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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四大天王”之
一、著作等身的大牌作家；他遍布全国的众
多读者主要是孩子们和青少年；他在文学与
电影两个领域拿大奖拿到手软；他妙手塑造
的“电孩子”霹雳贝贝伴随几代人度过了美
好童年；他是张之路，一位睿智又随和的七
旬老人。趁着张之路到莱阳为小学生做文
学讲座的机会，笔者有幸与他面对面，聆听
了他对于文学、电影、生活的精彩见解与独
到感悟。

科学家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

有这样一部科幻电影，相信很多人小的
时候都曾经看过：

两个毛贼入室盗窃，结果遇上了一个
“带电的”小男孩，男孩不仅知道用水来导电
对付小偷，还非要让这俩人到阳台上大喊“抓
小偷”，真是既聪明又可爱。很多年过去了，
这部电影《霹雳贝贝》是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
之作，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部科幻电影。

这部电影的编剧张之路，毕业于首都师
范大学物理系，曾有过十年杏坛生涯。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红旗覆盖了他的
身躯，首都百姓十里长街洒泪相送。彼时，
身为物理老师的小青年张之路，亦写了一首

长诗悼念，抒发情感，同事们都说他写得很
好。张之路心想：我不懂写作为何物，我只
是写出了大家都想要说的话。此后，他开始
尝试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好书是盏明灯，映照读者的心扉；也是
一扇窗户，打开它，向高远处望，山遥海阔，
长天大云。三十几年，白纸黑字一路行来，
张之路笔耕不辍：《第三军团》让新老师卧底
班级，打入学生内部去调查“阴谋”，结果出
人意料又感人肺腑；《足球大侠》让一个不会
踢足球的老师担任足球队教练，还让教练在
漆黑的夜晚爬上了高高的院墙；《非法智慧》
和《极限幻觉》更赋予作品侦破小说的外壳，
以一股清新的科学幻想之风为儿童文学领
域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难怪有人把
张之路的小说归类为非常可笑、非常感动、
非常神秘三个系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编织文学蛛网，捕捉写作灵感

从“电孩子”的《霹雳贝贝》到《第三军团》
卧底的老师，再到《足球大侠》里的“球渣”教
练，张之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处理总比别人
要多想一步。在他看来，所有的想象都是从
我们脑子里最实在的土壤升起来。“如果你脑
子只有一个点，围绕这一个点，那么想象毕竟

是有限的；如果你脑子里有两个点，两个念
头，这两个点就可以连成一条线，这也就是想
象的一个轨迹；如果有三个点、四个点呢？这
样一来，如果你读的书多，你脑子里的支点
多，某种程度上就像一张蜘蛛网，蜘蛛把线结
成网，所以它能捉到很多的小虫子，那个小虫
子就像我们写作时的灵感。”

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张之路则强调
对于生活的发现。他说：“大概从小学生时
代起，我们都听老师说过罗丹的那句话，生
活里不是没有美，只是缺少发现。其实就是
说，你感觉不到；都放在那里，有些人就看不
到。文学这个东西比较奇怪，它要的就是某
种程度上比较特别的，能让人心里一动的。
所以说，有好多事，比如悲欢离合，大伙都
有；但是有些微小的东西，你一说，心里就一
动。文学，就需要对生活的这种发现。”

好书播撒种子，收获幸福大树

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
角度。可是，看看如今市面上畅销的许多儿
童文学类图书，故事编得很热闹，语言风格
也很俏皮、机灵，唯独看后不能给孩子留下
一点什么。

张之路认为，儿童文学一定不能天天强

调它的教育性，但也不能完全失去教育性。
“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
往的时代，我们觉得儿童文学都是教化的、
耳提面命的，说孩子你应该干什么，这不叫
文学；文学，主要是一种熏陶、陶冶，涓涓细
流一样，在注重文学性、可读性的同时，也不
要忽视它的教育性。孩子看完你的书以后，
正义、正直、感恩、同情，这样的词能说七八
个；孩子看完你的书以后，一定要让他们得
到这样的东西；也要让孩子们知道，生活，不
是一个一个的小笑话组成的，还有一个又一
个的小坎坷。”

“回顾我的儿童小说创作之路，我想，我
希望孩子看了我的书（有所收获），比如说，
能够变得坚强。”是啊，这就是张之路的文学
主张，没有豪气干云，简简单单，质朴无华。
正如他的一系列著作，一本本的好书，就像
是一粒粒的种子。播种的人满怀诚意，开荒
破土，眼看着这粒种子默默地生根、发芽，当
然少不了经历开花的喜悦，也许还要经受一
些拔节的苦楚，直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从被别人叫作叔叔的时候，就到学
校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后来成了伯伯，现在
成了名副其实的爷爷。我愿给孩子们种下
一粒文学的种子，让他们明天去收获一棵幸
福的大树。”张之路说。 通讯员 姜磊

