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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熠如

安娜琳娜·迈克菲推出新作｜《卫报》

3 月 19 日，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妻子安娜琳
娜·迈克菲推出新作《龙葵》（Nightshade）。这本有关女
艺术家的小说聚焦当代艺术， 探讨了艺术家是否应该放
弃普通人对爱情的需求、 创造力是否会毁灭创作者的问
题。作为《卫报评论》的发起人、知名童书作家，安娜琳娜·
迈克菲一直到近六十岁时才开始创作以成年人为读者的
小说。为了创作《龙葵》，迈克菲专门在牛津大学的拉斯金
学院上了一门植物学课程，并且读了“很多关于色彩理论
和颜料的书”。 她一直热爱鲜花和艺术，而这本书则是糅
合二者的方式，“艺术家约翰·拉斯金曾写过，每当他想了
解一样事物，他都会写一本书。我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深
入艺术和植物学，这些都是让我着迷的领域。 ”

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揭晓｜

《耶鲁大学新闻》

3 月 19 日，设立于耶鲁大学的温德姆·坎贝尔文学
奖揭晓。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每年会为八位英语作家分
别颁发 16.5 万美元奖金， 旨在唤起人们对文学成就的
关注， 并为英语作家提供机会， 使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工
作，不必担心财务问题。 今年，华裔作家李翊云和美籍赞
比亚裔作家纳姆瓦利·塞尔佩尔获得虚构类奖项，澳大利
亚作家玛丽亚·图马克汀和美国作家安妮·博耶获非虚构
奖项， 英籍印度裔诗人布哈努·卡皮尔和美国诗人约拿·
米克森-威布斯特获诗歌类奖项，美国剧作家茱莉亚·乔
和阿勒西娅·哈里斯获戏剧奖。 组委会特别提到，八位获
奖者中，七位是女性，这些获奖者来自不同的地域，他们
的作品跨越了身份和文化。

雷切尔·卡斯克谈女性写作｜《巴黎评论》

2001 年， 出生于 1967 年的小说家雷切尔·卡斯克
出版了有关孕育生命的回忆录《一生的工作》(A Life's

Work)，2015 年， 她的作品 Outline 又登上 《纽约时
报》年度书单。 在卡斯克看来，如果没有孩子，她将无法继
续写作，因为她必须被经历赋予身份。 另外，作家只有亲
自拥有作为女性的经验，才能写出真正的女性作品。 生育
孩子后，她开始以散文的形式讲述自己的生活，但很快她
就发现自己对孕育过程的记忆迅速流失。 因此卡斯克也
认为，这是回忆录的局限之一，女作家需要另一种写作形
式。 此外，她认为女性写作意味着真正的女性句子、女性
段落，而非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回应。

大卫·哈森特推出诗集｜Newsbreak 网站
出生于 1942 年的英国诗人大卫·哈森特于近日推

出诗集《失去》（Loss）。2014 年，大卫·哈森特获 T.S.艾
略特奖，评委认为：“他用精湛的技巧和先知一般的力量，

探索了语言和情感的诗意。 ”以《白夜》（White Nights）

为副标题的 《失去》 延续了哈森特的语言风格和末日主
题，描绘了心烦意乱的白天和无法安眠的夜晚。 诗集中的
斜体字象征着望向窗外、在起雾的窗上写字的“等待中的
人”，十四行诗和扬抑格在诗集中交替出现，全球性的灾
难和暴力事件也渗透在他的诗歌之中。 评论认为，阅读这
本诗集的读者“会像《哈姆雷特》里的守卫一样，站在黑暗
中大声疾呼”。

圣·埃克苏佩里 120 年诞辰｜《联合文学》

在法国文学中，“憎恨”是传
统之一。然而对《小王子》的作者
圣·埃克苏佩里来说， 文学应该
是一种礼赞，而不是憎恨。在圣·
埃克苏佩里 120 年诞辰之际 ，

《联合文学》邀请法国文学专家、

社会学家 、艺术创作者 、蛇类教
授 、天文人 、花艺师 、塔罗师等 ，

逐一讲解书中的故事和意象，并
邀请小王子家族继承人及圣·埃
克苏佩里基金会主席奥利维耶·
达加叶谈谈 《小王子 》在 21 世
纪的传播。 虽然《小王子》中也出现了负面的形象，但这
几位人物以寓言的方式呈现了人性的盲点 。 所有路途
中遇到的人都培养了小王子的判断力， 帮助他找到真
正的价值，而不同星球的人，都提供给他认识他人与自
己的契机。

