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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胡迁离世前留下的一组文学
作品结集，收录了其自2017年6月开始尝
试的一系列“危险的创作”，如中篇小说
《远处的拉莫》，如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短
篇小说《海鸥》，以及他在生命最后一个月
里完成却还未及排演的戏剧剧本《抵达》
等。胡迁以赤身赤诚地灼烧自我，将天分
和生命力一气呵成地转化为语言。这组
小说和剧本笔触冷峻干净，读来灰暗、凝
重、决绝、荒暴，包容了胡迁在生命最后阶
段的隐秘心迹和极致思索，包容了他对文

学这件事最认真最虔敬最赤裸的剖白，更包容了对我们所处时代强烈的
反思和质疑。他仿佛并没有离开，他只是率先抵达，所有痛苦都化为静默
在永恒里的一线光亮，如笔下的拉莫一样，召唤着茫茫人生荒野里我们每
一次的跋涉和远行。

胡 迁 著
译林出版社

《远处的拉莫》

■好书快读

该书收入李伟才的美术理论、评论
作品 38 篇，分为人物艺评、绘事文评、
当代艺术、序跋荟萃四个部分。作者供
职于晋江市文联，该书结合他在绘画实
践中的心得和感悟，对于当下的美术创
作有独到的观察和深入的评析，是作者
多年来的思考总结，亦是心路历程的生
动记录。

《画苑小品——李伟才美术评论作品选》
李伟才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以社会伦理关系为主要视
点的散文集，作者将自己与父母、兄长、
友人等亲情和友情置于大时代和大文化
背景下，既动人心魄地展现了传统的亲
情和友情故事，也对亲友关系中刻骨铭
心的疏失进行了深入内心的哲理反思，
更独出心裁地描画了与亲人、友人关系
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心理冲突。作品风
格独特，语言醇厚，意境悠远，思味绵长，
是一部有韵味、有意味、有文化思考和心
理反思的散文集。

许 辉 著
作家出版社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

■百家品书
叶淑媛《人文时空：维柯与〈新科学〉》：

与维柯对话“新科学”
□程金城

维柯及《新科学》愈来愈显示出其在人文思想领域坐标的性质和意义，其承上

启下的贡献和世界性的影响，是自18世纪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发展不断被

发现和认识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维柯和《新科学》意义的被发现与再认识，与人类

对于作为“新科学”的人文领域的再认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一过程中，一批

学者对其思想意义的不断揭示和创造性阐释功不可没。在中国，朱光潜先生对《新

科学》的译介产生了重要影响，启发一代代学人潜心研究，不断拓展其广度和推进

其深度，取得了重要成果。叶淑媛的专著《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则反映了中

国学者在维柯和《新科学》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我作为叶淑媛的硕士、博士导师，这些年看到了她的努力和成长。从硕士期间

接触维柯与《新科学》，到本著作的问世，淑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在博士期

间，淑媛的专业方向转向民族志小说研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对维柯和《新科学》

的探讨，在她的博士论文和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著述中，都能看到维柯思想

对她学理的滋养和她对维柯新的体认。本著的出版，则是一次学术的阶段性集成，

显示出她长足的进步，也体现了淑媛的学术勇气、沉静和悟性。

从重读《新科学》原著入手，重新领悟其内涵和理解维柯的精神指向，是《人

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一书的特点，也是本著首先值得称道之处。从著作章节

的设置可以看出，叶淑媛力求解读得系统和完整，呈现一个具体的维柯和具有概

括力又条理清晰的《新科学》，细读后很有逻辑地进行论证，显示出她扎实的理论

功底和精到的阐释水平。而其难点在于，在经过了300多年时间考验和经历了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在信息爆炸、知识获得异常便捷的今天，重新解读

维柯和《新科学》，实际上是要站在这个时代的学术高度和知识背景上，重新感悟

维柯和重新理解《新科学》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这不仅需要知识的储备，还有站

在这个时代的人文视域对经典再评价的价值立场和尺度的调整。鉴于维柯在人

文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坐标意义，对维柯的评价即是对与维柯原创性

思想相关问题的重新梳理，也是对西方人文学科、乃至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特

质的“东方”凝视，于是，我们看到，著作中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的梳理具有思想集

成的意义，如第三章，“维柯的人文教育思想”，“论自知”，“论智慧和德性”，“论真

正的学识”，“论为了公益的教育”，“论文艺与政治权力”，“论各门学问合宜的次

序”，等等，将《新科学》的体系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进而在人类思想发展的

宏观背景上阐发了《新科学》的经典性、原创性和当代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重

读即是回眸几百年来这一领域的逻辑发展，与维柯对接，从而沟通与之相关的人

文思想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可以说，维柯和《新科学》重读的意义超出了

对象本身，它可能辐射到相关的知识领域和引起阅读的联想，这对于专业研究者

和一般读者来说，都开卷有益。

维柯是个天才人物，但领先于他的时代太远，而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几百年后的今天，他才被人们重新评价，这与其说是维柯的“先知先觉”，不如

