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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据新华社武汉1月2日电（记
者喻珮） 因“国家宝藏”曾侯乙编
钟而惊艳全国的湖北省博物馆，在
2018 年 元 旦 假 期 迎 来 “ 万 里 茶
道”首展，3 天之内再度吸引 3 万
名海内外观众到馆参观。

来自福建、湖南、山西、内蒙
古等八省 （自治区） 的 600余件文
物，与茶文化相关的码头文化、草
原文化、欧洲风情等不同世界元素
交融，还原昔日“万里茶道”繁荣
风貌。

中 国 是 茶 叶 原 产 国 。 17 世
纪，茶叶已跃居清代最大宗出口商
品。“万里茶道”兴盛于 17世纪至

20世纪初，是继丝绸之路之后沟通
欧亚大陆的又一条国际商路。它起
于福建武夷山，终点是昔日俄罗斯
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途经今天的
中、蒙、俄三国，总长1.4万公里。

记者在湖北省博物馆“万里茶
道”特展展厅看到，我国最早的茶
叶著作 《茶经》，与福建博物馆藏

《茶录》 并排展示，追根溯源；图
文并茂的“英国刊物中的中国茶贸
易”，和 1893年的“英国茶店广告
日历”相邻摆放，体现欧洲人对中
国茶的珍视；昔日世界排名第一的
茶品牌——“汉口茶”茶罐，与如
今换了包装、仍然深受欧洲人喜爱

的“汉口茶”错落放置，传递“东
方茶港”的魅力……此次“万里茶
道”特展，展陈构思精巧，产品极
其丰富。

湖北省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黄
建介绍称，此次展览分为“茶的故
乡”“香播万里”“文化之路”三个
部分，展品包括茶具、茶炊等生活
用品，以及茶厂广告、茶叶邮票、
明信片等，联合了万里茶道沿线 8
个省份 （自治区） 20 余家文博机
构和茶叶企业，共展出 600 余件

（套） 珍贵文物。
据悉，未来这一展览还将在湖

南、福建、河南、山西、江西、河

北、内蒙古七地展出，并赴蒙古国
和俄罗斯与当地观众见面。

3万名观众探寻“万里茶道”

据新华社维也纳 1 月 1 日电
（记者王腾飞） 随着1月1日维也纳
新年音乐会奏响华尔兹乐章，世界

“音乐之都”维也纳沉浸在新年欢
乐的气氛中。

按照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
统，奥地利人引以为傲的施特劳斯
家族音乐作品始终占据不可撼动的
核心地位。相较于去年音乐会引进
了一些新元素，2018 年维也纳新
年音乐会可谓是回归传统，整场演
出的19首乐曲中，仅有2首来自其
他作曲家。在最后的返场曲目中，
除了“当仁不让”的 《蓝色多瑙
河》与《拉德斯基进行曲》外，还
加演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电闪
雷鸣快速波尔卡》。

意大利指挥家穆蒂时隔 14 年
再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无疑是
今年的亮点，这位来自亚平宁半岛
的指挥家给乐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穆蒂此次完美诠释了经典，被认为
是近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十分精
准的一次高水平指挥，但也有不同
声音认为他缺少了一点点激情。

截至目前，穆蒂共 5次指挥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近 30年来的
常客。他最早于 1993 年执棒，之后
分别于 1997 年、2000 年、2004 年三
次成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

今年，穆蒂再度执棒，充分体现了乐
坛对他艺术水准的认可。

1939 年 12 月 31 日，维也纳金

色大厅举办了首届新年音乐会，从
1941 年起改在每年元旦上午举行。
奥地利广播公司从 1959 年开始进

行电视实况转播。如今维也纳新年
音乐会已成为奥地利音乐文化的

“名片”，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盛事。

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诠释经典

图为1月1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举行。 （新华社发）

刘小波

之前曾有两三个人向我推荐过
东野圭吾的小说，最为推崇的就是
这 次 被 拿 来 改 编 的 《解 忧 杂 货
店》，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
看过一本他的书。这次能够花两个
小时去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自然
是有所期待的。当看到演员表中有
董子健时，这种期待就更多了一
分，挺希望可以看到一场不错的电
影。不过等看到制片人之一是韩寒
后，这种期待就变成了怀疑。等看
完全片，这种怀疑最终被坐实。就
像东野圭吾是推理名家一样，这样
的观影体验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了。
所谓的解忧杂货店，是一个可

以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杂货店，成龙
饰演的无名店老板解答着各种人的
各种困惑来信，言辞当然是鼓励
的，是心灵鸡汤式的，是宣传语中

