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责任编辑：李墨波 宋晗 电话：（010）65002492 邮箱：teotihuacan@126.com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书香中国

“维多利亚三部曲”《轻舔丝
绒》《灵契》《指匠》是作者萨拉·
沃特斯入围“布克奖”“柑橘奖”
决选名单的长篇力作。战时野
蛮、反常、失序，却因世俗的搁置
与阶级的碎裂，生出了异样的自
由。抛弃奇情诡计，萨拉·沃特
斯将四组平凡人的故事也写得
荡气回肠、牵动人心，足证她仍
是“当今英语文坛最会讲故事的
作家”。

【英】萨拉·沃特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守夜》

该书是著名哲学家吉奥
乔·阿甘本一部精彩的生命哲
思著作，在其中，古典学、诗学
和哲学的变奏被他巧妙地织
为一体。本书共分五章：魔
神、奇遇、爱欲、事件、希望。
阿甘本从古典诗文和现代哲
学中采撷材料，条分缕析地揭
示了五者之间的关系。尤为
精彩的是，阿甘本将其还原为
代蒙（魔神）、堤喀（时运之
神）、厄洛斯（爱神）、阿南刻
（定数之神）、厄尔庇斯（希望
之神）这五位神灵，并对它们

进行了生命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分析。生动又深切地观照
了生命的运动形态，特别是爱的历险，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拜德雅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奇遇》

■好书快读

新诗自创生之日起，就伴
随着多重的压力。在美学争议
之外，诗歌写作与周遭历史之
间，也存在着既疏离又纠结的
复杂关系。《巴枯宁的手》收录
的一系列文章，以若干诗人、作
品、现象为讨论对象。在微观的
形式分析中引入某种社会文化
视野，以透视诗歌的困境和可
能，是《巴枯宁的手》尝试的方
法。如何打破写作与研究的“幽
闭”，重现诗的文化位置，从诸
种有形与无形的围栏中，挣扎
着伸出一只想象的手，则是方
法背后的焦虑所在。

姜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巴枯宁的手》

年轻诗人、学者胡桑的首
部个人自传性散文。他用一种
绵密、紧凑又纵横交错的行文
方式描摹、追忆、还原甚至重构
了一个故乡，一个位于江南腹
地的村庄，一个正在消逝的村
庄。胡桑以对事物的极度熟悉
以及近乎宇宙论的雄心提供了
一部关于 80年代江南乡村的
全景图，但是，他对内心的迷
恋、对幻觉的执著，又展现出
一幅通常意义上的乡村并不具
备的心灵图景，以诗人的笔触
在时间的进程中凝视这个村
庄，开掘出一个内心深处的原
初故乡。

胡桑 著
东方出版社

《在孟溪那边》

主持主持：：宋宋 晗晗

吕晓涢的散文集《痴》，真正有味道、有意

趣。所收篇幅大多为短章，颇有“余话闲语”

的韵味。作家深谙闲适文章中那种直抒性灵

的神髓，又兼具林语堂、梁实秋等名士气息。

正如古人的敬字惜纸，作家对文字满

怀尊崇。《钟鼎文》表面写器物摆件儿，其实

是对远古文明符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的深情。一只“方形的洗”，四面写满钟鼎

文，“如玉的釉色，加上相映成趣的红文黑

字”。它承载的不仅是色彩的美学，也是一

种生活态度：高古且简拔，是朴素之悦，以

小见大。作家在旧物之美的省思里，悟出一

种东方极简主义的辩证时尚观：古也是新，

简亦能繁。“而现在的我们则恰恰相反，在

我们极为炫耀的华丽与花哨中，触目尽是

粗鄙”。然而，作家落笔又有回转的狡黠，从

实用主义的角度为我们当下“解嘲”：“不

过，也不必为别人的价值取向说三道四。粗

鄙得快乐，人生一样美满。”

