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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文化

热风

闲话

传统文化不妨蹭点流行风

曾情

他们还能与演员进行实时交流，“唱腔有什
么特点”“妆容有什么区别”“头饰有什么讲
究”“故事有什么寓意”， 互动的过程不仅拉
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增强了粉丝黏性，
还广泛普及了戏曲知识、 提升了吸引力，可
谓一举多得。
新时代固然给传统带来了冲击，但并非
和传统水火不容。 借助新技术，古老戏曲就
找到了一个流行的打开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
产、民间文艺，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启示。 实际
上， 直播平台也迫切期待搭载更多优质内
容。 自直播平台兴起以来，对其内容同质化、
格调不高等等诟病就一直存在，优质、丰富
的传统文化必然增强其发展底气。
不过，直播平台在对传统文化的包装和
宣传上，要多存敬畏、少“耍花样”，多坚守、
多把关，更多地做一些为优秀传统文化聚人
气的事。
郑海鸥

煮诗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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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一家客栈。 井栏边，诗人又斟满了一杯
酒，一些淡淡的醇香，飘散在院落周围。 而月光是
一场秋天的大雨，从天而降，覆盖了孤独和离愁。
一只停在屋檐上的鸟，叫了一声就不知去向。 这个
夜晚，万籁归于寂静，相思泛起了波澜。
壶空了，烛暗了。 醉眼迷离中，那些清冷的光
华， 是季节洒下的霜雪， 还是一头已然发白的银
丝？ 时间是一河无法挽留的流水，一转身，又是一个深秋。 诗人恍
恍惚惚地扶着井床，面向老家的方向，轻叹了一声。
抬起头，一轮古月悬在明净的空中，仿佛带着一脸笑容。那是
母亲慈爱的目光吗？ 在千里之外，给一位远走他乡的游子捎来了
温暖和柔情。 望着望着，诗人不禁泪湿衣襟。
低头拭泪的刹那，一些记忆中的情节变得愈发清晰：躬耕劳
作的父亲，灶前忙活的母亲，嬉闹的童年，忧伤的初恋，以及一去
不返的年华……遥远的故乡啊，今夜，思念点亮了月光下的乡愁！

秋天的童话
近日，长沙市伍家岭一处 新 的 商 业 广 场 前 立 起 了 一 座 美 人
鱼雕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美人 鱼 雕 像 蚌 壳 上 的 彩 灯 亮 了 ，
“蚌壳”一开一合，美人鱼在蚌壳的开合 中 ，时 而 清 晰 ，时 而 被 半
遮掩，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正在秋天的夜风里述说。

