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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秋季档 主旋律、刑侦剧纷纷登场

本报讯 2019年厦门翔安区青少年武术大赛日

前在宋江阵民俗文化广场落幕。来自我市实验小

学蚶江校区学子吴超前载誉而归，拿下男子B组南

大（朴、关）刀-大刀、男子B组其他传统长器械-朴

刀以及男子B组传统拳术-连环拳三个项目金奖。

厦门翔安区青少年武术大赛包含有两岸宋江

阵切磋展演、传统武术搏击争霸和青少年武术大赛

等项目，汇聚厦、漳、泉及台湾地区众多队伍同台竞

技。

据悉，石狮市实验小学蚶江校区不仅在校园足

球发展事业成绩斐然，而且多面探索学校发展的新

路径，引导学子全面发展，屡获佳绩。

（记者 王文豪）

石狮健儿在厦门翔安区
青少年武术大赛获佳绩

秋风一起，荧屏迎来秋季

档。各大卫视、视频网站除仍在

播出“十一”前后上马的《激荡》

《激情的岁月》等大剧、正剧外，也

陆续亮相一些主旋律、轻松、多题

材的剧集。

《光荣时代》
开播：10月13日
主演：张译、黄志忠
看点：《光荣时代》讲述了北

平和平解放年间，以郑朝阳（张

译 饰）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人

民公安，在面对以“桃园”行动组

为代表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持续

破坏时，展开了艰苦卓绝又针锋

相对的斗争故事。与以往的刑侦

剧不同，《光荣时代》拥有反特和

刑侦双重元素，它以一对血缘兄

弟郑朝阳、郑朝山（黄志忠 饰）的

信仰对立为切入点展开叙述。据

悉，为了打造真实的北平，剧中的

街道、四合院、胡同都是在棚里1:1

搭建的；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牌

子怎么挂，剧组都严格按照真实

历史还原。

《我知道你的秘密》
开播：10月4日

主演：黄宗泽 叶青
看点：《我知道你的秘密》聚

焦法医领域，讲述了陆北辰（黄宗

泽 饰）与顾初（叶青 饰）两位法

医并肩侦凶，从蛛丝马迹寻找案

件真相的故事。剧中，黄宗泽不

仅首次尝试法医形象，还将一人

分饰两角，诠释一对性格迥异的

双胞胎兄弟——正义专注且执着

的法医哥哥陆北辰，与性格跳脱

外热内冷的弟弟陆北深。除错综

复杂的案件之外，该剧还是黄宗

泽与叶青继《面包树上的女人》

《那片星空那片海2》之后第三次

合作，此次两人纠葛的情感关系

也是该剧另一大看点。

《热血少年》
开播：10月22日
主演：黄子韬 张雪迎
看点：《热血少年》原名《租界

少年热血档案》，该剧讲述了上世

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滩，因多方势

力割据民生潦困。以吴乾（黄子

韬 饰）为代表的生活在棚户区底

层的小人物们，在重重压迫下艰

难求生。直到吴乾被人陷害入

狱，在进步女青年贺红衣（张雪

迎 饰）的帮助下，吴乾最终成长

为坚定爱国的热血少年的故事。

据悉在该剧中，有武术功底

的黄子韬有大量的动作戏份，片

场拍摄动作戏时也拒用替身，危

险动作都自己上阵，令不少粉丝

期待已久。 （新华）

《光荣时代》 《我知道你的秘密》

西藏题材电影《我的喜马拉雅》

10月6日在CCTV6电影频道首播。

