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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微微化化
[人物]

沉淀30年
为“怪世奇谈”系列画句号

据了解，《单筒望远镜》是冯骥
才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
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
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其
实，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初，《单筒望
远镜》的写作计划已经频繁出现在
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但由于作者
此后将大量精力投入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中，这部书的写作也被搁置。
经过了近 30 年的沉淀，《单筒望远
镜》终于以更成熟的面貌呈现。

冯骥才坦言，《单筒望远镜》对
自己来说意义非凡，“2018 年下半
年，我就写了这部长篇，写完这本
书，我好像画了一个句号。”他说，这
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我一直关心
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
系。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
的小说。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
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
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
《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
的系列。”

十九世纪，天津是中西文化最
早冲突的地方之一，“我常年在天
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
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
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
个老城，一个租界。这使得这个城
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
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而我写
《单筒望远镜》，便也有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冯骥才说，他对这个历史
时期抱有浓厚的兴趣，看了很多那
段时期的材料，也一直试图通过挖
掘历史来反思民族心理，而《单筒望

远镜》也正是起源于他对上个世纪
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
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

重返文坛
开启写作的“第二次浪潮”

作家、画家、学者、民间文化保
护者……冯骥才的身份有很多，他
曾创作大量优秀散文、小说和绘画
作品，后因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放
在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上面，他的
文学创作一度中止。《单筒望远镜》
是不是“重返文坛”之作，会不会开
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第二次浪
潮”？面对记者的疑问，冯骥才肯定
地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

“我太热爱文学了。我心里有
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
说，是小说要我写。”冯骥才说，他在
《单筒望远镜》中讲述了一段跨文化
的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悲情故事，
书中写了两个女人，她们截然不同，
却同样是殖民时代中可爱又无辜的
牺牲品，他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
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希望用文学
的形式唤起人们对殖民时代历史、
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冯骥才说，《单筒望远镜》在他
心里放了很久，在他看来，写小说的
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得时间一
定要长，时间长了，人物才能活起
来、成长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
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然而，一个
作家肚子里不会只放一部小说。对
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
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使得我现
在写起来很有底气。”虽然冯老并未
提及接下来会创作什么作品，但他

的回答，也意味着开启了写作的“第
二次浪潮”。

关切文化遗产
完成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

冯骥才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
相比起来毫不逊色的，是他在民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成绩。如
果说他对于文学是由衷热爱、是更
个人化的情感流露，那么对于民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更多是出于
作为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
感。

“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虽
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
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
冯骥才说，去年上半年，他还出版了
《漩涡里》，书中记录了他投身文化
遗产保护的历程及思考、遭遇、忧
患。“我为什么放下自己最热爱的文
学，心甘情愿为这件事效力？这本
书中都有介绍。这20年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虽然“写完《漩涡里》，好像画了
一个句号”，但是冯骥才不会放弃对
文化遗产的殷殷关切，“我还有一些
重要的事必须去做，去年就做了少
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对传
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今年还要举
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
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我说过，我
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
使命。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历
史责任。”

采访中，冯骥才的最后一句话
让人动容：“我只有一个问题——我
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
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2018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各
大影城中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
都一票难求，从《路边野餐》到《地
球最后的夜晚》，导演毕赣所诠释
的地域情怀让人印象深刻。诚如
《老炮儿》之于北京，《火锅英雄》
之于重庆，《山河故人》之于山西，
《无名之辈》之于贵州，在国内电
影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这些被
导演倾注家乡情结的或地域风格
明显的电影不断显露出“黑马之
姿”。地域特色能否成为中小成
本电影的新出路？本土青年导演
如何借此发力？记者近日进行了
相关采访。

用电影展现河南风光
今日，电影《汝州风云》《很高

兴遇见·你》将同日上映，虽然题材
不同，但他们都与河南密切相关。

《汝州风云》根据刘广元小说
《黑心树》改编，电影以汝瓷为载
体，讲述了因一起离奇失踪案而
牵扯出的利益与情感纠葛。

导演张艺飞告诉记者，本身
小说有根线讲的就是青花瓷盘，
汝州的汝瓷、天青釉很有名，他们
在与原著作者沟通后便决定在汝
州拍摄。

“我是河南人，总制片也是河
南人，有这种家乡情怀。”作为在
北京从事电影工作的河南人，张
艺飞很喜欢给别人介绍河南的地
域风情，也很喜欢和本土的演员
合作。这位青年一代导演每逢接
拍电影后，总爱把电影的地域背
景放在河南。