这正是赏古而不迷古的姿态，也是作

家在收藏界的好心态，好修为。“明成化年

间的斗彩器，是带着一些传奇意味的”。器

物“秘史”对人的诱惑，它每每触动着人性

底子——面对老物件，难以抑制的贪嗔痴。

“数百年岁月的消磨，瓷上的釉水渐渐地黯

淡，然而愈是黯淡便愈呈现出温润沉着的

光彩，耀亮了人心深处的幽暗”。没有好奇

和真情的文章很难是好文章，因为禁欲，所

以言不由衷，因为端着，从而失了情性。

饱含真情和好奇，是好文章诱人的一

大“性征”。吕晓涢就能写出情景剧的质感，

有行动，有情节。“陶瓷专家们瞧不上眼的

东西，在我们眼里却是宝贝。四顾无人，便

一个人在樟树下望风，一个人下到野草丛

中拾宝。拾了几块小饼，几片碎瓷，还想抱

走一堆碗，实在是太重，抱不动了，也怕被

工作人员发现，只得放弃。两手沾满了珠山

泥，匆匆将拾来的宝物塞入包中，心里疯长

着想喊出来的快乐。”踏古寻踪，捡漏觅宝，

乃是作家最敏感的兴奋点。《御窑厂记》形

成了一种极富张力的对照，那就是落寞凄

伤的遗迹偏偏招来人欲浮动的“俗世热

闹”。本质和现象是如此的倒置，正如房价

上天，不过是一堆混凝土。官窑器捧到天

价，但它终究源于泥土。

这或许就是散文集的“主味”――痴

意。能痴入迷，是专注投入的品质，入局入

戏的认真。然而，光有痴意就能有滋味吗？

答案是否定的，你还需要品鉴的眼光，出戏

的远观与反思，不为物役的洒脱。一味沉溺

只会让感官麻木，甚至要警惕欲望不满的

痛苦。“我们藏瓷，我们赏瓷，我们因相聚而

快乐，因相拥而狂喜，所要的亦不过是这些

器物身上那一份缄默而宁静的美”，“但很

可惜，很多人的收藏是与这样的静美背道

而驰的。美丽珍贵的器物让他们欲壑难

填”。作家在《苦绿》中用极佳的“通感”表述

人生的色彩学，况味感。苦不是味道，而是

人生底色，但正是苦反而生发出一种蓬勃

之相——“生命绿意”。这就类似于张爱玲

所言，人生哪有那么多张扬浮沫，大多只是

底子而已。

收藏对于作家，绝非简单的“恋物”，他

想实现的是人生达观。“只有极少数人，因

藏而清醒，而透彻，而我们所要珍藏的，其

实也就是这透彻二字。”从容豁达、宠辱不

惊，是收藏所需要的心理素质，也可视为审

美的胸怀与器量。如果作家只停留在老物

件的自我玩赏中，当然格局太小，真就成了

雕虫的细碎。可贵的是，他总能把物事和人

情相通，从辨物到察人，体物与悟道，融贯

一体。“初玩瓷时，觉得只要东西对，什么都

好。现在不同了，真正的好东西摆上来，许

多从前觉得好的东西就逊色了。东西是要

比的，真正的好才是沧海，一旦曾经，再难

为水。阅世，阅人，也都如此。而人的好，又

和物不一样，物在上面，人在内里。但骨子

里，没有慧眼，如何瞧得透？”（《灯下看瓷》）

虽写瓷器，也在品人，这不正是源于魏

晋风度的品藻吗？这种双关展现出他对人

情世故的观察和兴趣，也是文人精神的细

腻体认。瓷器有时也像是起兴的物事，正如

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作家也写到一

种文气，“整个器物文气氤氲，让人感觉细

糯又柔软，坚韧而蔼然。也许这就是典型的

浅绛精神”，“于今的艺术，包括瓷绘，早已

粗砺粝实际，很多看似极精极细的东西，不

过徒有其表”。这也指出了如今商品化、消

费化的语境下，诸多工艺品成了形式繁复

与内容空洞的怪异嫁接。

要写出情理兼胜的好文章，你要既有

智识，又有野趣。首先要是“生活的艺术

家”，能在日常的凡俗琐屑里拈出传奇，其

次才是写作者，一个玩赏文字、记录点滴偶

得的艺术家。吕晓涢恰好满足这两种特质，

他总能在瓷器收藏、巷陌吃食、侍花弄草，

虫鱼之间腾挪静赏，写出生活的万千意态。

温斯顿·伦福德乘坐私人
太空飞船进入时间同向曲面
漏斗后，就一直以波现象的形
式存在，在起点为太阳、终点
为参宿四的一条变形螺线上
断续跳动，直到被地球截断。
所以每隔59天，他就会在太阳
系地球美国罗得岛的纽波特
市，物质化一小时。穿梭时空
的伦福德因此能通晓过去、预
知未来。他预告，玛拉基·康斯
坦特是这个地球上的首富，即
将和伦福德的太太共同前往

火星；他还知道从特劳法玛多尔星来的机器人，在泰坦星上为