书香

付康松∕摄

□ 吴玉容
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
自从被上帝创造以来，崔斯坦便一直承担着摆渡灵魂的使命。 他引
导灵魂穿过荒原，保护他们免遭恶魔毒手，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迪伦是其中一个由崔斯坦摆渡的灵魂。
看起来崔斯坦是迪伦的摆渡人，而实际上，真正的摆渡人是迪伦自
己。 当迪伦得知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从火车事故中丧生的人的时候，她
并没有像其他灵魂一样沉浸在消亡的悲伤之中，反而以一种平静甚至乐
观的态度直面死亡。 由迪伦心像所映射出的荒原也随她的心态不再那么
坎坷崎岖，天空也不再阴沉欲雨。 最终迪伦顺利渡过荒原，到达灵魂的归
属地。
这段穿越大荒原的摆渡之旅犹似人生。 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可能会
遭遇各种“
荒原”。 比如台湾昔日亿万富豪郭正利，投资失利，落到摆摊还
债的境地，但他坦然面对，从摆摊做起，从头再来。 这种坦然面对“荒原”
的心境，是我们摆渡自己的人生所需的心境。
崔斯坦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摆渡人，不管灵魂多么伤悲，荒原多
么难行，天气多么恶劣，摆渡多么艰难，崔斯坦都始终尽职尽责地保护每
一个灵魂，始终坚守摆渡人的岗位。 人的一生看似可以做很多事情，可多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
少聪明人，一生也没能做好一件事。 所谓“
职，其职必举。 ”只有专注做一件事，做到极致，你的人生找到了立足点，
才能超越梦想，成就辉煌！ 人生无需走捷径，只需走好一条路便好。
可是，太多灵魂都沉浸在消亡的悲伤中，甚至不曾想过他们的向导
也是人。 灵魂的冷漠，使崔斯坦内心所有的爱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渐渐
消失殆尽，只一味地摆渡灵魂。 可是崔斯坦无法改变摆渡人的命运，也无
法走进人类世界，他能摆渡任何人，却无法摆渡他自己。
迪伦不仅摆渡了自己，还摆渡了崔斯坦。 迪伦是勇敢的，即使会被恶
魔吞噬，永沉黑暗，迪伦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返荒原去寻找崔斯坦。 因
为，她相信命运可以逆行。
如果人生是一条孤独的路，我们要做自己的摆渡人，不畏艰难困苦，
微笑面对人生，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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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那路
—《摆渡人》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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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胡文阁、邵天帅等
者寥寥”的困境。 没有观众，再好
4 位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
的戏也无人喝彩。 没有年轻人的
子演员登录一家直播平台，
支持，未来在哪里？
吸引了 62.7 万人次观看；更
对传统戏曲来说，传承和传
早以前，《牡丹亭》《长生殿》
播同样重要。 不入园林不知春色
的直播， 累计吸引 140 万人
如许，然而再好的景，只靠坐等
观众，显然已不适应现状，主动
次观看； 知名京剧老生王 珮
瑜更是在直播平台上迅速圈
走近观众、培养观众，才能把未
来把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为扩
粉……近来， 戏曲演员频繁
亮相互联网直播， 每每都会
大传播力和影响力，戏曲延伸阵
吸引数十万、上百万网友，可
地，登录直播平台，不可谓不是
一个好选择。
谓人气爆棚。 对于习惯了数
百人剧场的戏曲演员来讲，
直播平台汇聚了大批年轻
一场演出拥有上百万观众“简直不敢想”，而 人，这正是戏曲发展粉丝的目标人群，可谓
这的确就是现实。
“
请来全不费功夫”。 而较低的技术门槛和条
一段时期以来， 戏曲发展面临困境，而 件要求，甚至比在剧场演出还省事，演员只
让戏曲人最头疼的无非“黑发观众越来越 需搭上三脚架、点开 APP，便能“一亮歌喉”
少”，随着观众流失、市场萎缩、院团萧条，戏 “施展拳脚”，而且，如果不嫌累，全天候在线
曲在年轻人群体中几近陷入“看者稀少，演 都不是问题。 当然，更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是，

自《战狼 2》火爆上映以来，加
之《二十二》《杀破狼·贪狼》等一批
国产佳作的出色表现，让国产电影
一扫此前票房增长低迷之势。 与此
同时，诸多重量级作品“接棒”2017
中国影市下半场，让人们对下半年
中国电影市场表现及全年票房突
破 500 亿元大关充满期待。
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
五届全国院线国产电影推介会上，
60 余部重点影片集中亮相， 包括
《时间去哪儿了》《空天猎》《十八洞
村》 等多部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
其中，8 天的国庆档就集结了多达
10 部不同类型的影片， 包括军事、
爱情、魔幻、青春等题材。
值得一提的是，迎接党的十九
大重点作品《十八洞村》，以精准扶
贫为主题，反映扶贫工作队同群众
一起转变观念、找到生活目标和致
富之路的故事， 无论叙事结构、人
物刻画，还是情节冲突都跳脱出以
往同类题材影片的窠臼，呈现出独
特的诗意气质；《空天猎》反映人民空军在反
恐行动中坚持“
空天一体”思想，成功营救同
胞、打击恐怖分子的故事，开创了国产电影
空战题材的全新尝试， 无论从影片格局、内
涵，还是制作、投入来看都是一部极具分量
的作品。
《缝纫机乐队》《羞羞的铁拳》两部登陆
国庆档的喜剧作品也颇具卖相，在路演及点
映过程中即收获较好口碑。 前者是大鹏继
《煎饼侠》之后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延续了小
人物的逐梦故事；后者是开心麻花继《夏洛
特烦恼》《驴得水》之后的第三部电影，依旧
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话剧， 保持其一贯风
格。 同为 10 月上映的首部金砖国家合作影
片 《时间去哪儿了》， 由中国导演贾樟柯监
制、金砖五国名导合作拍摄，以不同风格讲
述时间与人的故事，献出满满的诚意。
此外，定档贺岁档期的重点作品《红海
行动》，由《湄公河行动》原班人马打造，以也
门撤侨为蓝本反映伟大祖国和人民海军维
护海外同胞利益的故事；而陈凯歌执导的史
诗级大片 《妖猫传》、“功夫之王” 袁和平与
“奇幻之王”徐克联袂打造的《奇门遁甲》等
都是值得期待的重量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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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口溜记汉字

