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东与我》

[日本] 矢部太郎

矢部太郎的 《房东与我》 这部作品
获得了日本第 22 回手冢治虫文化奖短
片奖， 销售突破 75 万。

作者是日本搞笑组合 KARATEKAR

成员矢部太郎,他用随笔漫画的形式描
绘了身为搞笑艺人的 “我” 与 87 岁高
龄的房东奶奶不可思议的日常生活。 尤
其是两人之间那种超越年龄的友情， 令
人羡慕不已。

■2018世界畅销书（二）

才出 90 摄氏度的桑拿房， 就光着膀子跳入雪中———这种特殊的 “俄式桑拿” 是俄罗斯人的社交方式。 视觉中国

《烈日当头》

[巴西] 杰瓦尼·马丁斯

荣登巴西 2018 年文学类书籍销量
榜第三名的《烈日当头》是年仅 28 岁的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作家杰瓦尼·马
丁斯的首部个人著作。

在本书中， 作家通过三个彼此相异
却又一脉相承的故事， 讲述了 21 世纪
里约贫民窟中男孩们的童年和少年时
光， 描述了他们在这个 “破碎的城市”

中经历的痛苦和艰难。

由于生活所迫， 杰瓦尼·马丁斯读
完 8 年级后立刻放弃学业开始工作 ，

先后从事过人身广告牌、 餐厅服务员等
零碎工作。

马丁斯的文学能力源于祖母的赠书
和教诲 ， 2014 年他参加了诗人卡里
托·阿泽维多的文学研究会并在活动中
受到鼓舞， 自此步入文坛。

一个美国人在俄罗斯的奇遇
《战斗民族养成记》本周将在中国上映，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同名电视剧

“如果说芭比娃娃代表着美式审

美， 苗条、 性感， 套娃则是俄式审美

的象征了， 虽然看似身材臃肿， 但是

一层层打开， 却发现内涵十足。” 俄

罗斯电视剧 《战斗民族养成记》 里的

主角阿列克斯·威尔逊如此形象地对

比美俄文化差异。

1 月 25 日， 《战斗民族养成记》

将在中国大银幕上映， 讲述了一段上

海小伙为追求真爱远赴俄罗斯， 征服

岳父大人的异国奇遇。 这是一部根据

俄罗斯电视剧改编的同名电影。 原版

电视剧讲述了一位名叫阿列克斯·威

尔逊的美国记者， 被派到莫斯科后遭

遇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这部充满自嘲与讽刺的欢乐之

作， 被看作俄罗斯文化的入门手册。

而通过一名美国记者的眼睛， 更能折

射出美俄文化差异， 以及实际交往中

碰撞出的火花。

对陌生人微笑代表虚情假意

在这部电视剧里， 美国记者威尔

逊因写文章得罪了国会议员， 被上司

外派暂时躲避风头。 正当他满心期待

上司说出 “巴黎” “伦敦” 抑或 “马

德里” 的名字时， 他听到的却是 “莫

斯科”。 也许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

威尔逊对莫斯科的印象也是 “酒鬼”