“暖暖”的正能量。影片主要展现
了几个收到这种信的人的人生经
历，有北漂的音乐人，再一次到彩
虹之家孤儿院慰问演出时因救后来
的著名歌手而丧身火海；有当舞
女来补助彩虹之家孤儿院，后来
在未来解答信鼓励下走向商业成
功的张晴美；有因为没有听从解
答信而躲过一劫的小小迈克尔·
杰克逊，后来在彩虹之家孤儿院
成长为一名画家；最后是误闯入
杂货店的三个彩虹之家的孤儿给
过去的杂货店老板寄了一封空白
信，从而知道了真相，获得了继续
前行的动力……真是满满的鸡汤味
道，其中一定是放了超大块的浓缩
鸡精。几个故事拼在一起，凑足了

影片的两小时，每个故事中的人物
如同浮光掠影。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和彩虹之
家扯上关系，最后观众才发现，这
个解忧杂货店的无名老掌柜和彩虹
之家的创办人曾经是一对不能在一
起的恋人。于是，似乎所有的故事
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在感叹作者思
维缜密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这鸡
精提炼的纯度，因为影片中看不到
真实的生活，人物的表演除了董子
健属于正常范围之外，所有人给人
以演着演着就会笑出来的感觉。人
物设定的扁平化和肤浅化让演员找
不到着力点，王俊凯这个主要演员
的极致面瘫相呼应着影片主题：这
是一部晚会电影，传达的精神务必
要暖心暖胃。于是每个故事到处可
见各种拼凑的痕迹，用毫无深度和
人性光辉的励志故事一再加强心灵
鸡汤的意味。这些，都该归功于能
够调一调就能满足口味的浓缩鸡
精。

成龙饰演的无名老板的一句话
道出了整个影片的初衷：每个来寻
求答案的人其实在心里都有自己的
答案。换成电影的概括就是：其实
你们看不看都会过得好好的。这也
是心灵鸡汤书籍和电影共同的宣
言，喝与不喝都一样，只是你喝了
会比较有谈资。

最近几年中国商业大佬纷纷进
军电影界，他们拿出手的也往往是
各种“大电影”、大 IP、大明星、
大制作，不一而足，然而票房都不
是太理想。理由可能就在于他们太
将电影当做商业来操作了，没有顾
及电影的艺术属性和人文属性，于
是就陷入了越是想赚钱就越是难赚
到钱的怪圈之中。当然，码这些文
字的时候，说不定人家正在忙着赚
一亿元呢！

总之一句话，庆幸之前没有看
东野圭吾的作品！

（本栏目欢迎赐稿。投稿邮
箱：yxq@cnnb.com.cn）

鸡精做成的鸡汤有多少营养？
——评电影《解忧杂货店》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 日
电 美职篮 （NBA） 常规赛 1 日
进行了 4 场比赛，德罗赞轰下 52
分，带领多伦多猛龙队通过加时
以 131 127 战胜密尔沃基雄鹿
队，迎来主场 12连胜；同样通过
加时赛，波特兰开拓者以 124
120击败芝加哥公牛队。

猛龙坐镇主场迎战雄鹿，德罗
赞全场 29 投 17 中，13 次罚球全部
命中，52 分也刷新了猛龙队史得
分纪录，成为球队历史上第三个得
分超过 50的球员。在他之前，卡特
和罗斯曾分别拿到过51分。

猛龙主帅凯西赛后说：“你可
以看到他活力十足的脚步，今晚
德罗赞就像一个超级明星。”

雄鹿队主教练基德也为德罗
赞送上赞誉：“每当他出场就十分
危险，如今他的得分范围扩展到
三分线外，对他而言比赛就更容

易了。”
雄鹿方面，布莱德索拿下 29

分，安特托昆博得到26分。
在开拓者队挑战公牛队的比

赛中，开拓者队中头号投手利拉
德连续 5 场比赛缺阵。好在此役
迈克勒姆表现神勇，拿下 32 分，
其中 25分来自下半场。第四节还
剩 2 分半钟结束时，开拓者队还
以 102108落后 6分，迈克勒姆两
罚一投，带领球队把比分追至 112
平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中，他又在终
场前56秒投中一记关键球，使开拓
者取得领先，并最终赢得比赛。

除迈克勒姆外，阿米奴得到
24分，特纳收获22分。公牛队方
面，邓恩拿到全队最高的22分。

同日，洛杉矶湖人队以 96
114 不敌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布
鲁克林篮网队以 9895击败奥兰
多魔术队。

NBA：德罗赞52分猛龙胜雄鹿
战加时开拓者赢公牛

据新华社长春1月2日电（记
者周长庆 刘硕） 吉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考古人员在 2017 年对吉林
延边磨盘村山城遗址进行的发掘
中，发现了一座古代东夏国的大型
官仓遗址，并出土了粟、红小豆、
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专家认为，
这是长白山地区金代农业考古的又
一重大发现，有助于进一步揭开
800多年前东夏国的神秘面纱。

专家介绍，东夏国是金朝女真
人蒲鲜万奴在东北东部创建的地方
割据政权，建于公元 1215 年，灭
于公元 1233 年。经过近几年的考
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建筑址
等遗迹证明，位于吉林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的磨盘
村山城是东夏国的南京城所在地。

