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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陈华文

任何一个人若要系统地学习、掌

握某种专门性的知识，通读该领域的

优秀教材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尤

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大学生

而言，深入阅读公认的经典教材，可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部优秀的人文社科类教材，凝

结着一批优秀学者几年乃至几十年

的心血。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张岱年等主编的《中国文化概

论》、朱绍侯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叶朗

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薄松年主编的

《中国美术简史》、徐新主编的《西方

文化史》等，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学子。

优秀的教材魅力何来？主编是

名家、学者是一个原因，但最关键的

是这些教材的视野宏阔、知识体系严

谨，内容叙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此外，这些教材不会流于一般知识内

容的介绍，还有着鲜明的专业立场、

观点和结论。再者，优秀教材兼顾了

专业性和可读性，如袁行霈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读起来就是一种莫大

的享受。

尽管老师总是鼓励学生认真通

读优秀教材，强调了解学科“全景图”

的重要性，但部分学生并不以为然，

随手翻阅或选择几页浅读的“碎片化

阅读”现象较为突出。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本优秀的教材也并不能一蹴而

就，而需要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比如

《中国古代史》的撰写始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全国一批历史学精英云

集，倾心编写，初版后又根据高校师

生的意见不断修订。该教材一版再

版，主编、副主编和编者换了几代学

人。伴随着岁月流逝，该教材没有淹

没在书海之中，而是更加彰显出经典

的能量。当前，高校大力推进教材建

设，投入大量资金，组织教授、专家进

行编写，但少数专家为了完成任务，

在教材结构、体例、内容等方面和同

类教材“撞车”，没有特色。这样的教

材匆忙出版，漏洞百出，学界不认可，

学生也不买账。

对于培育一个人的专业志向和

兴趣，优秀教材的力量也显而易见。

活跃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批学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大多反复

阅读过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很

多人不仅熟读，还认真摘抄、记录读

书体会。

对于刚刚步入学科之门的大学

生来说，其知识体系正处于构建之

中，通读教材能够帮助他们在宏观层

面对专业学科把握得更到位。那么，

如何通读优秀教材？总体上讲，就是

通读要与精读相结合、阅读与思考并

进。笔者认为，其核心是要树立问题

意识，多问自己“为什么”。

以《中国文化概论》为例，阅读之

前首先要问：同类教材有哪些？不同

教材的特点是什么？个别授课教师

从个人利益出发，强力推荐自己所编

写的教材，绝不可取。其次要思考：

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精神有

哪些？这些问题虽然宽泛，但脑海中

常常萦绕这些疑问，在学习中就不会

被书本牵着鼻子走，而是做到收放自

如。再次，是要清楚重点何以成为重

点，难点究竟难在何处。此外还要重

视教材每一章节中的总结性文字，这

些文字往往代表着教材编写者的学

术主张和观点，是精华所在，“点睛之

笔”。

处于信息化时代，获取学科专业

知识越来越便利，无疑是一种幸运。

作为大学生，很有必要静下心来深入

阅读，与优秀教材“共舞”。吃得了阅

读的苦，方能品味到知识的甜。7

红色经典红色经典

重述与重释重述与重释

□范昕

就中国电影史来说，将1946年至
1966年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
时期也不为过。其间涌现出的一大批
革命题材电影，在数十年后仍被津津
乐道，成为“红色经典”。其中，不少影
片是由小说改编而成。这些改编作品
延续了中国电影与文学一脉相承的关
系，继承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和
以丰厚文学底蕴作为叙事基础的文化
特色。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蓬勃发展的语境下，荣获 2020 年
度“豫版好书”称号的《重述与重释：
从小说到经典红色电影改编研究》
一书，选取了九个经典红色电影中
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改编文本，
以客观、多维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些
文本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旨
在为当下我国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
参考。