影片真实再现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

麦乡牧民桑杰曲巴老人及其女儿卓

嘎、央宗姐妹，在长达几十年的艰难

岁月里，在玉麦乡守边卫国的感人

故事。

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

南麓。1990年之前，卓嘎、央

宗姐妹俩和父亲桑杰曲巴是

玉麦仅有的居民，父女三人

长期坚守在这里，固土守

边。2018年3月，卓嘎、央

宗姐妹当选感动中国

2017年度人物，10月被中

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

称号。

影片导演张馨介绍，

《我的喜马拉雅》几乎全程采

用藏民族语言展开对白，情节

编排上，在完整保留真实事件的

同时，不乏各种趣味且充满人情味

的设计，既真实动人，又具有戏剧观

赏性。

“桑杰曲巴老人几十年如一日，

克服种种困难，守护祖国边陲领土，

用行动践行‘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主演仁青

顿珠说。

（新华）

70年前，滚滚长江水见

证了一场解放全国的渡江战

役，70年后，影片《打过长江

去》正式定档10月16日全国

上映。

目前，《打过长江去》预

告片已经上线，从曝光的片

段来看，影片中战争场面恢

宏，炮弹爆炸等场景逼真，

画面制作精良，同时展现了

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革

命精神和解放全中国的决

心。作为主旋律电影，影片

以恢宏战争配合强剧情推

动，点燃爱国热情，同时又

融合谍战、动作等商业元

素，增加了影片的观赏度和

可看性。故事展现了新中

国成立前夕，人民解放军一

支先遣分队潜入江南，打进

虎穴斗智斗勇，命悬一线却

与各种敌人殊死斗争，为祖

国统一而舍生取义、奋勇拼

搏，最终配合百万大军渡过

长江，将红旗插遍中国。影

片通过精准还原战争岁月，

围绕“祖国不能分裂，中国

必须统一”的坚定信念激发

全民爱国热情，让红色基因

不断传承。

据悉，影片《打过长江

去》将于10月16日在全国上

映。 （新华）

本报讯 9月29日

至10月7日，石狮

市自行车健身

协会组织开展

户外骑行活

动，百名骑

行 爱 好 者

环绕石狮

一周，在增

强 身 体 素

质、提倡绿

色出行的同

时，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活动中，该协会骑

行团队身着统一服装，车上

佩带小国旗，一路前行。自协会会址出发后，先后

经过宋塘路、石锦路、六胜塔、峡谷路、古卫城、服装

城以及凤凰城等地，行经之地覆盖全市9个镇办以

及主要道路和景区。沿途彩旗飘扬，队形整齐，吸

引了沿途市民的热烈关注。

到达六胜塔、古卫城以及服装城等地后，骑行

队员们还共同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

等红色歌曲，用激情四溢的歌声表达出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石狮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指导，得到了我市各个镇办的支持。相关负责人介

