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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珏

【关键词】12月6日内地上映 布拉德·皮
特主演 漫长的太空寻父之旅

年年都有科幻片。追求出新，是科幻的魔
力与梦魇。作为非常成熟的类型片，它集合着
知识、想象、情感与逻辑，始终占据电影盛宴

的上席。但过于熟稔的套路感，也使观众对科
幻片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以满足。刚刚上映
的《星际探索》，作出了某种新鲜的探索———
故事很科幻，但最终从浩瀚宇宙，缩入平凡世
俗的人类内心。这种情感和思考，在科幻的过
程中加温，又在科幻的末尾散去高温，散发宁
静。

这是人类已开发月球和火星的未来，到处
都有资源基地。老帅哥布拉德·皮特饰演一位
孤独的宇航员，上一代英雄宇航员之子。人人
称颂父亲，那位率飞船赴海王星，为人类寻找
银河系外生命的“船长”，在20多年前的太空
事故中永远消逝。皮特子承父业，沉默寡言，
执行任务从不失手，似乎一直在证明给谁看。

地球遭遇凶猛电涌，源头竟是父亲消失的
海王星。他是否还活着？电涌是误会还是阴
谋？寻父这个任务，忽然让皮特发现，父亲是
自己与这个世界真正的连结——— 好像一根脐带
系在那里。仅是父亲可能活着、漂在44亿公里
外海王星这个念头，就让他无法割舍。

星如海沫，漂流大野。导演詹姆斯·格雷
对太空之旅的描绘非常静美。没什么地方比浩
瀚宇宙更孤绝，人类在最大维度的空间中如漂

如浮，真空无垠无声，太空的黑暗同时用温柔
和冷漠将意识淹没。即使是遭遇惊险，导演也
把氛围控制在迷离舒缓中。在失重月球遭遇
“资源海盗”、飙车，都是轻虚虚的慢，灰沙
沙的冷色调里，生死一瞬却好似浮生一梦。火
星上的锗红郁郁沉沉，基地人已是“火二
代”，在火星上出生并长大，地球只是父辈的
蓝色故乡。有种始终错位的恍惚轻轻飘动，太
空游历的一切仿佛是再真实不过的幻觉。

在这样的绝对孤独中，人怎么面对自己，
人类又是否能承受永远的孤独？漫长太空之
旅，皮特展现了一个高度自控的“成熟”个
体。分秒不差的脉搏，镇定无波的情绪管理，
对抗孤独的方式，即成为孤独本身——— 这仿佛
预言了某种未来人格。导演描绘了一种情感非
常稀薄的未来社会，人类向太空开疆拓土，而
人情交集仅限于职业和任务。当人们不再彼此
深深连接，也就不再需要深深相爱。对皮特来
说，直到消失的亲情出现，他才察觉自己能够
恪守孤独，竟然是因为拥有最隐秘的希望寄
托，有个曾经温暖的来处。

按一般科幻的套路，在旅途最终，一切悬
疑、矛盾将在碰撞中大爆发。父亲、地球的阴

谋、外太空的生命、儿子的心魔……人们会期
待这几样。导演却没那么设计。他像是缓缓下
了一局历劫无数的棋，最后却轻轻拂子而去。
在银河系的尽头，父亲的确活着，却没发生多
么科幻、激烈的事。有的只是一个从小渴盼父
爱的儿子，与醉心太空永远向外寻觅的狂人，
静静地对话。人类最本能的情感与最疯狂的梦
想，在衰老的太空舱里各自坚持，各自独白。

谁将生别，谁将一去不复还？导演在茫茫
太空，画下一条无穷长线。当人类拥有越多宇
宙空间、未来科技、狂热梦想，浓烈的失去感
却越来越重。不露声色的叙述中，穹顶苍苍，
暗黑深邃，面对未知的拥有感与失去感同步消
长，有如魔咒，而人类智识与情感的纠缠、剥
离，始终是巨大的矛盾体。

影片的观感，很可能取决于对科幻片的期
待。如果喜欢惊险刺激，会觉得它虎头蛇尾。
但实际上，这部影片走出套路，把科幻与人心
结合得非常好。真相浮出之前，一路深空大谷
里的黑暗与流光，正是一路对心理和情感的缓
慢释放。而在未来无限探索中，如何面对人心
的执迷、空洞，甚至谵妄，成为导演在迷梦般
的困惑中，传递来忧伤的提醒。

《星际探索》：忧伤的提醒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报道

12月8日，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暨“经典阐释与莫言研究”学术
论坛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举行。莫言题字的“红
高粱读书会”同时揭牌。