“野蛮的警察” 和 “熊”。 不过又能怎

么办呢？ 于是， 威尔逊调整好心态收

拾行李来到莫斯科。

既来之则安之。 威尔逊一心想要

和俄罗斯同事处好关系。 他和每个人

热情地打招呼， 而且报以美式大大的

微笑。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非但无人

回应， 甚至引起对方的狐疑、 反感，

人们直呼他是美国派来的 “间谍”。

这到底怎么回事？ 在美国， 陌生

人之间打招呼大家都会微笑。 但是，

在莫斯科， 现在看来， 还是不要笑比

较安全。 俄罗斯人在外面总是不苟言

笑， 表现得 “很酷”。 在莫斯科坐一

回地铁就会发现， 他们大多手上捧着

一本书在安静地阅读， 而不是三三两

两地交流， 更不会大声喧哗。 一个有

趣的故事是， 去年的世界杯期间， 为

了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并营造

出一种热情好客的气氛， 很多俄罗斯

人竟刻意 “练习” 起微笑。

不过， 不苟言笑并不代表俄罗斯

人冷漠。 相反， 他们认为，“无故的微

笑” 代表着虚情假意， 甚至是一种冒

犯。在面对陌生人时，他们不是先打成

一片， 而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你

进行考察， 但是经受了考察成为朋友

以后，俄罗斯人就会对你推心置腹。

更有趣的是， 在美国文化里， 即

使再熟的朋友， 美国人都会保持 “安

全的距离”， 同时下意识地保护自己

的私人空间。

但在俄罗斯人看来， 和朋友保持

距离是非常不礼貌的表现， 他们不是

特别在意私人空间， 非常乐意和朋友

打成一片。这不代表他们很“随意”。在

剧中，威尔逊总是把“抱歉”“谢谢”放

在嘴边。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礼貌的表

达， 但是在俄罗斯文化里， 不管是道

谢还是道歉， 最好还是正式一点， 认

真地表达出来， 一次就足够了。

酒不一口闷就好比对
别人竖中指

剧中还有这么个场景 ： 阴差阳

错， 威尔逊被前来接机的罗马带到其

女朋友伊莲娜的家里， 伊莲娜的父亲

阿纳托利·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

的寡头， 第一次见面威尔逊就被邀请

参加普拉东诺夫的家宴。

当面前的酒杯被斟满冰冻的伏特

加时， 威尔逊 “天真” 地向主人表示

自己不喝酒， 还是来点冰可乐吧。 这

时普拉东诺夫哂笑道， “美国人喝威

士忌都要掺可乐， 但是这些饮料在零

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俄罗斯早就结冰

啦， 还是喝伏特加吧！” 威尔逊勉为

其难地喝了一小口， 身边的罗马紧张

地提醒他说 ：“在俄罗斯 ， 酒不一口干

掉， 就好比对别人竖中指， 是非常不礼

貌的。”

威尔逊渐渐地入乡随俗起来。 吃完

正餐， 他和罗马、 普拉东诺夫一起走进

小木屋 ， 体验了一把地道的 “俄式桑

拿”。 这种桑拿以 “冰火两重天” 著称，

人们进入桑拿房后会在热石块上浇水，

释放蒸汽。 在 90 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中，

身上的毛孔逐渐打开， 浴客再用桦树枝

抽打全身， 促进血液循环。 在身体完全

放松之后， 佐以一杯零下 20 摄氏度的

冰伏特加来散发热量。 夸张一点的， 还

会冲进房间外面的雪地里打滚， 然后再

回到桑拿房中， 如此反复。

一起蒸桑拿也是俄罗斯人社交的绝

好方式， 苏联经典影片 《命运的捉弄》

里就有新年夜三五好友一起蒸桑拿喝伏

特加的传统。 人们认为， 身心舒坦地迎

接新年是最好不过的， 而在蒸桑拿时和

朋友喝得酩酊大醉简直是人间极乐。

文学艺术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

剧中的一个情景是， 作为记者的威

尔逊在外出采访时， 遇到一家地产公司

要强拆一座名为“俄罗斯文学之家”的建

筑，为建新的商业中心腾地方。威尔逊素

知俄罗斯人对于民族文化的珍视， 果不

其然， 就看到一位老者用自己瘦弱的身

躯挡在推土机前面， 向人们介绍这座建

筑辉煌的历史：“谢尔盖·叶赛宁曾在这

里宣读过自己的文章， 当时整个俄罗斯

文坛都为之震惊；列夫·托尔斯泰也曾在

这里伏案写作过， 这里还保存了他当时

使用的书桌； 还有屠格涅夫……”

这样的描述让威尔逊有所触动， 如

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最喜欢的作家， 他或

许会告诉你是海明威、 塞林格或是斯蒂

芬·金； 但如果你问一个俄罗斯人同样

的问题， 他不仅会告诉你是普希金抑或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还会立刻吟诵出 《叶