影视圈“唯流量”现象该终结了
有口碑，却没热度；频上热搜，口碑却

“扑街”。口碑与流量之间形成反差现象，
在近几年的影视行业已司空见惯。

流量是收视率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延续
和升级。因为它关乎热度和变现，很多时
候甚至被当成唯一评价标准。因此，“IP+
流量”成为这几年许多影视剧的标配，但同
时，这也导致作品同质化、套路化严重，演
员无演技，作品无内涵，“白甜宠”现象一时
竟成为潮流。

从根本上看，影视剧被流量所困，行业的天
花板也被拉低。流量可以带来热度，可以变现，
从影视作品的商业属性来看，流量“无罪”。然
而，影视作品还具有文化属性，是丰富百姓精神

生活和展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唯流
量”是文化审美和价值观的错位。

从大趋势看，流量红利终会过去。这两
年不少靠大宣发、大IP、流量演员而未播先
火的影视剧往往“高开低走”,而一些紧扣现
实题材、制作精良的实力作品即使“裸播”依
然广受追捧。这说明，流量终究扛不起收视
大旗，而优秀的作品必然会带来流量。

针对当前剧集产业出现的过度注重流
量、数据等现象，2020年末，中国电视剧制作
产业协会发布了《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

“去浮华浮躁、重创作规律”的几点意见》，明
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必须脱虚向实，
不能让那些被污染了的数据和流量成为评

价作品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标准。
2020 年，我国电视剧产量同比降幅不

少，希望减量能成为推动提质的重要契
机。观众的审美素养会越来越高，不会一
味地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因此，影视产业
要从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并
紧跟时代变化，围绕题材选择、剧本创作、
拍摄制作等关键环节下功夫，最终依靠内
容输出来获得口碑和流量双丰收，寻求商
业属性和文化价值的平衡点。

男子冰壶世锦赛
中国队胜韩国队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6日在加拿

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1年男子冰壶世锦
赛第13轮循环赛中，中国队战胜韩国队，这
也是本届世锦赛中国队的第二场胜利。

世锦赛2日开赛以来，中国队负多胜少，
此前中国队仅战胜过丹麦队。当日对阵韩
国队的比赛中，中国队状态不错，前两局获
得3:0的领先优势，随后双方比分交替上
升，不过总体而言中国队发挥更为出色，最
终以8:5获得胜利。

共有14支队伍参加本届世锦赛，前六
名将直接晋级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
东道主，中国队自动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
资格。在本届世锦赛，中国派出一垒许静
韬、二垒王智宇、三垒田佳峰、四垒邹强、替
补韩鹏的阵容出战。

我市画家唐振铎
在日本出版黑白画集

本报讯（YMG记者 滕新
书）作为今年中日文化交流的
工程之一，中国出版东贩公司
策划的《中国当代美术家系
列》（英日双语）精装第一册
《唐振铎黑白画集》，3月31日
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4月1
日开始在日本各大书店和网
点上市。

唐振铎原是致公党烟台市
副主委，早在1985年就在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作品集《黑白
装饰画》；1989年在轻工业出
版社出版《人体黑白画集》，
1992年又在该社出版《人体黑
白画续集》；2003年，他在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白色•黑
色唐振铎黑白集》，2006年再
次印刷；2007年，他又在人 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黑白画技
法》；201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了《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唐振铎》；2012年，烟台致公画
院及唐振铎画展举办；201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唐
振铎画展举办。

唐振铎 1959 年 10 月生
于烟台，曾作为知青插过队，
回城在烟台市港务局做过装
卸工。1980年，他毕业于山
东第二轻工业学校工艺美术
专业，曾在全国近百家杂志发
表插图作品，为烟台创作了
120米装饰浮雕。他是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致公画
院副院长、烟台画院名誉院
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山东致公画院副院长、烟台画
院名誉院长、烟台视觉艺术研
究院院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
青年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的
李鸿飞介绍，他是因“尾花”与
唐振铎结识的。1985年，唐
振铎《黑白装饰画集》在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时，还是该社
第一次出版绘画方面的书，当
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院
长庞薰琹欣然为该画册作序，
其中写道：“唐振铎同志很勤
奋，表现在有探索精神……希
望唐振铎同志在自学的道路
上做个永不停步的人，开拓自
己的道路，向深处探索，艺术
是没有止境的。”2003年，人
民美术出版社准备为唐振铎
出版黑白画集时，他震惊了，
没想到仅仅十几年功夫，唐振
铎的画作有如此之大的飞
跃。当年，83岁的著名雕塑家
章永浩评价其作品说：“小品
不小，以小见大。”著名装帧
艺术家吕敬人则对唐振铎的
黑白画评价：“他的黑白语言
既有汉代画像石的金石味，又
有唐人线描纤秀的流动美，深
沉雄浑之势与清丽奇巧之秀
并趋……”