搭建新的学术研究平台

成立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是山
东大学实现“大中文”学科建设规划的重要举措
之一。

山东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张帅表示，莫言
是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中国现当
代文学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山东大学悠久的文
史研究传统与文学院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相关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张帅介绍，莫言与山东大学缘分可谓源远
流长，双方感情深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
东大学就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莫言研究的重
镇。莫言青年时期的一大批写故乡的作品，就发

表在当时山东大学主办、贺立华教授任主编的
《青年思想家》上。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牵
头，在莫言故乡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莫
言作品研讨会，影响巨大，当时青年莫言十分高
兴地赴会。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几乎每年都
有研究生在作莫言研究的论文，研究水平不断
提高，研究领域不断扩大。2013年以后，又出版
了《莫言研究书系》，并荣获了“国家图书奖”。这
个书系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研究莫言的重要学
者，而且这项工程正在进行。山大同时又是国内
最早聘请莫言为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的大
学，莫言与山大多名教授联合指导多届研究生。

“几十年来，莫言与山大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友
好的交往。”

张帅介绍，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
研究中心主任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丛新强担
任，“他也是我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骨
干，多年来专注于莫言作品研究，成果丰硕。我
们希望中心建设成山大中文学科新的学科增长
点，成为具有鲜明国际性特色的高端学术创新

平台。”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

示，山东大学成立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
心，有助于提升莫言研究水平，加快中国当代文
学经典化发展历程，有助于山东大学现当代文
学学科建设，传统优势将得到进一步支持，也将
有助于山东大学人文气质、学生人文素质的提
升。

不断带来惊喜的“领跑者”

开展莫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

书文表示，对莫言的研究和学术批评，要用心，
真分析，“这个研究中心，显然不是莫言的粉丝
团。”

孙书文认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国
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独特景观，提供了独特
性、典范性的文化思考文本。莫言的创作，引发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诸多话题，这是他对中国
当代文学创作的贡献。莫言创作还为当代文学

创作、文学批评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对
莫言的研究，应该以丰富的阐释为基础，以当代
的、社会的宏阔视野为背景，以学理的学术批判
为期待。”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说，莫言的创作受到
广泛关注，有的作品引发很多争议，但不可否
认，莫言的创作是一个“高峰”，一个“巨大的存
在”。王干认为，莫言新近发表的诗体小说《饺子
歌》，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的莫言，一个彻底放松
的莫言，一个回到20世纪80年代、写作《红高粱》
时的莫言。”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把这些年来文
本创新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同时又有创新之
处。《饺子歌》里的民间叙事尤其值得关注，在这
个作品里，他的民间叙事非常地道，彻底回到民
间，而其民间叙事又与知识分子叙事等结合，形
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作品是不是经典
尚属未知，但对莫言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王干说，“莫言放开写，如同一个领跑者，研
究者虽然很累，但莫言会不断带来惊喜。”

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揭牌

莫言研究，不是莫言的“粉丝团”

据新华社南昌12月8日电 记者近日从江
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队员经过475
天的田野发掘，在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
群已清理出73座古墓葬，其中六朝墓葬数量最
多、形制最丰富、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专家
认为，这一墓群是目前国内罕见的保存较好的
大型六朝墓群，是我国六朝考古的重大发现，
700余件出土遗物展示了孙吴时期海上丝绸之
路的繁荣，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材料。

2013年6月，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滨
南路土方施工中挖掘出六朝时期网钱纹墓砖，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为江西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与南昌市博物馆在周边迅速展开考
古调查与勘探，发现墓葬密集分布区约5000平
方米，其中形制较为清楚的古墓26座，初步判
断该墓群是南昌近年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六朝
古墓群。2018年7月12日，为支持赣江新区儒
乐湖新城建设，南昌儒乐湖新城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委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墓群进行
抢救性考古发掘；同年8月，抢救性考古发掘
工作正式展开。

江西省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位于赣江
新区儒乐湖以南、赣江以西，分为A、B、C三
个发掘区，总布方面积为8000平方米，目前A
区和C区发掘已基本完成，正全面勘探B区。
据该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副院长赖祖龙介绍，A发掘区16座六朝墓
分布规则，墓与墓之间未见打破迹象；墓群呈
东西向一字排开，墓道朝向一致；排水沟规划
有序，与墓葬相互衔接，沟与沟间有明显的打
破连接迹象，构成复杂的地下排水系统；推测
该区应是一处家族墓地。结合该区发现的“周
侯”铭文和“豫章海昏中郎周遵字公先”铭
文，参考该墓地的墓葬形制，该墓地应是六朝
时期周氏家族墓地；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及在
墓地中的排列分析，推测第一代墓主应是五号
墓，二号墓墓主的官职为“中郎”。因年代久远、
红土壤、墓葬保存条件较差及盗墓等原因，墓内
棺椁和人骨均已腐朽，无法提取标本。