《汝海风云》电影伊始，一辆
车在风光旖旎的山路上行驶，一
路弯弯绕绕到达了一个废弃汝瓷
旧址。这一电影片段虽然只有几
分钟，但主创团队却付出了百倍
的努力。张艺飞说，为了呈现汝
州的美丽山光，团队克服了许多
困难。

借地域表达电影情怀
连跑了近十个城市路演的导

演李杰近日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长
片《很高兴遇见·你》回到了郑州，
想要与家乡的观众面对面展开交
流。第一场的时候她还有一些担
心，因为不知道观众觉得怎么样，
但后来心态逐渐放松，因为她发
现很多年轻人对这部电影探讨的
话题有共鸣。

“可能他们正处于人生的这
个阶段，所以对电影主人公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比较有代入感，利
用一个影片能跟观众有一个直接
的情感上的交流，能够引起他们
的共鸣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
事情。”李杰说。

《很高兴遇见·你》全程在澳
大利亚取景，讲述了物理学博士
陈丁（凌正辉饰）为了寻找逝去的
爱情，从悉尼出发到凯恩斯寻找
女友，在旅途上发生的一段疯狂、
搞笑、浪漫的经历。影片展现了
张扬的青春、描写了苦涩与甜蜜
并存的恋爱故事。李杰希望通过
影片传递青春的力量，让大家珍
惜身边的人。

“我曾在美国待了 5年，所以
对海外留学比较有感悟，片中的
陈丁也是一个留学生，所以我觉
得多多少少是在讲我自己熟悉的
故事。”李杰告诉记者，地域背景没
有放在美国而是选择了澳洲是因
为她觉得国内大银幕上展现了很
多美国、泰国的故事，但鲜有展现
澳洲文化的电影，加上她对澳洲比
较熟悉，所以就放在澳洲拍摄。

李杰认为，如果想要吸引更
多的观众，电影一定要做到商业
和艺术的平衡，既有导演个人想
表达的内容，同时电影的故事、情
节也一定要能抓住观众。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随着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也
有越来越多人发现，不管电影中
的故事发生在南方还是北方，国
内还是海外，其实都是可以归因
于时代中去的。对于导演而言，
无论影片有着怎样的地域特征，
讲好故事，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
而票房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故
事的好坏。

作为一个导演，无论是青年
导演，还是大牌导演，谁都希望自
己的电影有票房，“票房不是我们
导演、演员、制片方能左右的，但
我们会尽可能从宣传、策划上把
我们的影片推广好，能达到我们
预期的票房值就好。”张艺飞说。

“中国电影赶上一个非常好
的时代，作为年轻一辈电影人的我
们刚好也处于这个大的时代之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挖掘更好的内
容，弘扬人性光辉，创作更多正能
量的作品。”张艺飞说，他正着手准
备拍摄一部高科技影片，讲述中国
的航天梦，“我们希望通过电影把
中国的人文精神展现出去。”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丁友明 图）在庙会里体验传
统手工的魅力、在古老非遗中寻找丢失的“年味”……记
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春节期间（从 1月 26日农历
腊月二十一至 2月 20日农历正月十六），全省将举办各
类非遗展示展演活动 1836 场次，其中重点活动 411 场
次。

今年，全省各地将广泛开展非遗展示“春节不打烊”
活动。据介绍，今年，省文化和旅游厅专门遴选了“十大”
非遗展示体验场馆推介给观众，它们是：郑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河南戏曲声音博物馆、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
画展示馆、中华曲艺展示馆、朝歌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国钧瓷文化园、周
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陕州地坑院、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这些非遗场馆在春节期间免费开放，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任鹤林等非遗传承人还将在现场表
演传统技艺，观众可近距离与之交流互动。

近年来，我省精心打造的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宝丰马街书会、老子生日拜典等“三大”非遗品牌
活动，凭借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地方特色享誉全国。
今年，这“三大”非遗品牌活动也结合自身特点推出各项
活动：3月 8日至 4月 7日举行的“中原古韵——第十届
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全国范围内选取的
15个联合国项目、国家级非遗项目将在淮阳集中展演，
传统工艺类项目也将在淮阳进行集中展示、展销活动。
而今年的宝丰马街书会，将在中华曲艺展示馆对宝丰整
体性保护成果进行全面展示。3月 21日至 4月 19日，在
2019老子生日拜典·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
展演期间，组织全省10个以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戏剧类项目进行集中展演，让老百姓感受河南传统戏剧
的独特魅力。