甫盖尼·奥涅金》 或 《卡拉马佐夫兄弟》

的相关选段。

有趣的是， 如今很多让俄罗斯人引

以为豪的艺术样式， 如戏剧、 芭蕾， 19

世纪以前都首先流行于北美和西欧，

但是被引进至俄罗斯后， 无一例外地

被打上俄罗斯的烙印， 形成了独具一

格的 “俄罗斯流派”。 在威尔逊看来，

这就是俄罗斯灵魂的力量， 它流淌在

每个俄罗斯人的血液中， 不同的文化

因素在这个复杂的国家里碰撞， 最终

融合成别具一格的存在。

如今这部同名电视剧改编的电影

即将在国内上映， 剧中的美国记者威

尔逊在莫斯科的遭遇被改写成 “上海

女婿” 年底赴俄提亲的故事， 想必和

威尔逊一样， 等待这位 “上海女婿”

的考验也不会少， 影片中的中俄文化

碰撞出的火花更是让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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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瘸驴》

[美国] 克雷格·史密斯

《瘸驴》 能够跻身美国亚马逊网站
畅销榜的前三名， 实在是一个很难给出
合理解释的奇迹。 这是一本儿童书， 一
共 24 页， 以图画为主， 亚马逊网站上
注明这本书供 3 岁至 5 岁的孩子阅读，

或者说是大人为 3 岁至 5 岁的孩子朗
读。 书里的文字选自作者创作的同名歌
曲的歌词。

这本书以“我走在街上看见一头驴”

开始，每隔几页就加几个词，结果这头驴
从最初的“瘸腿”一直到最后带了 11 个
以字母组合-nky 结尾的形容词。

批评本书的人对这种无厘头的搞笑
不屑一顾， 更有人批评这 11 个形容词
里含有具有歧视意味的不当词语， 根本
不适合给孩子看。 而作为母语非英语的
人士， 要搞清楚这 11 个形容词的意思
也有较大难度。