了一个修理宇宙飞船的零件等了整整2000年。伦福德不知道
的是，到底是谁设计了这荒唐命运的剧本？而依据安排踏上时
空旅程的康斯坦特，又有什么在终点等着他？

【意】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泰坦的女妖》

生活的本质是多维度的，而文学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对时

代、对生活、对人本身的关注，文学让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

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因为人的主观性，每一个作者都无法对

生活做出原始的记录，他们只是在文字的游戏中试图更接近生

活的本色。贾若萱的小说通过对小人物独特境遇的切入和描

摹，展现出当代社会生活里另一种本质的真实——散落在社会

角落里的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真实地存在着，并通过文字的流

淌被读者发现并真切地感知。

贾若萱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既定观念的束缚，也不为印证

什么而去写作，一切缘起只因她真切感知、洞悉生活中的人、事，

把凝练的片段通过想象联结成一个个丰富而可感的故事，这些

故事是偶然的、人物是个体的，但却掩藏不住他们的真实与鲜

活。这是一个欲望与诱惑充斥的社会，作者通过社会中最基本

的细胞——家庭，来折射现实生活的精神风貌。作者的爱憎立

场隐藏起来，生活本身凸现出来，普通的人物弥漫其中，他们的

躁动不安、苦闷彷徨、无助挣扎真切地充斥在字里行间。

《夜行》中万红与男友出现感情矛盾时，选择向男友的兄弟

钟立远哭诉衷肠，却意外得知了钟立远不为人知的无助和痛苦；

《持续的寒意》中费劲心机企图挽回婚姻的贾丽丽却无力改变，

展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狂躁不安和歇斯底里；《他的家》中展示

了主人公爱上已婚男人又不得不放手的彷徨和空虚。贾若萱的

作品始终从“人”的角度表现他们的迷茫挣扎，借助普通人展示

丰富的人生，于刻画中呈现形象的朴素丰富。

她的作品让读者在人物刻画、生活琐事的描写

中感受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体验人物在特定环

境中灵魂冲突所引发的痛苦与焦灼，面对故事

各悟其道，各求其解，因为小说我们得以看见并

感知这些天涯沦落人。

作者用敏锐的直觉捕捉到当今社会人们鲜

活的生存方式，通过关注芸芸众生中的人，关注

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的生命

体验，把人们看不到的故事呈现出来，也写出了

当代人的迷茫和无助，作品笔下人物的生存与

精神困境又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读者某种境

遇、某种心境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零碎的、分

散化的生活片段交织成的生活的网，以及细腻

的心理感受和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让读者

自己去感受生活的偶然和琐碎，去体会生活于

其中的人们的艰辛、痛苦、委屈、无奈、苦闷与挣

扎，展现了当代人的精神迷途。生活中的琐碎

与压力、夫妻双方的冷漠与嫌隙、对平淡婚姻的

厌弃充斥其中，生活的偶然性、荒诞性被纳入作

家的审美视野。《事已至此》中的顾东前一秒还

沉浸在妻子提出离婚后的暗喜中，还没来得及规划好与小情人的美好未来，却因妻子的流

产又被束缚进无尽的婚姻泥潭；《黑暗茫茫》中已进入中年的马立南深陷生活的泥沼不能

自拔，为赚取女儿毕业后高额的进修费不得不到足疗店兼职，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在平淡