绍，骑行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协会成员的精

神文化生活，在倡导健康理念的同时，用特别的方

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蔡栋梁）

骑行活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世纪50年代初，我正在读小

学。“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什么年

代？”一道历史试题，难住了我。良

久，眼前一亮，我想到

了我的集邮册，那里

不是有一套刚刚发行

的“太平天国金田起

义百年纪念”邮票

吗？很快，1951年倒

推100年，我在答卷

上写下了正确答案：

1851年。原来，邮票

真如小小的“百科全书”，而有了兴

趣的记忆是最牢靠的。兴趣就是最

好的老师，集邮也可以长知识。此

后，我的集邮兴趣大增，并立下了集

齐新中国全部邮票的“宏愿”。

岁月流逝，70年倏然而过。翻

检70年来的邮票，

我的眼前又是一

亮。在这70年的邮

票之上，不是鲜明地

烙着新中国前行的

足迹吗？不是生动

地记录着中华民族

光辉的史迹吗？于

是，我捧出了70年

来披挂着历史风尘的老集邮册，将

70年的邮票归整在7本邮册当中，

在每本邮册中都放上了10年中最

富特色的邮票。这样，1册10年，7

册70年，一部邮票上的新中国发展

史展现在我眼前。

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作为

时代的象征，邮票记录了民族历史，

塑造了国家形象。邮票的方寸天地

之间，展示与铭刻了无数个重要的

历史瞬间。尽管从邮票这个小小视

角，并不能完整、全面地重现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编年史”，也不可能系

统和缜密地传递出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的全部辉煌，但从邮票这张小小

的“名片”上，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砥

砺奋进的“身影”，也可以让人们回

望过往，重温流年，壮行前程。

作为“国家名片”，中国邮票是

塑造国家形象、体现中华民族艺术

传统的一个载体。任何民族的艺术

都在时代中产生和发展。时代的鲜

活色彩，始终是艺术焕发生命

力和展现艺术魅力的一个重

要构成。

邮票是与时代同行俱进

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邮票

必须以与时俱进的艺术风格，

刻画出“时代中国”的形象。

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在邮票上留下

自己的烙印。因此，时代印记成为

邮票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

的总体艺术风范，那么，一个国家在

不同时代也会留下不同的艺术印

痕。在《70年邮票看中国》这本书

中，这个历史演变进程得到了深切

而生动的反映。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打

开我的集邮册，观览历史的行

动，不仅让我忆起了自己的集

邮旧事，也是我祝福新中国70

岁生日的一个有意义、有情感

的庄重“仪式”。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这7本集邮册又一本本

一页页地打开了。通过邮票这张

“国家名片”，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华

民族在邮票上留下的深深印记。

中国色彩的话题一打开就讲不完：映入眼帘的，是浮翠

流丹；浸润心田的，是白皎素亮；紫锦红囊香满风，桂子姜黄

化愁肠。形形色色，凡尘景象，热闹的，是过年的红；肃穆的，

是尊贵的黄。企盼着，白色的瑞兆；散不去，蔚蓝的乡愁……

然而，对于描述颜色，如今却几乎失语。苍白无力的形

容词之下，暴露的不仅是语言能力及对色彩敏感度的匮乏，

更多的是对汉语文化知识和古典风雅的缺失。或许正是出

于这种深刻的反思，促使台湾著名学者曾启雄提笔写下《绝

色》这本书。

《绝色》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小书，曾启雄潜

心研究古代东方色彩，用三十年之功，将世代影响中国人色

彩审美的知识融会贯通，联结起历史和传说、技术和材料、典

籍传承和东西方交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中华民族绚丽

多姿的色彩文化娓娓道来。

该书通过许多与颜色相关的历史片段，许多口口相传、

沁入人心的传说故事，带读者领略中国传统色彩日积月累的

醇厚感，领略影响中国人色彩审美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

地区、信仰等丰富信息。作者以七种代表色铺陈开中国传统

色谱，通过历史故事、植物染料、染色方法以及颜色命名故事

等方面为读者呈现一幅令人神往的色彩画卷。

曾启雄对各种颜料信手拈来，有矿物质的朱砂、佛青、石

墨、雄黄，植物质的红花、蓼蓝、乌桕、栌木，甚至来自紫胶虫、

胭脂虫、五倍子等昆虫的色彩，通过图文并茂的阐释，生动有

趣地呈现了古往今来中国人生活中的色彩表现。

这本有趣有料的色彩科普小书，从文学、历史、社会、科

学、民俗、博物等不同角度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色彩，带

读者领略中国古典色彩的繁复之美，令人赏心悦目。对一些

冷门的色彩知识也做了科普，解开了部分读者长久以来心中

的迷思。

作为一本色彩趣味小史，其内容虽略显芜杂，却足以唤

醒人们对色彩的精微体验。古人仅凭肉眼，在非黑即白的中

间地带，即发现了皂、漆、暗、阴、幽、玄、乌、冥、墨等丰富的色

彩层次，这不仅证明了汉语的博大精深，更体现了一种成熟

自如的文化心态。令人不禁感

叹，在色彩世界中，人与万物竟

可以发生如此细致深刻的认知，

达到如此融会贯通的境界。

古人的风雅，令人神往。当

我们读这本书时，难免还会产生

一点“羞愧感”，古人为色彩世界

创造了那么多曼妙的词汇，其中

包含了多少想象和美感。而如

今大部分人除了“赤橙黄绿青蓝

紫”外，在色彩描述时几乎已经