无庙会不过年。在我省，淮阳太昊伏羲庙会、浚县正
月古庙会、关林春节民俗庙会等许多庙会活动已成为传
承非遗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了解，在庙会中，大家不
仅能欣赏舞狮子、踩高跷、跑旱船、社火等传统节目，还能
看到杂技、剪纸、木版年画、刺绣等传统非遗项目，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河南作为戏曲大省，传统戏曲晚会自然必不可少。今
年的一大亮点是，针对近年来我省全力抢救的稀有剧种进
行成果展示，组织晚会演出，全省各地将陆续上演河南坠
子、皮影戏、大弦戏、四平调、二夹弦等稀有剧种晚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省各地文化部门正在加紧
筹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诸多非遗技艺展示，让百姓
品味最传统的“年味”。

在古老非遗中寻找“年味”

春节期间我省将举办
1836场次非遗活动

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出版

冯骥才：重返文学田园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作为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
的最后一部作品，《单筒望远镜》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
部沉淀30年才创作完成的、被认
为是冯骥才“重返文坛”的长篇小
说，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他投身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年，
近几年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时间
才渐渐增多，是否会开启写作的

“第二次浪潮”？记者近日通过出
版社采访了冯骥才。

从古至今，国内外作家有不
少关于爱情的神来之笔，让读者
百转柔肠、久久难忘。近日，国家
一级导演、文艺评论家黄海碧携
首部长篇小说《巢鸭五丁目》做客
松社书店，这部以爱情为主题的
书作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从导
演、文艺评论家到作家，黄海碧笔
下的爱情故事有何不同？围绕于
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从艺 40 年的黄海碧曾导演
过豫剧、歌剧、影视剧，出版过影
剧赏评专著《祈祷生命的耳语》
《与幽暗约会》《守望的尊严与忧
伤》、随笔《伪文明的抱怨》等，至
今仍“常常在文学里遭遇激情”。
在《巢鸭五丁目》中，黄海碧道尽
了他曾经旁观的陌生而又熟悉的
世界和曾经亲历的峥嵘与蹉跎，
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日本东
京留学生身上的爱情故事，他坦
言“写这部长篇小说，就像是和文
学谈了一次恋爱。”

拥有导演、文艺评论家双重
身份的黄海碧，在舞台上、艺术
上、荧屏上见识过各类爱情，它们
或可歌可泣，或痛不欲生。对他
而言，阅读小说，是在观望别人笔
下的世界；写作小说，则是浸淫在
自己的讲述中。在他心中，人生

像万花筒，爱情也像万花筒。至
于什么是好的爱情，黄海碧坚信
应该是老生常谈的“贵在真诚”。

“每个人经历的爱情过程都
有各不相同的幸福收藏和痛苦记
忆。不管平平淡淡，还是轰轰烈
烈；终成眷属也好，分道扬镳也
罢，哪怕是非常不堪的残局，也不
能反目为仇辜负了曾经相爱。”

每一本书籍的成书都来之不
易，《巢鸭五丁目》也颇为坎坷。
早在十几年前，这部还未取名的
小说已被黄海碧先生悉心写下了
十几万字，但在一次被盗中，稿子
连同他所用的笔记本电脑，一起
被人偷了去。重新写出来的十几
万字，总觉得没有丢失前的完美，
黄海碧将它存于另一个电脑中，
任由它落灰、搁置，直到去年，在
编辑党华的鼓励下，《巢鸭五丁
目》终于成书。

虽然黄海碧对这部小说“不
存在半点文学野心”，但他坦承在
写作时也有一丝小期待：小说文
学性的表达，其实是在写困境和
纠结，大不幸大悲哀才能唤起人
们的大悲悯，“今天消费主义冲击
的环境下，我们共同的悲悯被打
了折扣，这需要通过文学被唤
醒”。

“地域特色”能否成为
中小成本电影新出路?

