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大卫·
爱登堡与伦敦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结伴而行，前往圭亚那、印度尼西
亚、巴拉圭等地寻找珍稀野生动
物，制作出里程碑式的自然纪录
片《动物园探奇》。 博物学从精英
走向大众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大卫·爱登堡自然行记》（第
一辑）含《丛林飞行》《寻龙之旅》
《蝴蝶风暴》三本图书。 在这三本
优雅而风趣的博物游记中，大卫·
爱登堡用他独有的睿智语言，引
领我们踏上当年那些曲折动人的
探险之旅。 他和同伴驻扎在荒野
和原始部落，一边追踪威严的科
莫多巨蜥、神秘的大犰狳，一边处
理复杂多变的地形、难以预测的
天气，记录尚未被工业文明侵蚀
的自然奇观和令人惊叹的生物
多样性。

这些经久不衰的作品，标志
着爱登堡七十年荒野生涯的起
点。 他以博物探索变革时期鲜为
人知的点点滴滴，唤起了我们对
自然及生命的深厚敬意。

作者： [英国] 大卫·爱登堡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新书推荐

于彧 整理

《第一人称单数》是村上春树
暌违6年的短篇小说集，也是继小
说《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时隔3年
有新作问世。

《第一人称单数》包含了8篇
短篇，其中7篇已在文学杂志上陆
续发表，同名短篇则为新作，有三
篇短篇也在第一时间翻译成英文
发表在去年的《纽约客》杂志上。
新作书名可以看到村上春树又恢
复了自己擅长的第一人称叙事，
他常常在小说中制造着让读者以
为是他真实经历的幻觉， 村上也
曾在访谈中承认这是自己刻意为
之的一种设定，文学评论家杰·鲁
宾曾分析认为，二十多年来，使用
“朋友般亲切的第一人称方式讲
述故事一直是村上春树叙事策略
的中心环节。 唯一存在的个性就
是‘我’本人，其他人只是他心灵
的映射”。 村上春树对此书也直
言：“再一次站在最初的位置上，
迎接全新挑战。 ”

《第一人称单数》

《大卫·爱登堡自然行记》

作者： [日] 村上春树
出版社： 文治图书·花城出版社

■北京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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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
中心开幕的 “莫瑞吉奥·卡特兰： 最后的审
判” 展览上， UCCA策展团队将作品 《喜剧
演员》 再次原貌呈现， 引发观展热潮。 据策
展团队负责人刘楷韵介绍， “作品里的香蕉
是由水果摊提供的普通香蕉， 为了保持作品
完整性， 一周换一次。 毫不夸张地讲， 这根
香蕉已经被艺术家卡特兰赋予了新的生命价
值。”

这件作品之所以引起瞩目， 源于2019年
12月， 卡特兰在全球三大展之一的巴塞尔艺
术展上首次展出 《喜剧演员》， 一根被胶带
贴在画廊展台墙上的香蕉， 激发了全球范围
内对艺术本质和价值的探讨。 有很多评论家
和策展人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解读， 其中褒贬
不一， 但的确轰动一时。 《喜剧演员》 也被
认作与20世纪初艺术家杜尚的小便池作品
《泉》 一样， 获得了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声
望。

《喜剧演员》 作品本身不是重点， 而重
要的是它激发大众关于艺术作品的讨论和解
读， 让21世纪的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究竟是什
么 ？ 艺术可以成为什么 ？ 艺术应该怎样发
展？ 从2019年到现在， 作品 《喜剧演员》 对
世界当代艺术带来的影响还未结束， 甚至还
有继续发酵的趋势， 由此也奠定了艺术家卡
特兰在世界当代艺术的重要地位。

此次展览是卡特兰在中国的首次个展，
展览集中呈现了艺术家三十多年职业生涯中
创作的代表作品， 富有戏谑、 挑战、 启发、

发人深省的特点。 卡特兰以往展览的最大特
点就是非比寻常的作品呈现方式 ， 在展览
中， 展厅以统揽全局的视野， 通过松散、 开
放的空间设计， 能够使观者放慢脚步与每件
作品进行对话， 深入体察卡特兰的创作理念
与艺术哲思。

本次展览涵盖装置、 雕塑和行为表演在
内的29件代表作品， 其中包括艺术家最早期
的重要创作 《家庭词典》 (1989)， 以及 《卡
特 特 兰 》 ( 1994) 、 《哔 嘀 哔 嘟 哔 嘀 咘 》
(1996)、 《二十世纪》 (1997)、 《喜剧演员》
(2019) 等著名作品。 展览还展出艺术家根据
不同场地凭空构建无家可归之人可能的生活
场景 《张三》 (2021)。

而展览标题 “最后的审判” 则源自展出
的 一 件 缩 小 复 制 版 梵 蒂 冈 西 斯 廷 壁 画 。
卡特兰再次以尺寸的放大缩小做文章， 如
同作品 《菲利克斯 》 和迷你的电 梯 一 样 ，
我们在这里可以 想像不是场景缩小， 而
是自己变大了 ， 就像 《格列佛历险记 》 或
《艾丽丝梦游仙境 》 这样的童话故事场景
一 样 ， 观 众 可 以 在此件作品中近距离观
察、 欣赏西斯廷教堂壁画， 以此达到沉浸式
观展体验。