本书作者认为，九个小说文本的
改编各有特色。比如影片《林海雪
原》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保留了小
说的革命传奇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
精神，通过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
重塑，呈现出一组革命英雄群像和一
段革命传奇故事。在对主要英雄人
物的重塑上，小说对杨子荣的形象
刻画不够完美，改编电影时便删除
了一些不必要的细节，塑造出一个
足智多谋、沉着老到的孤胆英雄形
象。此外，电影采用了颇具视觉冲
击力的镜头和蒙太奇语言，银幕上
的英雄不再是单纯的影像符号，而
是富有层次感，更主要的是在表现
场面的真切、人物心理和情绪的真
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
说，影片既借鉴了传统戏剧的某些
表现手法，又发挥了电影艺术“时空
灵活”的特长，凝练而集中地表现了
人物群体曲折惊险的对敌斗争，展
示了英雄人物不畏艰险、勇于牺牲
的革命精神。本片创作于新中国成
立之初，在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创
作了一部英雄传奇故事。

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内容简
练，以家人团聚为重心，但缺乏战争
中的戏剧化情节。根据该小说改编
的电影《英雄儿女》将原著中的父女
战场团圆置于叙事后景，着重描写了
文工团团员王芳在哥哥王成的影响
下成长的故事。“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影片唱响的

《英雄赞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小说故事基础上，本片进一步演绎
出某种对自我的迷失与找回，以革命
浪漫主义气质书写了一首朝鲜战场
上的“英雄赞歌”。值得一提的是，影
片用蒙太奇手法渲染和重述亲情故
事，发挥了人物镜头的特殊表意作
用，强化了叙事机能，起到了体现民
族风格、询唤主体、深化主题等作
用。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战斗精神
的熏陶、民族自豪感的弘扬，都通过
影片得到了很好的传递。

小说《青春之歌》自始至终都以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对自身价值
的追求为线索。但对同名改编电影
而言，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传
记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借助英雄诞生

的叙事原型完成的寓言。改编电影
着力强化林道静是大宅门里的被压
迫者，让她后来走进革命行列、成长
为革命者具有了足够的合理性。影
片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凸显了

“九一八”之后的民族危机，以人带
史、以史托人，将一位女性知识分子
成长为革命者的历程娓娓道来。影
片凭借自觉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成
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题材电影的又
一经典。

通过研究这些改编案例，本书考
察了电影如何重述、改变小说原有
的叙事与写作方式，透视了新中国
革命题材电影改编的创作背景，探
讨了电影在这一时期的艺术表达特
点。对于当下影视作品的创作而
言，这些内容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7

□刘浏

1799 年，贝多芬创作《悲怆》奏
鸣曲，以艺术之名与命运抗争。200
多年后，全球经历了一次浩劫，顽强
的中国人抗疫不停。而报告文学《生
命交响》，讲述的是电力人在战“疫”
过程中谱写出的非凡乐章。

除序曲外，《生命交响》共有四个
乐章——悲怆奏鸣曲、英雄行板、苍
生小步舞曲以及光明回旋曲。从雷
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恩
施 PCR 实验室、葛洲坝换流站到国
网湖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人物
的行动线清晰可见，与作品的书写线
形成闭合回路。本书内容涉及国家电
网湖北电力部署、调度、施工、抢修、特
高压直升带电作业、检修、物资等各部
门、各工种、各环节，着重描写的五十
多位奋战在抗疫保电一线的英雄，是
庞大的电力铁军的生动缩影。

任务的完成，靠的是过硬的本
领。保持着职业敏感的孟祥安在得
到确切消息后提前赶赴蔡甸现场，
王波跳进冰冷的泥浆靠双手摸索扯
住电缆拖拽直至双腿麻木倒下……
从对“第一盏灯安装在哪”的判断到
300 多名施工人员靠人力生生将百
米长、千斤重的电缆挪到敷设位置；
从雷神山通电工程到火神山通电工
程，再到以小时计算的方舱医院建
设——电力人立下“没有底，也要托
底”的誓言，撸起袖子加油干，为电力
抗疫铸底。

专业能力与英雄魂魄，是互相带
动、薪火相传的。国网湖北检修公司
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班组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十佳班组
之一，前有“汤正汉劳模创新工作
室”，后有中国 500千伏带电作业第
一人闫旭东，还有新一代特高压直流
带电作业世界纪录保持者胡洪炜以