《人生第一次》：
致敬每个坚韧又乐观的中国人

本报记者 袁欢

由央视网出品， 上海广播电视

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的纪录片

《人生第一次》 近日在央视网、 东

方卫视、 腾讯视频、 bilibili、 优酷

视频等平台同步开播。 目前播出进

程过半， 在全网获得极大关注。 无

数观众因片中一个个触及现实的真

实故事而感动， 更为其中传递出的

世间美好与善意而动容。

目前， 《人生第一次》 在豆瓣

华语口碑剧集榜连续 4 周位列第

一， 话题阅读量超 7.3 亿， 第 1 到

7 集全网播放量达 2.05 亿。 这部温

情而又充满力量的作品， 让观众在

当下这个特殊的时刻， 体会每一个

平凡中国人是如何过完一生的。 它

记录下人生中那些闪光的第一次：

出生 、 长大 、 上班 、 结婚 、 相守

……对于个人， 对于家庭而言， 每

一个第一次都是一个人生剪影， 看

似平淡， 却意蕴隽永， 从而唤起了

观看者们强大的情感共鸣。 “人生

初见， 春和景明”， 我们的生活也

如这句话， 在磨难之后， 将重新迎

来充满烟火气的日常。

“关于万物之始 ，我们总是心

存浪漫，然而，对于其中的艰难，有

时候我们却无法预料。”一位 27 岁

名叫向爽的妈妈，因先天性心脏主

动脉瓣二叶畸形，需要接受心脏外

科手术。而向爽已经怀孕 27 周，肚

中的一对双胞胎由此面临高达

30%的死亡风险。 丈夫忍住眼泪签

署了手术风险告知书。他回到病房

里 ，跟向爽念叨 ：明天你肯定没事

的。

一度经历心脏停止跳动的生死

时刻， 这次手术后的一个多月， 向

爽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 这次她要

和一对双胞胎见面了， 她曾在梦中

呼唤出孩子的名字： 春和、 景明，

语出 《岳阳楼记 》。 “人生初见 ，

春和景明”， 经历了生命阵痛， 伴

随第一声啼哭， 婴儿们推开世界的

门， 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而这

才是人生开始。

“记录每个平凡中国人的高光

时刻。” 纪录片总导演秦博这样介

绍 《人生第一次》 的主题。

从萌生想法开始策划到拍摄完

成至播出， 一共用了三年多时间，

央视网视频中心内容总监、 《人生

第一次》 总制片人张昊告诉记者，

主创人员希望人们在这部纪录片中

汲取前行的力量， 感受人生的善意

与美好， “致敬每一个骨子里坚韧

又乐观的中国人”。

张昊表示， 制作这部纪录片是

基于对这一行业的深刻观察， 2017

年前后， 短视频的兴起到爆炸式发

展， 引发了纪录片形式的改变， 但

从另一方面来说， 迫于制作成本、

更新频率等的要求， 短视频制作形

成了一种可复制的生产模式， 流水

线生产出来的片子， 影像风格和叙

事结构千篇一律 ， 拍摄对象扁平

化、 片面化， 这些都是与纪录片的

本质相悖离的。 “我们团队当时也

在做短视频， 时常有一个困惑： 明

明是一个好故事， 故事讲述方式和

画面都很精细， 但是最后的呈现为

什么无法表达最初的感动？ 琢磨后

发现， 模式化生产的精致视频造成

了一定的审美疲劳。”

那就寻找突破， 张昊表示， 央

视有长记录和社会观察的基因， 发

展中的中国给予了他们一个无限的

选题库， 真实记录是初心、 同时也

能触动人心。 “现在人们更关心的

是当下的中国， 个体的命运， 以及

和自己有共情的真实故事。” 他和

团队成员搜寻了大量资料， 并拍摄

好了几集样片 ， 找到了秦博工作

室 ， 共同开始了以 “人生第一次”