的描写中透露着深深的隔阂，本希冀与女同事林梅芳能在家庭之外聊点不一样的东西，却

发现自己视为精神伴侣的她因家庭的变故而看透一切，无欲无求，他最后一点生活的色彩

也消失殆尽。《持续的寒意》中秦玲以“被暗恋”的身份意欲帮助贾丽丽挽回濒临破裂的婚

姻，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品味着偶然性对自己的戏弄，无

奈地接受着动机与结果的反差，生活的荒诞让我们在文学与现实中相遇碰撞。

小说中简单明快的短句运用，使作品呈现出干净流畅、简洁有力的语言风格，明晰而

流畅的表达让读者充分感知到生活的丰富模样，这与对小人物生活命运的直白描述和日

常生活的记录相得益彰。但小说总体上缺乏对生存状态的诗意探寻以及理想状态的诗性

追问，小说中很多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消极、麻木甚至冰冷，如果只专注于对命中

注定的生命活动的描摹而忽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将会使作品缺乏审美的张力。同时，作

品还要避免滑向稀释情感消解意义、追求本能陷入精神失重的另一个极端，殊不知对主流

意识形态的逃离正是对世俗化意识形态的贴近，而缺乏理性力量参与和支撑的文字往往

天生底气不足，最终要使文学消解和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终究是一种空想，这是文学作为

社会产物的宿命。

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来看，作者表面上的冷漠或多或少会影响欣赏主体的审美判

断，在这个被大众和资本所左右的喧嚣时代，好的作品应该始终葆有一份捕捉美好、

抚慰哀恸的情怀，用作品的真挚与温度引领读者审美水平的提升，这也是文学的一种

本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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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痴意 文章滋味
——评吕晓涢《痴》 □俞耕耘

一部有情的现代中国一部有情的现代中国百科全书百科全书
————评李洱评李洱《《应物兄应物兄》》 □□丛丛治辰治辰

这部出版于2018年底的鸿篇巨制姗姗

来迟，让作者李洱长期处在善意或调侃的询

问当中，当然也不乏幸灾乐祸的质疑。但李

洱忍受住了这些尴尬。13年来他从未拿出

一篇作品，以至于人们几乎快要忘记他发表

《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时的荣光。13年

中，他变成了一个周到活跃的文学组织者、

深受欢迎的活动嘉宾，甚至是批评家，他依

然妙趣横生、侃侃而谈；但是只有在《应物

兄》出版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这13年里他有

多么沉默。在他的嘴皮子滔滔不绝地吞吐

时，有一个世界始终藏在他的脑海深处盘旋

酝酿。他必须在喧哗与沉默之间寻找平衡，

寻找彼此沟通的办法，让喧哗不至于毁掉沉

默，而相反成为它的滋养。最终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应物兄》证明李洱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证