说他的命题具有哲学的高度、人文的智慧和历史的穿透性，它将人文学科提高到

新的历史高度并赋予“科学”的意义，其开创之功在科学主义走向极端的背景下

益发显出其前瞻性。我注意到，叶淑媛把维柯与同时代的牛顿比肩，这个评价不

是随意的比附。今天，重读维柯和《新科学》，不仅是温习一个坐标式人物的坐标

式著作，而且给了我们重新反思人文思想在人类史上的意义的契机，这是《人文

时空：维柯和新科学》的又一个启迪。从一定意义说，思想家的诞生是时代的召

唤，其著作则是思想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和标志；而一种思想持续产生影响，

则是某种精神潜力的不断释放，当这种释放的力度不断增强终于被再度发现和

重新评价时，则不仅反映这一思想的“超前”，而且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思想在

当代的急需却匮乏、重要却稀缺的境况。这牵动着另一个问题，即维柯与《新科

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叶淑媛提出，本著在当下的学术和理论价值有三，即维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的边缘交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维柯对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主

潮影响下的文学精神及其文艺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内文艺学界，维

柯的思想仍然可作为当下文艺学建构的思想资源。这三个价值目标符合当下中国语

境的实际需要，也是本著已经做到的。此外，在我看来，今天重新解读《新科学》和研

究维柯的意义，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工具理性无处不在而人文精神缺失、感性思

维抑制的时代，重新唤起人类“诗性智慧”以应对“机器智能”挑战的需要。维柯当年

对于人类有史以来的神话、诗学、历史、哲学、法律、伦理和思维的研究总结和前瞻

探讨，所建构的人文“新科学”，也许不能直接用来“应战”，却可以为再度惊醒人类

的自我意识，进行人类学“还原”以反躬自省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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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为攀《万物春生》：

梦境制造法则
□宋林峰

这本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他/她
们的工作、生活和人生选择；讲述工人
在工厂打工的日日夜夜的体会与感受；
讲述新工人如何在现今的大环境下尝
试创造一个更好的人生和社会。讲述
本身就是构建，但又不能局限于此，我
们需要分析、反思和批判，这本书每一
章几乎都是“故事/描述＋分析”的结
构，从个体故事入手，反思个体、群体和
社会的现实与未来。文化的表现是我
们每个人每天的衣食住行、工作内容和

文化娱乐方式，而决定这些内容和方式的本质是一个人和社会的思
想、道德和价值观，这是我们思考工人文化的基础。本书讲述了一群
新工人尝试追求新工人劳动文化的实践，那是“做统一的人”的文化，
那是“不做劳动力商品”的文化。“知道自己是谁”决定个人的命运，

“做什么样的人”决定社会的命运。

吕 途 著
法律出版社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当我意犹未尽地读完《万物春生》

时，脑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闪现出一个

句子：“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

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这个场景或者这幅画面极有可能来自

“万物春生”这四个字的直接刺激。不得

不承认，林为攀又一次成功地勾起了我

的乡愁。

《万物春生》以极具浪漫化的笔法将

作者童年的生活经验糅合在绵密的虚构

之中，无论是鸡鸣犬吠还是乡间闲谈，无

论是白云游鱼还是趣闻轶事，都在这文

本之中横行游弋，点缀着、构成着、完成

着这幅作者苦心孤诣建构的田园图景。

《乌鸦巢》的神秘悠远、《孵石》的天真幼

稚、《叠星》的天马行空、《电鱼》的惊险刺

激、《月亮坝》的烂漫任性、《玩具》的幽怆

悲戚、《方圆》的刺骨现实、《嫁接》的淡薄

人情、《赴墟》的孤独旅程、《不祥鸟》的谶

纬悲鸣、《禁忌》的荒诞不经、《船灯》的尘

埃落定，这12章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

一帧帧，一幅幅，让人沉迷。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

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这是《尘埃落定》的开头，巧的是，《万物

春生》同样是以一个“傻子”的视角来观

照世界。“我”的感觉异常灵敏，能从极其

细微的表情、动作、对话甚至景物的变化

当中察觉到常人所不能体会的东西，当

然在最后一章，“我”又蜻蜓点水地提到

这一切不过是“我”的虚构游戏，但真真

假假之中，那些乡村生活的真实印记早

已留在读者脑海中挥之不去。当然，所

谓的归园田居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演

义，这个场域之中，矛盾才是最主要的。

且不说“我”家庭内部的种种罅隙，即使

周围各种人物，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

比如倪姓与吴梁李温之间，比如新旧孩

子王之间，等等，这些人物关系形成有效

的叙事张力，有别于人头攒动的城市之

海，这是乡间最真实的生机。这些生命

力是自然的、坚韧的，有别于在狭窄的城

市空间中压抑的那种反抗。我们无从猜

测作者写作的初衷，但是蛰伏于繁华北

京的作者到底下笔还是写了故乡。在钢

筋水泥的大都市面前，故乡是既虚幻又

无比真实的，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并不

如在思维中那么洁净，但确实在无数个

孤独的夜晚或片刻抚慰了我们的心灵，

这就是所感受的巨大真实。

老实讲，“嫁接”理论并不是那么有

力，在繁芜的叙述中，作者其实已经淡

化了所谓的主题，任性地将一切“思想”