卡特兰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他很
少亲手进行艺术创作， 很多时候都是从一个
创意开始， 然后交给他的团队来创作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创作风格和媒介非常不受
限制。 由于卡特兰出生在一个意大利贫穷的
家庭， 高中开始他就兼职赚钱养家， 做过很

多体力工作， 比如园丁、 厨师， 甚至在医院
的太平间搬运尸体， 长时间在太平间的工作
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在此次
展厅里， 很多作品的主题都与生死有着非常
直接的关系。 譬如 《否》 (2021) 以一个跪
在地上， 头套纸袋的人物宣告人类对命运的
一无所知； 《无题》 (1997) 则通过为卡特
兰量身定制的长方形土坑和一堆土展现了死
亡时刻等等。

纵观 “莫瑞吉奥·卡特兰： 最后的审判”
的展出作品， 能够显现艺术家卡特兰创作的
艺术观念根植于当代社会矛盾， 他不仅质疑
了故乡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刻板印象， 同时还
对当今全球化社会的道德观念， 以及相关观
点产生的语境进行了审视。 当代艺术家最重
要的特点就是其观点与理念的当代性与启发
性 ， 因此即便艺术家没有绘画的训练和功
底， 丝毫不影响卡特兰成为意大利国宝级艺
术家。

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流传久远甚至被奉为
经典， 一定是因为作品中某些鲜活生动、 意
味隽永的场面让人难以忘怀。

随着 《功勋》 《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
辈》 等影视剧的热映， 作品中的经典桥段引
发观众热议， 从而提高了作品关注度、 传播
力和影响力。

这些经典桥段也被称作 “名场面”， 是
指影视作品中有戏剧性 、 感染力 ， 辨识度
高 ， 能够广为流传的场面 。 在互联网语境
下， 这些经典桥段便于在短视频平台广为传
播。 电视剧 《功勋》 片头利用影视特效， 让
8位扮演 “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的演员从远
处走向镜头， 渐渐地以 “共和国勋章” 获得
者本人的形象走出画面。 这组镜头被观众称
为最不舍得跳过的片头。 电影 《长津湖》 里
的经典台词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 我们
的后辈就不用打了”， 也让无数观众热泪盈
眶。

影视作品的经典桥段往往集中体现作品
的 “戏核”， 是一部作品传达精神主旨、 价
值理念和审美特色的高光时刻。 《功勋》 片
头把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涵浓缩在短短数十秒
中 ， 功勋前辈们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
民， 看到他们逐渐老去， 观众不禁喟叹岁月
流转、 沧海桑田， 由此产生由衷的敬佩与感
动。 《我和我的父辈》 紧紧抓住赓续传承中
国精神这一主题， 四个篇章中的故事接力讲
述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代， 前辈们不忘初

心、 砥砺奋进的奋斗历程。
影视作品的经典桥段要塑造具有生命质

感的人物形象， 提炼出凸显人物性格特点的
肢体语言和具有力度美感的经典台词。 《长
津湖》 里 “雷公” 牺牲的一幕， 让无数观众
为之动容。 而这一 “名场面” 的产生， 有赖

于演员在影片前段塑造了一位诙谐幽默且沉
稳老练的老兵形象。 《功勋》 之 《能文能武
李延年》 单元中， 政工干部李延年在做战前
动员时， 以激昂的话语和豪迈的气魄生动诠
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也表达了老百姓
幸福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景， 令人看后心潮澎
湃； 《无名英雄于敏》 单元中， 于敏在得知
氢弹试验成功后舒展国旗 、 长久伫立的场
景， 以静水流深的戏剧张力， 诠释了科学家
们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的生命
誓言。

影视作品只有和观众产生共情， 才能够
真正让 “名场面” 长久流传。 《我和我的父
辈》 的第一幕 《乘风》 篇里， 冀中骑兵团的
将士们跨马提枪向侵略者发起冲锋的场面让
人肃然起敬。 第二幕 《诗》 篇里， 女主角在
得知身为火箭设计师的丈夫牺牲后， 用隐忍
又坚韧的语气读诗的场面 ， 让观众回味良
久。 她把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浩瀚星河的浪漫
向往和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 寓于对爱人的
深情和不舍之中， 以 “诗言志” 的方式， 表
达了对家的爱、 对国的忠。

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流传久远甚至被奉为
经典， 一定是因为作品中某些鲜活生动、 意
味隽永的场面让人难以忘怀。 主旋律影视作
品承担着弘扬主流价值观 、 引领社 会 风
尚的 作用 。 我们需要更多有机构成作品
整体的经典桥段， 让主旋律和正能量走进观
众心田。 (杨洪涛)

期待更多令人回味的经典桥段

那那根根引引发发全全球球瞩瞩目目的的
来来了了香香蕉蕉 □娄敏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