本报记者 杨丽萍

爱情就像万花筒
——访导演、文艺评论家黄海碧

本报记者 杨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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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丛林追忆先贤智慧

中原大地，一场恶战刚结束，一杆图
腾大旗在硝烟中飘扬。几具战死的尸体
排列在一处，死法各不相同。一队战士正
在女巫祝的带领下为死者祭祀。

黄帝的后裔挥蹲在一排死尸前，久久
凝望沉思。挥取下死者身上的砍刀、投
枪、抛石等武器，模拟着被武器击中的场
面，不禁仰天长啸，他是多么渴望能找到
一种杀人于百步之外的武器啊！

故事一开始，便用死亡和悲痛为主人
公积累“不得不为”的能量。

“为了真实再现，我们选择在距横店
80公里的仙居山区一片繁茂的山野丛林
里拍摄。”总导演张清亲自出演“男一
号”——部落首领挥。

“算是导演组设了个局把我推到了这
个角色上的吧，大家选演员时故意空出了
这个角色，最后说没人合适，一致推举我
来填补。”张清笑言。

这是一份光荣的责任，张清欣然接受
了，“赤脚在地上跑，脚底全是伤口，拍完

后，一个月内几乎没下床。我希望能很好
地还原自己的得姓始祖故事，演好祖先的
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感念自己的姓氏
先贤。”

众志成城传承姓氏文化

“没有片酬，只有盒饭。我们这场戏
是最复杂的，也是最艰苦的，凌晨四点就
得起，每天顶着高温，还要表演围在一起
烤火，身上被毒虫咬遍，烂了全是创口，剧
情要求吃烤鱼，半生不熟拉肚子拉两天
……”出于高度的认同感，《领跑》杂志总
编辑张健主动出演角色。他说：“拍摄的
时候将近半个月时间和外界隔离，很疼，
很累，但我觉得参与拍摄很有意义，因为
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为中华姓氏文化、
为中华传统文化尽了自己一份力，不管到
什么时候，这都是最值得我骄傲的。”

曾执导《媳妇的美好宣言》《张小五的
春天》《咱家那些事》等热播剧的导演周小
刚也十分关注该剧，他告诉记者，他见证
了张清从十几年前产生拍摄姓氏文化这

个大题材的想法到如今实现夙愿：“这一
路走来，张清很执着，我很感动，愿意全力
支持他，为这部剧助一把力。如今，片子
终于播出了，很为他感到高兴。”

周小刚称赞这部剧的品质很高，“我
在片场观摩了拍摄，无论是场景布置、服
装道具，还是人物表演、情节设计等，剧组
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真心向观众推
荐。”

“不论收视率如何，就这部大戏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承的价值
和意义来说，就已经成功了。”周小刚说。

以古喻今弘扬核心价值观

“一笑一颦皆是戏，举手投足都有
情”，有这样一种演员，演的角色戏份不
多，但你就是被他吸引，然后去搜他的名
字，台词不多，但举手投足间让你相信他
就是剧中人物，郝文学即是这样的演员。

郝文学在《龙族的后裔》中饰演部落
的一位老者，在部落被围困、粮食不够吃
的情况下，他带领部落的老人进入舍身
洞。

郝文学告诉记者，上古时代，灾年、战
乱、食物匮乏，导致许多部落消亡，于是出
现老人舍身去自杀，节省下粮食给青壮男
人和妇幼，以自己的死换取部落的生存和
繁衍的现象。

“孝道精神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的丰
富，怎么才能让当代的年轻人感同身受，
继而生发孝心？《龙族的后裔》利用远古的
落后环境和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做到
了。面对这样可敬的老人们，子孙万代还
有不孝顺的理由吗？”郝文学说，参与这部
剧的拍摄很有意义，不仅仅是他，所有演
员都非常走心，在山区丛林里赤脚奔跑、
裸膝跪倒，没有丝毫怨言，因为大家知道，
这是在重现我们祖先的精神。

《龙族的后裔》三四集周日晚播出
诠释“张”姓起源 看黄帝之孙如何发明弓箭保家卫国

郑报融媒记者 杨丽萍 秦华苏瑜

2019年1月1日9时许，郑州图书馆大厅内，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驻足在
电子屏幕前，妹妹、哥哥、妈妈从低到高排成一纵队，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

“不知道播的是什么，画面很精彩，孩子路过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感觉
里面有很多历史知识，就没催他们，并负责给他们读字幕。”

屏幕上播放的，正是2019开年中国文化大剧《龙族的后裔》之“张”姓起源的
DEMO带。

作为首部以《百家姓》为主题的电视剧，《龙族的后裔》通过对河南是中华姓
氏主要起源地史实的精准表达，故事化展现每个姓氏的得姓过程，填补了该领
域电视剧市场的空白。

《龙族的后裔》1月6日开播后，姓氏先贤百折不挠、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热
血情怀，仁义担当的博大胸怀，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吸引着观众走进一
扇通往神秘姓氏文化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