淹没在泥沙俱下的想象之中。所以我

们看到，林为攀小说中的闲笔非常之

多，一方面这是天马行空想象能力的有

力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叙事技巧又恰

如其分地分割着读者的阅读惯性，造成

一种阶段性“缝合”的阅读快感。譬如

在第一章《乌鸦巢》中，前面几段都在叙

述族长摘乌鸦巢这件事，当叙述者作为

第一人称出现的时候，文本重心就转入

了对奶奶的描述，奶奶的眼睛、热心肠、

对小事的专注、对人生的怀疑，一直到

“这双由布和针线组成的鞋，就像窗外

那个乌鸦巢”，才又将重心回到了族

长。之后，“我”去给姐姐送手套时，中

间又花了大量篇幅来写“我”捏雪人、为

了长大做的一些趣事的回忆上，直到

“还未沾上雪的衣服就这样让我明白了

这块会动的石头原来是我的姐姐”，才

又回到故事重心。而《电鱼》一章，几乎

一整章都在叙述与主线毫不相关的乡

间趣事上，直到最后才又将故事的主线

与前一章缝合。在情节并不十分复杂

的文本当中，这些闲笔有意无意地填补

着叙述空白的同时也营造着一种氛围，

这种氛围又为主题所服务。通篇来看，

有“心智不全”之嫌的“我”所做的种种

幼稚举动，其实无不带有一种“宣战”意

味，父母以及奶奶对我的无限包容，挤

占了对于姐姐的善意空间，这种悬殊的

对比下，姐姐的生存状态更令人唏嘘。

其实，《万物春生》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都

带有一种“柔弱”的特征，第 11章中提

到，爷爷因为历史原因成为村子里最不

受欢迎的人，在家里也并无更大的话语

权；而“我”是个“傻子”；爸爸是入赘而

来，虽然爆发了几次和外人的冲突，但

都充满了为尊严而战的意味。

“老师怀念的是一个美化的乌托邦，

不是真正的山村，就像后人能从陶潜的

诗中感受到田园生活的乐趣，但要让后

人真的‘荷月带锄归’无疑痴人说梦。”于

是我们看到，真正承担起“复述”这田园

生活角色的不是父亲的老师，而是父亲

的“傻”儿子，这对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形

成了一种微妙的身份重叠。“傻子”往往

是先知，这让我想起《秦腔》中的引生。

“我”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在故乡的花草

虫鱼中、在思维的肆意流动中，成为一个

疯癫的英雄，揶揄他人的遭遇，怜悯姐姐

的委屈，对恶反唇相讥，怀揣着小小的善

亦步亦趋。而作者就像那个制造梦境的

人，在漫长的思绪中，捡拾起童年的点点

滴滴，就像那浪漫的“叠星”——熠熠发

光的灵感碎片：“最后我用一根筷子把这

些鸡蛋壳串起来，好几个夏夜父亲抱着

我在屋檐下歇凉的时候，看到我手里的

这串鸡蛋壳，都会把破碎的鸡蛋壳边沿

比作天上的星星。”