磨盘村山城考古队执行领队、
延边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强告诉
记者，2017 年发现的官仓遗址磨
盘村山城中部东夏国建筑群北侧，
由 五 排 础 石 构 成 ， 东 西 长 21.25
米，南北宽 7.5 米，四周环绕排水
沟，遗址上散落大量陶质建筑瓦
件。这种特殊的建筑格局，鲜见于
以往我国已发掘的金代遗存中，是
东夏国独有建筑形式。

考古人员在建筑遗址中发现了
大量已经炭化的粮食作物，遍布建
筑基址，厚度在 20 厘米左右，中
部尤为集中，厚 35 厘米。炭化粮

食作物数量大，纯净度高，肉眼即
可清晰辨识种子颗粒。在该建筑址
外侧西北角尚有一处圆形炭化粮食
堆积，直径 4 米，现存厚达 40 厘
米，此处作物颗粒较大，与建筑基
址内粮食种属有别。

考古人员对遗址内外出土的炭
化粮食进行了浮选、鉴定，确认建
筑址内出土的粮食以粟为主而且较
纯净，建筑基址外侧西北角出土的
粮食以红小豆为主，另有少量的黍、
小麦、荞麦。考古人员推定，当年蒙
古族军队攻破东夏国南京城将粮仓
付之一炬，房屋倒塌掩埋了未燃尽
的粮食并炭化，才使得如此大量粮
食得以留存地下8个多世纪。

李强介绍，考古队近年来在磨
盘村山城遗址内还发现了各种与农
业生产有关的生产工具，如铁斧、
铁镐、铁镰、石磨盘等，连同此次
发现的“皇家粮仓”，可以充分说
明东夏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相当成
熟，同时也证明遗址周边的布尔哈
通河谷、海兰江畔早已成为人类赖
以生存的农耕之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
授冯恩学认为，磨盘村山城大型官
仓遗址，是我国东部边疆近年来发
掘的保存状况完整、建筑结构明
晰、同一地点出土粮食数量最大、
种属最多的一处重要遗存。出土的
多个粮食属种对了解当地居民的膳
食结构、农业发展、经济形态的变
化，深入研究金代东北图们江流域
的气候状况、生态环境、人类对自
然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提供了难得
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
实意义。

吉林发现古东夏国“皇家粮仓”

本报讯 （记者王岚） 著名的
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先
生作品展日前在鄞州区明州里购
物中心启幕。

萨尔瓦多·达利以超现实主义
风格闻名，从 2014 年开始 ， 他
的 作 品 在 国 内 多 个 城 市 亮 相 。
此次，借着鄞州区明州里购物

中心开业，宁波市民也有机会
现场感受达利作品将怪异梦境
般的形象与卓越的绘图技术奇
妙混合的画风了。展览将持续
至 3 月 25 日。整个展区除了达
利的作品外，还开设了亲子手
绘区、甜品休憩区和观影体验
区等。

西班牙艺术家画作亮相甬城

图为观众观看达利作品。 （王岚 摄）

前天，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举办快乐跑活动。活动路线贯穿
保国寺各景点，并设置“障碍
点”，选手们边欣赏冬日美景，
边饶有兴致地参加比赛。图为活
动现场。

（乐挺 摄）

据新华社英国斯托克 1月 1
日电（记者王子江） 来自中国的
20多名球迷在 2018年的第一天来
到英超斯托克城俱乐部的主场，
在当天斯托克城与纽卡斯尔联队
的比赛之前，他们在球场上，与
现场3万多球迷一起庆祝新年。

这些球迷是来自甘肃兰州华
侨实验学校的 17名小学生和几名
老师，他们身穿带有中国国旗的
红色外衣，站在底线挥舞着俱乐
部的旗帜，欢迎两队的球员入
场。

斯托克城俱乐部运营总监安
吉拉告诉记者，中国球迷过去几
年多次来到斯托克城，参加英超
比赛前的球员入场仪式，但来这
里庆祝新年，对于中国球迷来说

还是第一次。
过去几年曾去过中国 30多次

的安吉拉说：“我们非常欢迎中国
球迷的到来，斯托克城俱乐部在
上海早就开办了足球学校，与中
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带队前来的兰州华侨实验学
校的王向晖说，华侨实验学校曾
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学校
有自己的足球俱乐部，这次学生
们在新年这一天来到斯托克城俱
乐部，充分体会到了英国传统足
球文化的魅力，现场热烈的气
氛、场上激烈的对抗，让小球迷
们大开眼界。

这场比赛在大雨中举行，最
后斯托克城以 01不敌纽卡斯尔
联队。

中国小球迷英超赛场庆新年

图为 1 月 1 日，公牛队球员格兰特 （左） 与开拓者队球员戴维斯
（中） 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