北京人艺再演话剧《雷雨》
更强调演员内心戏

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北京人艺看家戏《雷雨》6日起
再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
复排导演顾威说，今年的演出
更加强调演员的“心象”，让演
员在内心戏上下功夫。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处
女作和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
话剧的奠基作之一，发表于
1934年。该剧在两个场景、不
到24小时内，集中展开了周鲁
两家30年的恩怨情仇。根据
曹禺的阐释，《雷雨》是他对宇
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
言喻的憧憬，显示的是宇宙里
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作者
用一种悲悯的心情写人类受自
己和不可知力量的捉弄。

从1954年起，《雷雨》在
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培养了几
代演员和观众。对于这样的
经典，复排导演顾威称，观众
已经不是来看这个故事，而是
在看舞台上如何去表现这个
故事，怎样演出人物的心理，
让心理和行动统一。

“今年的演出，我们更加
强调演员的‘心象’，让演员在
内心戏上下功夫，尤其是几位
新加入的年轻演员，要从内心
上去接近人物。”顾威说，“还
有就是传承这部戏的风格和
韵味，要靠台词去体现。演员
说话的方式，得是剧中人物
的。因为我们的观众太专业
了，如果味道不对，不用导演
说话，观众就先指出了。”

“心象”是北京人艺总导
演焦菊隐在20世纪50年代创
造性运用斯坦尼体系使之中
国化而创造的表演术语，强调
演员“从生活出发”，通过摹仿
角色的外部特征进入内心体
验，在想象中看到的角色形
象，即“心象”，并通过反复描
摹与练习，消除表演意识，让

“心象”逐渐“化”到演员身上，
最终成为舞台“形象”。

本轮演出，蘩漪由张培饰
演，周萍由周帅饰演，而曾饰
演周萍的王斑，则改饰周朴
园，并担任联合导演。

撒下文学种子 收获幸福大树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谈文学、电影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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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
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声 明

● 本 人 于 国 卿 ，身 份 证 号 ：

220182198509223918 租赁祥隆上市

里352号商铺，履约保证金收据号为：

0010529 金额20090元。因本人原因

丢失，现声明该收据遗失，特此声明作

废。

●姓名：万琪，于2021年4月2日

晚上18:30分，在山东烟台开发区不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370611198302224029，有 效 期 限 ：

2016年 08月 26日——2036年 08月

26日，签发机关：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

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

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

明。

●都兴全的养殖渔船鲁牟渔养

61909《国内海洋小型渔船安全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3706120190347。特

此声明。

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交通违法车辆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之规
定，现对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
月31日，在我大队逾期未接受处理的
违法及事故车辆予以公告，请当事人
携带《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
证》和有效证件到我大队接受处理。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仍不来接受
处理的，福山交警大队将对扣留的车
辆依法进行处理。

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4月6日

《百年青春：中国共产党
永葆先进性的奥秘》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百年青春：中国共产党永葆先
进性的奥秘》一书近日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史为背景，带领读者探寻中国
共产党乘风破浪的“秘密”。

《百年青春：中国共产党
永葆先进性的奥秘》为中共中
央党校教授刘玉瑛的新作，全
书共分为六个章节：“以坚定
的理想信仰来固本铸魂”“坚
持人民至上，牢记初心和使
命”“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自
我革命”“夯实党的团结统一
的思想基础”“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重
视学习教育，提高全党的思想

水平”。
书中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党

史为基础，以故事讲思想，用史
实讲道理，既有对永葆先进性
奥秘总体概略的叙述，又有对
其采取的重要举措的分析，力
图立体式、全景式地展现中国
共产党永葆青春的奥秘。

本书精心选配40余幅珍
贵历史图片，图文并茂、案例
丰富、语言生动、条理清晰、说
理透彻，是一本生动活泼、可
读性强的“四史”读物。该书
为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提供了一次通俗易懂
的注解，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黄浦江畔
将上演《上海千古情》

4月7日，演绎上海“前世今生”的大
型歌舞《上海千古情》在上海“宋城演艺·
世博大舞台”举行彩排。

4月29日，《上海千古情》将在这个黄
浦江畔的文旅新地标首演。 新华社

4 月 6 日 ，在 西 班 牙 马 德 里 进 行 的
2020-2021 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四分之
一决赛首回合比赛中，西甲皇家马德里队
以3比1战胜英超利物浦队。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