专家介绍说，此前，南京、杭州、马鞍
山、南昌、九江等地多次发现六朝时期的墓
群，但目前保存下来的大型六朝墓群并不多，
主要以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家族墓地为代表。
赖祖龙说，第一代墓主五号墓墓室主体长13 . 8
米、宽5 . 25米到8 . 7米，墓道和排水沟残长24
米，墓葬规制很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韦正认为，七星堆六朝墓群规模庞大、数量
众多、形制多样、排列有序，在全国同时期的
墓群中极为罕见。从墓葬形制上看，既有东汉
时期中原地区墓葬的特点，也存在地方特色。
该墓群的发掘对于研究南昌地方史、城市变迁
等，具有重要意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了
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罕见！

南昌发现大型六朝墓群

□ 郑昕 袁梦晨

正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上，男足
项目在全部56项比赛中并不是最受关注的一
个，但却改写了尘封近50年的历史。自1975年起
瓜分该赛事冠军的两支球队先后止步小组赛，
反观“十年磨一剑”打造青训的越南U22男足，
则以不败战绩闯入决赛。

越南足球崛起的速度不可谓不快，但背后
却是10多年来在青训上的巨大付出，如今反哺
国字号球队与国内联赛水平的上升。越南在青
训上的执着与努力，也许能给如今正处于幽暗
彷徨之际的中国足球一些启示。

东南亚足球格局的颠覆，在小组赛阶段就
开始显现。上届冠、亚军泰国和马来西亚双双被

“闷死”在小组赛中，这两支球队分享了自1975
年以来东南亚运动会男足比赛的所有金牌。志
在家门口夺冠的菲律宾队召入了国家队队长
斯·施罗克和箭头人物阿·阿奎纳尔多两名超龄
球员，但同样无缘出线。

赛前三个最大的夺冠热门折戟，偶然背后
都有必然因素。东道主实力在区域内就非顶级，
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两队的沉沦则是“传统文化”
败给“科学技术”。作为东南亚传统上足球氛围
最好的国家，泰国队小灵快的打法可谓东南亚
足球风格的最佳代表，马来西亚则受英国的影
响，足球根底深厚。但是在足球发展愈发现代化
与科学化、青训的作用日益重要的今天，两支球
队却没有跟上步伐，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缺陷已

经从青年队蔓延到成年队。
为何这么说？正在进行的世预赛亚洲区四

十强赛可以给出答案。
四十强赛G组中会聚了泰国、马来西亚和

越南3支队伍，目前越南以不败战绩位居榜首，
对阵泰、马不落下风，同时还力压阿联酋队，极
有可能历史上首次冲入十二强赛。

在国际足联最新公布的男足世界排名中，
越南队的第94位也许并不显眼，但这不仅是该
国历史上最高排名，还把东南亚邻居们远远甩
在身后。

世界排名的上升来自实打实的大赛成绩。
2018年，越南队在2018年U23亚洲杯上获得亚
军，跻身亚运会四强，又夺回了暌违10年的东南
亚足球锦标赛冠军。今年初的亚洲杯上，平均年
龄仅23岁的越南队又一举打入八强。

当何德征、阮进灵这些经受了大赛历练的
球员来到东南亚运动会时，怎能不掀起风浪？

把视线投回十多年前。2007年，越南联赛球
队黄莺嘉莱在英格兰阿森纳俱乐部的帮助下建
立起该国第一座足球学院，引入英超的青训理
念。随后，同样由越南商界创建的越南足球天赋
与发展基金会（PVF）通过挖掘有潜力的足球苗
子，并聘请特鲁西埃等名帅掌舵，为越南足球培
养了以何德征为代表的一批才俊。而其他如河
内、义安等青训营，也如雨后初笋般成长起来。

如果说足球青训机构成为越南足球翱翔的
双翼，发动机则是国内各年龄段的青少年梯队
赛事以及从青年队直通职业队的“绿色通道”。

2014年，越南参加青少年各级足球比赛的球员
达七、八万人，并形成了从U11到U21的六级全
国锦标赛。另外，越南职业足球联赛还自2015年
开始，允许20岁以下的球员随时补报名。

球员有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与输出管道，联
赛走上正轨则是水到渠成。2012年，越南正式建
立国内超级联赛。同时，越南足协彻查各俱乐部
资金状况，着力解决欠薪问题，改进训练方法和
思维，呈现出健康的发展模式。