及最美青工李明等“禁区勇士”。他
们精益求精、配合无间，开拓着中国
工匠的能力极限。

《生命交响》叙事扎实，通过一个
个中国故事让读者品味到了中国底
气与中国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作者
之一的李玉梅（笔名“一半”）突出了
对青年与女性的书写。这些被前辈
戏称为“小兽”的年轻人，听到更改春
节值班的消息，没有一个人请假，全
部奔赴岗位、无怨无悔。是母亲、是
妻子、是女儿的她们，也是志愿者、免
费 顺 风 车 司 机 、捐 赠 物 资 搬 运
工 ……她们是榜样，是骄傲。她们
用耐心和刚强守护着“值得为之拼命
的城市”。

在《生命交响》中，有三封特殊
的信件，是李玉梅写给儿子的。她
将客观的采访、冷静的思考以文字
呈现，这是她作为作家的自觉，内心
的焦虑、害怕、软弱、孤独则被抽离
出来。作家尚且如此，疫情肆虐时
仍奋力工作、确保电网互联“心脏”
安全的电力人的处境和心境可想而
知……

报告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
的重要文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其创作始终坚
守着三个坐标——面向时代、集体
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这
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也是作者
创作动力的来源。《生命交响》致敬
专业素养、赞颂职业精神，却不是为
了称颂而书写，而是站在时代与知
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坚持着报告文学
的理性品格。

1808 年，贝多芬的耳聋已经失
去了治愈的希望，但这位音乐巨人仍
在抵挡命运的捉弄，《命运交响曲》也
随之诞生。庚子之春，每一位守护光
明的逆行者，奏起的也正是不朽的生
命交响。7

□夏丽柠

《文城》，是作家余华八年来出版
的首部长篇小说。从读者反应来看，
虽然余华只创作过六部长篇小说，其

“小火慢炖”的写作方式与当下网络
小说“日日催更”的火热场面形成了

鲜明对比，但仍然是当代中国小说界
的“顶流”作家。好的小说家，理应知
道如何掌控自己的写作节奏。他也
应该像一面多棱镜，通过小说向读者
折射文学世界的多样性以及各种可
能性，进而引发思考。

《文城》的故事非常简单，甚至
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清末民初，富
家子弟林祥福携幼女寻妻。记得
小时候看过由高畑勋执导的动画
片《三千里寻母记》，讲的是一个少
年从意大利跋涉至阿根廷寻找母
亲的故事，这一动画片由意大利作
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改
编而成。《文城》里也讲到爱——如
果没有爱，林祥福就不会抛下优渥
安定的农耕生活，抱着嗷嗷待哺的
女 儿 去 寻 找 一 个 叫“ 文 城 ”的 地
方。外地来的兄妹小美和阿强告
诉林祥福，文城是他们的故乡。阿
强走后，小美嫁给了林祥福，偷了
林祥福的一半“小黄鱼”后就跑掉
了。但当小美归来说自己怀了林
祥福的骨肉时，经过一番思想斗
争，林祥福还是接纳了她们。与其
说女儿林百家是爱的结晶，不如说

是宽容与慈悲的硕果。怎知，生下
女儿之后，小美又消失了……

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寻找”的故
事，一定是跌宕起伏的，就像《西游
记》里写的那样经过九九八十一
难。但余华的本意似乎并非要写

“寻母”。“寻”，只是催促林祥福去外
面“看世界”的由头，寻不寻得到，不
重要。重要的是，林祥福如何与一
群陌生人建立起情感纽带，如何最
终为了他们而舍生取义。更重要的
是，像林福祥一样的人不止一个。
为了守护家园与家人，他们都在用
最朴实的武器抵抗。这武器，是

“命”。
“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

序章”。三千里寻母与六千里寻妻，
小男孩寻母与成年男人带女儿寻妻，
起点与终点都有相似之处，都是起于
向往与热爱，止于勇敢与仁义。这就
是为什么林祥福到了溪镇就驻足了，
不只是因为他听到了小美的乡音或看
到了疑似小美的身影，而是溪镇就像
他的“理想国”，他在那里寻觅到了爱
与温暖。第一次踏入溪镇陈家，他与
女儿睡在床上，陈家夫妇睡在地上，这