为主题的合作。

2019 年年中， 12 位导演几乎

同时出发， 进行 12 个主题的蹲守

拍摄 ， 短至一个月 ， 长达半年 。

“蹲守拍摄” 是纪录片常用的拍摄

方式， 以观察者的角度长时间记录

镜头里的人物 ， 拍 《当兵 》 这一

集， 团队蹲守了小半年， 因为伞兵

必须经历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完

成第一跳。 在士兵纵身一跃之际，

虽然是旁观者 ， 也会跟着热血沸

腾。 对此秦博说： “我除了这个笨

办法， 没有其他本事。 这是我的团

队常年养成的习惯 。” 毫无疑问 ，

蹲守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 因为时

间的长度与人的变化密切相关， 无

数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时刻就这样被

记录下来。 蹲守拍摄时要求保持冷

静与克制， 以此得到大量素材， 消

化素材和剪辑时则不再需要彻底旁

观， 当你第二次还能被感动， 这就

是好素材了。

弹幕爱好者在观看 《人生第一

次》 时， 会时不时看到 “金句” 刷

屏———“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 不是

核武器 ， 而是豁出一切的勇气 ”，

“生命就像一条溪流， 身在其中时，

你总是很难察觉其中变化的力量”

…… “金句” 以及影片细节背后藏

着点滴诗意， 也包含着中国人最真

实的情感表达和对待世界的方式。

生于 1996 年的孙功旭是 《人

生第一次 》 第三集 《长大 》 的导

演， 他要拍摄的是云南乡村漭水中

学的留守儿童。 他说和别组导演不

太一样， 他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来和

孩子们混熟， 让他们不要在面对镜

头时连平时怎么吃饭都忘了。

《长大》 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

度去呈现孩子们内心的呐喊———诗

歌 。 高考作文要求里有这样八个

字：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对于升

学毫无帮助的诗歌， 在这群孤独的

孩子心中留下了什么？ 他们中只有

一半人有机会参加高考 ， 走出大

山， 另一半人的命运是留下来， 成

为大山新的守护者， 对他们而言，

诗歌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用。 而事

实却如 《长大》 中的讲述人王耀庆

说的那般： “诗歌很难改变一个人

的命运 ， 但它确实可以改变一个

人 。” 原来孩子是天生的诗人， 诗

歌在现实断裂的地方， 成为了他们

描绘内心声音的方式， 让他们望向

更远的地方。 秦博告诉记者， 在提

报选题时， 张昊问他有哪些一定不

能删 ， 他明确表示诗歌一定不能

删， “乡村教师梁俊和山里的小女

孩小梁在 《经典咏流传 》 曾唱过

《苔》 这首诗， 我一直放在收藏夹

里， 老想着一定要拍， 这次终于如

愿了。”

《长大》 里的两位主人公， 施

应锁和穆庆云， 刚升入初中， 他们

写出了人生中第一首诗歌 。 “种

子， 被埋在大雪下， 安静发芽。 老

枯树， 在夜里， 长出一根新枝丫。

而我， 在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

偷偷长大。” 这些拙朴的句子里有

孩子的忧愁、 快乐与愿望。

“我想要的是真正表达了他们

内心呐喊的诗歌， 小锁没写出诗歌

的时候， 我在片场急得出汗， 甚至

已经做好写不出来或者写不出理想

的诗歌的准备。” 孙功旭的导演手

记里写着：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就

像一条长长的河流， 而每一个第一

次就是露出河面的石头。 我们踮着

脚尖， 摸一块石头挪一个地方。 这

条河或平静或汹涌， 回首看， 皆是

我们成长的印记。 在这条河流里，

我们一起长大。” 他还讲述了一个

小插曲， 后期配音时他原本找了其

他地方的儿童配音， 却总觉得味不

对， 只能再去漭水， 找当事人和当

地的孩子读诗， 这才觉得对味。

他所说的对味跟纪录片最本质

的特性 “真实 ” 有关 ， 在张昊看

来 ， 真实是永恒的话题 。 “1895

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 《火车进

站》 被认为是电影的缘起， 所以影

像的缘起就是真实。 既然如实记录

下来的画面就是真实， 那么创作者

的意义， 哲学思考和艺术表达又在

哪里？” 他认为， 纪录片工作者要

带着 “记录真实” 的态度去拍摄，

接受真实发生的一切， 还要探究事

件和人物背后的个人动因、 社会因

素和时代背景。

《人生第一次》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