越南足球正在“超车”泰国、马来西亚的情
景，不禁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日本足球超越
中国的那一幕。如今日本队在川渊三郎“百年计
划”的指引下，世界排名稳定在三、四十名之间，
反观中国队，自2002年之后的十多年来，却在一
次次地冲击世界杯的道路上折戟。

当年国足1：5惨败给泰国队后前国脚范志
毅“再下去要输越南了”的预言，现在看来已不
是危言耸听。今年9月初，越南国奥队就在湖北
黄石的一场热身赛上两球战胜中国国奥队。

当时越南队的教练，正是如今率队在东南
亚运动会上所向披靡的韩国人朴桓旭。他在此
次赛事中告诉记者，尽管越南足球在青训方面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并不能给中国队发展
青训方面的建议。“我唯一想说的是我们的球员
在场上拥有强大的精神意志，从不轻言放弃。这
一点，是我在和中国队接触时发现两队最大的
差别。”他说。

不想让“段子”成真，借鉴越南的路子，真抓
青训才是要务。（据新华社马尼拉12月8日电）

东南亚足球格局变化对中国有何启示？

□新华社发
12月8日，中国选手范

可新在赛后庆祝。
当日，在2019-2020赛

季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女
子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
范可新以42秒714的成绩获
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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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凯首获短道速滑

世界杯金牌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贵敏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我省运动员安凯与武大靖、韩

天宇、任子威组成的中国队在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
界杯第三站比赛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勇夺冠军。
这是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所获唯一金牌，也是安凯
收获的首枚世界杯分站赛金牌。

三人篮球国家集训队

选拔训练营山东开营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郑保军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8日讯 今天，三人篮球国家集训
队运动员选拔训练营在省体育局训练中心举行升国
旗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中，训练营实训选拔正式
拉开帷幕。12月7日晚，三人篮球国家集训队运动员
选拔训练营在济南正式开营。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各个俱乐部及高校的37名运动员参加。本次训练营
为期5天，将持续到12月11日，其间将对入围的运动
员进行集中测试和评估。专家考核组将根据测试成
绩，确定初选名单，进入下一轮集训选拨。

全国青少年手球精英训练营

龙口男女队(北京赛区)折桂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日前，首届全国青少年手球精英训练

营暨后备人才基地对抗赛(北京赛区)落下帷幕。来
自我省烟台龙口市的男女队双双折桂。赛会男女组
的前三名也均由我省的队伍拿下，展现了山东手球
后备人才的实力。

魏桥创业夺羽甲联赛

总冠军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
本报讯 日前，拥有世青赛冠军郭新娃等队员

的山东魏桥队在2019年中国羽毛球俱乐部甲级联赛
中，成功战胜八一南昌，摘得2019年中国羽毛球俱
乐部甲级联赛的总冠军。

“手套名城”嘉祥

掘金冰雪产业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王金山 李超 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冰雪运动与纤维材料制品

融合发展论坛在济宁市嘉祥县举行。活动期间，举
行了2019中国(嘉祥)手套产业展览会。据了解，嘉
祥是“中国手套之乡”，是全国最大的滑雪运动手
套生产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62 . 6%，占全国滑雪
手套出口的76 . 4%。

马拉松标准赛事

我省今年举办29场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王勤东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省体育总会秘书处了解到，截

至2019年11月底，全省共举办29场参赛规模5000人
以上的马拉松比赛，直接参与人数30多万人，超额
完成了省体育局对社会的公开承诺。

山东体院公益教练

助力残疾儿童康复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于爱丽 报道
本报讯 在国际残疾人日之际，山东体育学院与

合作企业青岛菲麦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走进山东大学
齐鲁儿童医院，开启“残疾儿童公益游泳培训与健康
提升”课程，并捐赠儿童水中康复训练单车。

济南市第九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200万人次参与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逄淑友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济南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闭

幕式在济南市皇亭竞技体育学校举行。本届运动会自
3月份开幕以来，历时8个月，全市设立的比赛项目累
计超过189项，参与总人次达200万。全市12个行政区
县都举办了本级运动会，参与率达到100%。

潍坊体彩分中心

冬日送温暖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王丹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潍坊

分中心的党员代表和志愿者来到奎文区松鹤居老年
公寓，为这里的老人送来了米面油和牛奶、八宝粥
等价值5000多元的物品，并亲切地陪老人聊天谈
心，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用朴实
而真诚的行动表达着对老人们的关爱。

“德美山东”

文化作品大赛征稿中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王丹 报道
本报讯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大力弘扬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文化自信，展示发展成果，本报与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有关单位于2019年11月8日—2020
年2月7日隆重推出“德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热
诚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和文艺创作爱好者积极参
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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