是溪镇的规矩，客人来了必须睡在床
上。余华这样写道：“陈永良见到的不
是一个从灾难里走来的人，在霞光里
走来的是一个欢欣的父亲。”对于林祥
福来说，这里不是“文城”，胜似“文
城”。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
地方就有文武。林祥福家境优越，
也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匠，与陈永良
合伙开了木器社。一边做事业，一
边抚养女儿，如果没有战乱，他的人
生大概也就如此普通了。但当土匪
闯入溪镇烧杀抢掠时，林祥福拿起了
刀枪，人生便开始偏离。他的前半生
是文人，讲仁；后半生是武将，讲义。
即便像林祥福这样写得一手好字的
木匠，也敢于举刀刺向土匪。这种侠
客精神，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
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城在哪里？哪
里有仁义，哪里就是文城。文城，就
在你我心里。

《文城》到底写得好不好？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但阅读本书可以知
道，写过《活着》的那个人，回来了。
至于书中第二部分《文城 补》，也算
是给懂理知义的小美一个交待。7

□王霞

2021 年以来，有两场大火让人
唏嘘。一是2月 14日，一场大火烧毁
了翁丁村老寨——我国保存最为完
整的佤族村落；二是 2月 16日早上，
山东禹城某蛋糕房发生火灾，7人经
抢救无效死亡。这些事件提醒着人
们重视消防工作、掌握一定的自救知
识。《永不言弃》，是作家傅宁军根据
南京市方家营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丁良浩的真实事迹创作的报告文学
佳作。丁良浩是第 24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十大杰出消
防卫士”之一。

作者以丁良浩的成长为线索，用
一个个动人的细节立体呈现了英雄
永不言弃的成长历程，再现了主人公
的真实生活，深入挖掘了其内心世
界，讴歌了消防员群体牺牲自我、无
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为读者勾勒出消
防英雄的感人形象。

丁良浩 1982年出生于江南的一
个小村庄。这个曾在村民眼中平平
无奇的瘦弱少年加入消防队伍后，
以顽强的意志、永不服输的信念，将
血肉之躯淬炼成了守护人民的金色
盾牌。

本书展现了烈火英雄非同寻常
的锻造之路。比如，父母的宠溺，无
法阻挡儿时的丁良浩学习游泳的坚
持；父母的牵挂、舒适的生活，也没能
阻拦他铁了心入伍实现自己的梦想；
到了部队，他刻苦练兵，从新兵到带
兵，从跟着班长经受魔鬼训练到成为
班长回归魔鬼训练，再到运用魔鬼训
练成为令人崇敬的逆行者、“蓝朋
友”，带领战士们战斗在一个个惊心
动魄的救灾现场，挽救人民的生命财

产；在各个赛场上，他向世界展示中
国消防队伍规范、高效的救灾能力，
为国争光；还有他对父母、妻子、儿
女、战友的深情，以及家人们的理解
和支持……

作者文笔清新，语言流畅自然，
故事性强，特别是对主人公工作、训
练、家庭、亲人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极为生动，不仅适合成人阅读，也特
别适合少年儿童读者。

或许，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
个英雄梦。但，什么是英雄，应该
成 为 什 么 样 的 英 雄 ，如 何 成 为 英
雄，孩子却少有渠道进行了解。《永
不言弃》是让孩子们亲近英雄、了
解英雄的一本佳作，也只有让英雄
成为孩子的偶像和朋友，才能有更
多的英雄。在喧嚣的当下，让孩子
们阅读此书，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既关注英模
事迹，又兼顾对消防知识的普及。书
后附有“丁班长消防小问答”栏目，通
过问答形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消防
知识。

正如作者在后记《不该或缺的
灾难教育》中提到的：“人类的历
史总是与灾难相伴相生。回避灾
难，不等于它不存在，而如何面对
它 ，事 关 人 类 幸 福 甚 至 孩 子 的 安
危。”汶川大地震中，师生无一伤亡
的安县桑枣中学，2005 年开始坚持
每学期在全校组织疏散演习，最终
创造“奇迹”，正是灾难教育最有力
的实证。

希望有更多孩子能随着这本《永
不言弃》学会面对灾难，战胜灾难；更
希望他们能秉承永不言弃的恒心，成
就自己的英雄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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