一周书单

一些上了年纪的国人， 对于那些

经典的苏联电影和导演大多会如数家

珍： 《格罗莫夫日记》 与爱森斯坦，

《命运的捉弄》 与梁赞诺夫， 《伊万

的童年》 与塔可夫斯基……然而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对于苏联和当代

俄罗斯电影， 已经很难评说一二了。

现在， 国内电影院偶尔也会上映一两

部俄罗斯影片， 但数量可怜的排片和

不给力的宣传， 使得笔者想去看的时

候却发现已经快下线了。 唯一的机会

是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定闹

钟抢票， 勉强挤出时间， 奔波于散落

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电影院之间， 赶场

的路上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真难啊。

有时候也会在网上搜些资源看，

但俄罗斯电影还是小众， 豆瓣上标记

看过的人也不多， 评论区里一些文艺

青年自以为看完一部电影， 就能参透

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本质……笔者作为

俄罗斯文化的研究者， 尝试着厘清当

代俄罗斯电影的发展历程。

其实早在苏联解体前， 苏联电影

就已开始改革 。 1986 年 ， 第十届全

苏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后， 电影

界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向， 随后便开始

了电影改革期， 出现了第一批商业合拍

片等。 作为苏联电影的继承者， 俄罗斯

电影的滑铁卢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

并一直持续到 2001 年。

苏联解体的同时也摧毁了电影业，

每个人都尽可能地逃离这个领域。 在上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昔日的电影院

成了摆摊场所， 电视里播放着低成本的

电视剧， 地下市场里到处售卖着质量极

差的外国电影盗版碟 。 1998 年的金融

危机使得俄罗斯电影雪上加霜。 在这种

大环境下， 俄罗斯出现了很多私人电影

工作室， 尽管外部环境严峻， 但这些工

作室还是能时不时产出一些经典， 如：

彼得·托多洛夫斯基的 《再来一次 》

（1993 年 ）、 帕维尔·丘赫莱伊的 《小

偷》 （1997 年）、 弗拉基米尔·缅绍夫

的喜剧 《如此荒唐 》 （1995 年 ） 等 。

这一时期最热门的电影当属阿历克塞·

巴拉巴诺夫的 《兄弟》 以及随后拍摄的

《彼得堡异人写真》 （1998 年）。

直到 2000 年初， 俄罗斯政府决定

将电影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产业之

一， 俄国内开始出现影视公司， 当时这

些公司以拍摄电视电影和小成本电视剧

为主。 目前， 俄罗斯影响力较大的电影

公司有艺术影片集团 、 特利黛 、 STV、

中枢伙伴等 。 而在世纪交替的那段时

间， 大量犯罪题材的电视剧霸屏， 如：

1998 年播出的 《破灯街》、 1999 年播出

的 《黑帮城市彼得堡》 等。 同时， 以女

性群体为受众的剧情片也开始在电视上

播出， 如 1999 年的 《定情戒》《加尔默

罗达 》 等都受到广泛好评 。 2007 年 ，

俄罗斯第一部 3D 电影上映， 但票房并

不理想， 更卖座的俄罗斯 3D 电影直到

2010 年才进入影院。

2001 年-2015 年这 15 年间， 俄罗

斯电影共获得 17.8 亿美元票房，最卖座

的电影是由费奥多尔·邦达尔丘克导演

的 《斯大林格勒》（2013 年）， 票房总计

6800 万美元。 制作成本最高的电影是尼

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 2：碉堡

要塞 》 （2011 年 ）， 这部电影总共花费

4500 万美元，而最后票房却只有可怜的

150 万美元，仅为成本的三十分之一。

总体看来， 俄罗斯电影不如苏联电

影盈利多， 目前俄罗斯电影产业的处境

仍比较窘迫。 每年， 俄罗斯政府都大量

拨款以支持电影产业的发展。 2016 年，

俄罗斯官方的非营利组织 “电影基金”

给电影制作人共拨款 28 亿卢布， 整一

年间， 制作人和导演从国家拿到了 50

亿卢布， 然而呈现给观众的高质量影片

仍屈指可数。

纵观近些年的俄罗斯电影， 大部分

卖座影片都偏向好莱坞审美， 主要为

动作片、 灾难片、 科幻片， 如引进我

国的 《夺命地铁》《火海凌云》 等， 个

别影片沿袭了法国和德国电影的风

格。 2015 年， 由安德烈·萨金塞夫导

演的 《利维坦》 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外

语片， 使得一系列反映俄罗斯社会现

实的现实主义电影进入观众视野， 如

青年导演尤里·贝科夫的 《危楼愚夫》

（2014 年） 等。

俄罗斯著名电影导演、 莫斯科电

影制片厂总经理卡连·沙赫纳扎罗夫

曾在杜马演讲中这样说过： “如今电

影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人们读书越

来越少了， 电影正在取代阅读。 在飞

机、 火车、 地铁上， 所有人都在用手

机看电影。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

题： 俄罗斯在其中占据了什么位置？

答案是： 没占任何位置。 与此同时，

电影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格的形

成， 有着巨大的思想影响力。 在这场

软实力的斗争中， 我们输了……在艺

术中必须得有思想体系的存在。”

昔日荣光已不可追， 如今的俄罗

斯电影业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 或许

已经度过蹒跚学步的阶段， 但如何用

胶片承载俄罗斯思想， 仍是一个需要

思考的长久命题。

，些年来，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
心的塞万提斯学院， 学习西班牙语的犹
太人数量暴涨 。 原来 ， 西班牙议会于
2015 年颁布法令， 对于在 1492 年被
轰走的犹太人的后裔， 可以给予西班牙
国籍。 紧接着， 葡萄牙也加入了 “欢迎
犹太人回家” 的行列。 犹太人和西班牙
与葡萄牙又有什么样的历史恩怨？