《万物春生》的结尾是终结也是开

始，姐姐的最终长大意味着“我”的童年

的最终幻灭，迎接“我”的是猝不及防的

成长洪流……这与作者的写作历程又如

此相似，“田园三部曲”之后，我更期待一

个拥有更多写作可能的林为攀。

在许多同龄写作者衷情于书写个体成长经验时，庞羽将关注点放在

了叙事方式、小说本体的研究上，所涉题材亦复杂多变，呈现出独特的叙

事美学特征。在她笔下，情感充盈的个体生命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内心

火焰般的焦灼与人生凉意的几度交缠，有种爱比死更冷的意味。可以说，

就庞羽小说本身的意义而言，已经超越了她的年龄。

庞羽在不同的场合提及处女作《真草千字文》对于她后来创作的重要

意义，“这篇小说对我意义非凡，它是过往执念的结束，也是一个小说家的

真正开始。”的确，这篇作品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具备的禀赋，它

至少在两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方面是不断内溯，挖掘一种普遍的同情

心，所谓在精神上站在“人”的存在角度，去看待世界。小说的人物虽然还

没有“长开”，但几乎具备了所有的“棱角”与“气质”，温顺与执拗，平和与

疯狂等等。另一方面往历史与现实的罅隙里深挖，《真草千字文》让我们看

到一个“90后”作家在面对内心与历史、现实境遇交锋时流露出的敬意、

温情与批判，也就是说，小说虽然写的是一己之私，却让人看到了一束遥

远的光芒穿透我们平凡的人生，

同时也让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细

节，都具有了生动可感的光泽。

庞羽对于成长经验的书写，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

充满了悲剧抒情性，比如在《我们

驰骋的悲伤》中，一种幽暗、曲折、

失落的情绪弥散于字里行间，犹

如细雨中的呼喊。这种缺爱的少

女形象也映照了现代社会情感的

沉沦，折射了女性当下的生存状

态问题以及家庭的缺失。二是以

成长的视角来打量成人世界，着

重表现一种少女经验与成人经验

的交叉部分，带有某种解构的意

味。从庞羽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

晰感受到，所有的记忆都在不断

生长，成为写作不竭的资源与动力。相对于《我们驰骋的悲伤》，我更喜欢《树洞》，它将成长

经验表达得如此令人心碎，“树洞”几乎可以看作是成长的黑洞，庞羽将少女的“敏感”放

大，有了人生的况味与生命的凉意。

虽然《佛罗伦萨的狗》也涉及成长经验，但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我以为在后来庞

羽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重要命题：悖论。这种悖论的出现，使得小说文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更

高的艺术层次。这篇小说力图表现一个少年眼中的远方与现实的关系，当然也离不开对成

人世界的抵抗。“我”从对叔叔性骚扰的怨怼到对大叔婚外情的接受，可以说是对生活道德

的僭越，但又完全符合情感与心理逻辑。小说借助“我”与心理医生断断续续的谈话，以一

种不断递进的方式，将一个少女的成长与堕落，对现实世界的反抗与媾和满怀激情地表现

出来，以此传达成长中少女撕裂般的呐喊。这篇小说充满了悖论美学的因素：压抑与爆发，

急迫与迂缓，敏感与迟钝，最终以一种病态、痉挛的方式抵达情感的“虚空”——“我”的自

我意识在诞生的同时也在消解，在爆发的同时也在沉沦。这篇小说中，庞羽书写的成长经

验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在倾听一个少女的呐喊的同时，也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群和生

活的阴影。

《左脚应该先离开》讨论了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无论是青枝、罗嫂还是彭子、鱼尾东，皆

是命运多舛，各有各的心碎之处，而庞羽的高明之处在于如何来描写这些心碎背后的人生

问题，因为正是在生活的洪流中，方才看出人之渺小。这种“小”在小说中化为一种人生的

局限，只是庞羽将这种局限上升到美学的高度。

《一只胳膊的拳击》中，从祁茂成到祁露露，一代一代下去，他们不管生活是否有意义，

但求能满足一些细小的愿望。面对生活的巨流，我们首先要活着，胳膊拧不过大腿，更何况

是残缺的胳膊。这篇小说与其说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巨大的磨损力量，不如说看到了一个人

试图勘察生活边界的努力，庞羽出其不意，以一只胳膊的拳击，打倒了那些活色生香的人

们的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这篇小说在世俗化地展示生活方方面面表象的同时，有力地揭

示了个体命运在道德、伦理、法律、社会舆论枷锁中的无力自拔。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小说不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现了别人的命运而有意义，

而是因为这陌生人的命运燃烧产生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从自身的命运中从来没有汲

取的热量。”这一观点与庞羽所言不谋而合：“作为小说家，要学会成为一座桥梁，人们从黑

暗中经过这座桥，也许对面是黑暗，但是却向光明更近了一步，我们需要背负文学到达堤

岸。”我觉得庞羽的小说就像桥上的火焰，试图照亮人生与人性黑洞的所有秘密，进而使我

们在不同的维度中抵达本雅明所言的“最后一缕目光中蕴藏的爱”，这种爱也是庞羽叙事

魅力与锋芒所在，虽然那是决绝的最后一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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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水之年》中，人类长久以来忧
惧的洪水之患终于到来。这场“无水的
洪水”与《圣经》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和
罪孽而施放的洪水毫无关联：这是一场
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
段加以抑制，如大火般吞没了一座又一
座城市，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尸体横陈
的屠场。这场“洪灾”令数千万人命丧黄
泉，几乎灭绝了所有人类的痕迹。瑞恩
和托比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腐败

的统治力量的阴影和新型基因合成物种的威胁下，瑞恩和托比必须
尽快决定她们的下一步行动，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反锁在暂时的安全
屋里。《洪水之年》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怪诞的世界——既有希洛尼慕
斯·博施的绘画那样的怪异；又有《发条橙》中的荒诞。

《洪水之年》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晓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