失语。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将

诸多曼妙词汇熟记于心，当绝色

美景映入眼帘之时，不至于再用

那几个干瘪无趣的形容词来显

露自己知识的贫瘠。

《作文课》是一本不一样的作文书，作者将那

些实用、有效的作文方法娓娓道来，好像坐在我

们面前，和我们聊天，让我们认识到写作文原来

是一件很美妙、很有创意的事情。作者倡导一种

理念，即作文并不需要通过刻板的学习和练笔来

学好，而需要通过培养更多的感受力和创造力来

实现目标。

该书作者谭旭东，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创意写

作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儿童文学、童书出

版与创意写作，其儿童文学理论著作《童年再现

与儿童文学重构》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谭旭东

曾在中小学校举行数百场讲座，指导语文特别是

作文教学，启发老师和孩子爱上阅读、爱上写作、

爱上语文，在作文教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

在《作文课》一书中，作者对多年来启发作文

思维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自成体系31堂

“作文课”，并有意识地给

出具体有效的方法，为广

大中小学生和家长、老师

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书

中收录作者所指导的学生

范文并做精到点评，供读

者参考。作者还与读者分

享了自己和女儿的创意习

作，以实例为读者展现创

意作文的面貌。（水上书）

□罗颖杰

《绝色》：
中国人的色彩美学

《作文课》：
让创意改变作文

□李近朱

打开我的集邮册

残雪：我的双重生活

我直到 30岁才开始写

作。那之前我做过“赤脚医

生”，街道小工厂的工人，还当

过代课教师。我成为作家之

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个体裁

缝。我为什么学习做服装？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要更

多一点钱来维持我的写

作——表演。表演是我

从孩童时代开始的理想，

我从未有哪怕一瞬间忘

记这件事。我丈夫支持

我实现我的理想。

我们俩同时开始根据裁

剪书学习裁剪和缝纫。我们

每天从清晨工作到半夜。半

年之后，我们俩成了裁缝。我

父亲的那套房子变成了我们

的工场。我们甚至雇了三个

帮手，不久就开始赚钱了。那

是1983年。就在那一年，我

开始在缝纫机上写小说。有

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就

是，我发现我在写小说时不需

要事先思考情节与结构，不论

是很短的还是较长的作品都

一样。我只要一坐下来就可

以写，从来不“考虑”如何写。

白天，顾客来来往往，总是打

断我的写作。我的时间是破

碎的：10分钟、15分钟，最多半

小时。到了晚上，我那四岁的

顽皮的儿子几乎占去了

我的全部时间。然而就

在这些零碎的时间里，

我居然写出了一个小长

篇——我的处女作。作

品中的情节十分连贯，

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是如此吃惊，我没料到

我能够做到这样：当我想要表

演时，我就表演；当我决定停

止时，我就可以停止。但事后

我又可以随时回到那种意境，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想也

许我有点像古代的诗人，他们

喝着酒，到野外的风景中去写

诗。就好像他们想写就能

写。但我又不完全同他们一

样，因为好像有种逻辑的力量

在推动我的笔，所有的情节与

对话都是那么贴切，那么美。

也许我就像美国

的舞蹈家邓肯，我的表

演是世界上最自然的

事，不需要事先设计。

当我不再需要为金钱操心

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

则：每天创作一小时。这个时

间通常在上午（有时也在晚

上），当我跑完步之后。无论

我是写短篇还是长篇，我总是

提笔就写，流畅地写完一小

时，之后便不再作任何修改。

在写之前我只需要想一两分

钟，第一个句子就会出现，然

后第二句、第三句……啊，我

多么快乐！

写得越多，我越想

写。我的小说王国变得

越来越大，它的边界向各

个方向延伸。我渐渐明

白，这是灵魂和肉体交融

时的舞蹈，这种舞蹈是停

不下来的，永远停不下来。我

身上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是

自从我开始正式表演之后，我

对生活的爱愈发加深了。我

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完美的节

奏，我的身心充满了活力。

我感到我过着一种双重

的生活。我的日常生活给我

的表演生活提供能量，我的表

演生活给我的日常生活赋予

意义。我深爱这二者，实际上

我将这二者看作同一件事的

两个方面。

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

我这种表演需要很大的才能

和勇气，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

持续下去。对于我这类作家

来说，灵感并不是唯一的，除

了灵感，你还得具备一种强有

力的理性能力，因为你必须进

行一种特殊的思考，这种思考

不是通常的推理，我将其称为

“物质性的推理”。

“物质性的推理”不仅仅

是思索，它更是实践。

那也是我将它称为“表

演”的原因。在表演的

氛围里，当你运动你的

肢体时，你的行动遵循

着严格的逻辑性，你通

过你的感觉体验到逻辑

的结构。你越进行实践，结构

就呈现出越多的形式。

60岁之后，我依旧充满灵

感，我对大自然充满感恩。写

作给我带来强烈的自信，使我

的身体保持健康。我感到我

的生活正在变成某种音乐。

（节选自《残雪文学回忆
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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