人带来很多惊喜。

这部电影，导演贾玲从亲身经历出发，从她和母亲的错过与遗

憾着手，在弥补错过与遗憾的切入中，展开整个故事。稍作功课，

不难发现早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作为演员的贾玲就曾以喜

剧人的身份，为大众演绎过同名小品，收获满堂喝彩。时隔数年，

这回贾玲又以导演的身份重新将该作品以电影的方式呈现给大

众，足见她对离世母亲的用情之切，也足见埋藏在她心底的执念之

深。在宣传电影时，贾玲说，她对这部影片注入了真情，她愿意把

心掏出来给观众看。

作为一个 19 岁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贾玲何尝不是在多年错

过的痛苦与遗憾中，才酝酿出了这部“真情之作”呢？因此，这部怀

念母亲、渴望弥补遗憾的作品，其创作初衷似乎不只是票房大卖那

么简单。创作者以亲身经历言真情，使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对一个

个电影细节产生共鸣与共情，背后所蕴含的，是她以“过来人”的身

份，为所有人道出的那句“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观众看完电影，

对“亲情”这个词有了更多的理解，甚至产生想要马上回家看望父

母的想法，那么，创作者的初衷或已就实现了。

电影中的穿越包含着的其实是一种“美丽的谎言”，回到过去

当然不可能，奇妙的是，观众明知不可能，却也心甘情愿地认同电

影中贾晓玲的行动初衷。此时，观众和贾晓玲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即：哪怕她自己会因为改变过去而消失，也愿意母亲一生高兴。由

此，人们不能不为贾晓玲的“英雄主义”而感动。可事实证明，人们

又被骗了，这次人们不是被电影情节骗了，而是真真正正地被电影

中的母亲骗了——不是女儿成全母亲，而是母亲在成全女儿，在电

影最后，观众才恍然大悟：母亲想要的高兴，只是女儿的健康快乐

而已。

世间亲情种种，作为儿女的我们，又何曾不陷入过那种“谎言”

背后的亲情呢？虚虚实实的穿越，让我们对亲情有更多思考。9

见证改革开放与城镇化进程
——读报告文学《丰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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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价值
是文化交融

——观《唐人街探案3》

创新需立足传统文化
——观《新神榜：哪吒重生》

穿越背后的亲情思考
——观电影《你好，李焕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