你的孩子觉得记汉字困难吗？ 你的学生觉得形近
字之间区分复杂吗？ 调查结果显示，99%的小学生都认
为复杂的汉字记忆非常困难， 形近字之间的区分更是
让孩子一头雾水，原因在于记忆过程太过枯燥，尝试编
顺口溜来记汉字吧。
1、泡、炮、跑、抱、饱、胞、刨、苞、袍：有水冒气泡，有
火放鞭炮，有足才能跑，有衣穿长袍，有食能吃饱，有月
是同胞，有手来拥抱，有刀来把木板刨，草头在上是花
苞。
2、燥、操、澡、噪、躁：用水来洗澡，伸手来做操，噪
音惹人恼，有火能干燥，脾气暴躁直跺脚。
3、烧、浇、绕、晓：有火才能烧，有水才能浇，用丝来
缠绕，有日见分晓。
4、瓣、辫、辩、辨：花瓣落了结大瓜，发丝来把小辫
扎，能言善语把理辩，竖撇辨字笑开颜。
5、清、请、睛、情、倩、晴、蜻、精：有水方说清，有言
去邀请，有目是眼睛，有心情意浓，丽人留倩影，日出天
气晴，有虫是蜻蜓，有米人精神。
6、进“门”歌：木字进门正清闲，日字进门坐中间，
马字进门往里闯， 才字进门紧闭眼， 耳字进门听新
闻，兑字进门阅报刊，心字进门说烦闷，市字进门闹
喧天，口字进门问为啥？ 一字进门上门闩。
7、加“水”歌：酉字加水酒味香，工字加水变成
江，目字加水眼流泪，皮字加水起波浪，主字加水要
注意，先字加水洗衣裳，寅字加水能演唱，也字加水
成池塘，少字加水变沙漠，羊字加水成海洋。
8、遇“雨”歌：山字遇雨雪花飘，包字遇雨下冰
雹，田字遇雨雷声吼，辰字遇雨震九霄，相字遇雨变
成霜，务字遇雨雾茫茫，每字遇雨粮霉烂，林字遇雨

甘霖降。
9、连“心”歌：田在心上思想好，士在心上斗志高，
秋在心上真发愁，奴在心上怒火烧， 咸在心上谈感想，
原在心上说愿望，亡在心上爱忘事，非在心上要悲伤。
10、添“
火”歌：土字添火垒成灶，尧字添火把饭烧，
因字添火炊烟起，少字添火炒菜肴，页字添火爱烦恼，
包字添火放鞭炮，户字添火炉火旺，各自添火把饼烙。
11、坐“
车”歌：井字坐车把门进，云字坐车把货运，
告字坐车造型新，先字坐车选先进，兆字坐车快逃走，
斤字坐车离得近，狂字坐车逛市场，孙字坐车很谦逊。
12、插“
言”歌：兑字插言把话说，仑字插言议论多，
吾字插言语言美，己字插言记心窝，果字插言正上课，
卖字插言就读错，荒字插言爱说谎，若字插言常许诺。
13、搭“
木”歌：干字搭木做旗杆，兰字搭木成护栏，
朋字搭木盖车棚，全字搭木上枪栓，帛字搭木好种棉，
甘字搭木柑橘甜，白字搭木松柏绿，兆字搭木变桃园。
14、坐、座、做：两人站土上，坐车擦土忙，座位请加
广，做事就用单人旁。
薛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