1492 年，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
主教双王”———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
贝拉和阿拉贡王国的费尔南多联姻缔结
而成的基督教王国， 终于彻底终结了自
公元 711 年起北非摩尔人统治伊比利
亚半岛的时代 ， 同时也标志着长达，
800 年的基督教光复运动的成功结束。

平心而论， 在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
半岛的， 800 年里 ， 文化多元 、 宗教
宽容， 犹太人、 穆斯林和基督徒和谐相
处。 而接替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

西班牙国王和女王， 则把犹太人和残留
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视如草芥， 命令他们
如想留下必须改信基督教， 否则将被驱
逐出西班牙。 此外， 基督教严酷的宗教
裁判所也对大量异教徒进行迫害。

在这个大背景下， 大量不想改信基
督教的犹太人被驱逐， 还有很多假意皈
依基督教后来被发现的犹太人遭迫害。

历史学家们对于被驱逐犹太人的数量有
很大分歧 ， 大致在 4.5 万至 35 万之
间。 下令驱逐犹太人的时间也很巧， 正
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前； 而卷铺盖走
人的最后期限， 距离犹太人历史上国丧
一般的耶路撒冷犹太第二圣殿的毁坏日
也很，。 西班牙人的这一举动， 让犹太
人很心寒。

从伊比利亚半岛被轰走的犹太人，

分散到了南欧、 北非和，东多个国家，

开始了自犹太第二圣殿被毁后的再次流
散 。 这些犹太人被称为 Sephardim，

词根是希伯来语中的 “西班牙”。 他们
后来在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埃及、 摩
洛哥 、 突尼斯 、 土耳其 、 希腊 、 意大
利 、 保加利亚等国家生根发芽。 1948

年以色列国建立， 随后与周边国家发生
多次中东战争， 导致很多定居在西亚北
非几百年的犹太人又被迫背井离乡， 其
中很大一部分来到以色列。

如今在以色列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
西班牙裔犹太人， 在 2015 年听到西班
牙愿意给他们国籍的消息后， 都有些按
捺不住了。 随后， 西班牙政府又出台了
一系列迎接犹太后裔回归的具体措施，

比如西班牙语 DELE 考试成绩至少要过

A2 级， 要通过入籍考试， 祖辈在西亚
北非犹太社群生活过的证明， 或者与西
班牙的特殊联系等等。

霎时间， 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塞万提
斯学院涌入了大量希望学习西班牙语的
犹太人。 塞万提斯学院甚至还开办了专
门针对入籍申请的高强度冲刺班。其实，

大量西班牙裔犹太人家里早已没有人会
说西班牙语， 但他们依旧踊跃申请。

各种配套服务行业也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了出来 。 一些办理入籍业务的律
师， 给出了多达 5000 个西班牙犹太后
裔的姓氏列表。 由于给西班牙的犹太文
化宗教组织捐款可作为与西班牙特殊联
系的证明， 因此有人专门整理了可捐款
的组织机构列表。 此外， 西班牙政府指
定的以色列犹太组织的学者， 可以通过

研究报告证明申请人与西班牙的渊源。

当然， 这报告都是明码标价的。

欢迎西班牙裔犹太人回归的法案于
2015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 有效期3

年 ， 在2018年3月又将该法案延期至
2019年10月。 据估计， 有超过9万西班
牙裔犹太人提交了申请， 目前已有超过
6000人拿到了西班牙国籍 。 虽然已经
隔了500年， 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西班牙
裔犹太人早已找不到祖宅， 但是有这么
一个象征性的“悔改”之举，总比没有强。

也有旁观者分析说， 可能是因为西
班牙经济疲软， 需要引进一些高知技术
移民来给经济作贡献， 同时最好还有点
西班牙文化， 不至于在融入当地社会的
过程中一路跌跟头，甚至成为社会不稳
定因素。

行走世界

■关 鹤

■本报记者 刘 畅

■王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