明，恐怕唯有这样的撕扯、挣扎与平衡，才正

适合这部小说，适合他所要表现的题材。

《应物兄》被认为是一部学院小说，讲的

是知识分子的故事。应物兄作为知名儒学

研究者，被委派在济州大学筹建一所儒学研

究院，整部小说正是围绕这一过程展开。依

照常理，故事似乎应该局限在济州大学的围

墙之内。但众所周知的是，大学早已不是象

牙塔，世界之喧哗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

桌。正如李洱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状态一样，

围墙外躲不掉的万丈红尘和围墙内本应有

的静默沉潜之间，构成了剧烈的对话和互

通，从而让情节不断延展，而细节无限丰

富。小说所触达的空间从济州大学的一间

办公室出发，走向北京、香港、美国，甚至蒙

古与沙特阿拉伯，从学界蔓延至政界、商界、

市井与江湖。如果仅仅将小说表现的宽度

拓展至这些空间，当然并不足以令人赞叹。

尤为出色的是，李洱将诸多空间密切地联络

起来，把空间的迁移编织进时间的逻辑或非

逻辑关系中。因而空间们会彼此侵入、交

叠、渗透，然后把事与人都变得面目全非。

于是儒学研究院就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个拆

迁改造的市政工程，参与其中的学者、商人

与政客都逐渐显露出狰狞面目，而远在哈佛

的世界顶级儒学大师也从仙风道骨变成道

貌岸然，让人疑心简直就是幕后推手。正是

依靠这样精巧而娴熟的空间操作技术，李洱

将一个其实叙事速度相当缓慢的小说讲得

花团锦簇，悬念迭起。而强势空间的扩张性

和掠夺性，不同空间的跨越与融合，这根本

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因此就像《红楼梦》

一样，《应物兄》所讲述的故事的确是在围墙

之内，但是又无远弗届，指涉着整个世界。

与空间的广阔相比，《应物兄》所书写的

时间跨度其实相当狭窄。小说的开头，积雪

尚未化去；小说的结尾，雪花再次飘飞。在

85万字的篇幅里，小说讲述的不过是一年

之内的故事。但这绝不意味着《应物兄》因

此而缺乏历史的纵深，甚至在我看来，《应物

兄》中的历史感较之它的空间技术还要更为

出色。不少论者将《应物兄》与《儒林外史》

和《围城》相提并论，但后二者所书写的不过

是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应物兄》则至少写

出了三代知识分子。从大陆知识界最黄金

的1980年代走过来的应物兄、文德能、芸娘

等是一种面貌；应物兄的学生易艺艺、孟昭

华、范郁夫则是全然不同的一代；而应物兄

的老师辈，乔木、何为、姚鼐、张子房四位先

生以及双林院士，又是别一种风骨了。如果

从姚鼐先生的转述上溯至他的老师闻一多，

我们甚至可以在《应物兄》当中看到整个现

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谱系。而李洱

的历史爬梳还要远为复杂，他甚至写出了历

史长河的不同支流：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

乔木等人，和远走美国的程济世，经历与心

性大相径庭。尽管小说似乎以应物兄为叙

事主线，但对其他代际的知识分子，也并非

蜻蜓点水、聊存轮廓而已。譬如乔木先生，

他像影子一样站在应物兄和整部小说的背

后，并伴随情节展开而愈发显得重要。在双

林院士和何为先生相继去世的时刻，乔木先

生的情感强度甚至支配了整个小说，远远超

过已然丧失激情的应物兄，让人疑心这部小

说的主人公可能根本就是乔木先生。其实

早在小说开篇，乔木先生的那句告诫“记住，

除了上课，要少讲话”，就已经重塑了应物兄

的基本性格，这句话携带着20世纪风云遭

际的重量，将这部小说进一步从知识分子这

一群体推出去，面向整个中国现当代史。

能够在一部全景式书写当下的小说中

营造出如此厚重的历史感，源自于一种认真

的态度。和诸多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同，

《应物兄》从本质而言不是轻浮、戏谑和油滑

的，甚至没有一丁点沾沾自喜；相反，它有一

种沉痛的深情。作为一部学院小说，《应物

兄》的叙述的确相当理性，有着不动声色的

复杂，也包容了庞杂渊博的知识，反讽与隐

喻比比皆是。但李洱并未媚俗地矮化知识

分子的形象，小说最重要的反思主体应物

兄，始终认真地对待世界、历史和自己。他

像孔子一样，如丧家犬般游走在这个令人困

惑的世界，却努力寻找着“应无常物，执有常

道”的办法。而正是在有常与无常之间，在

人的有限性悲剧之中，抒情产生了。而当我

们读到那些有关1980年代历史的回忆，又

会清楚地看到应物兄的脸庞上分明带有李

洱本人的轮廓。《应物兄》之所以能够如此认

真与深情，正因为李洱从未让写作的理性彻

底支配，他从未觉得自己超越了写作的对

象。相反，毋宁说李洱是通过这样漫长的写

作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那一代人的历史

和命运。为此他必须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在

这个世界中他和他所创造的应物兄，应物兄

和他所研究的孔子，合而为一了。

当然，以2000字的篇幅谈论一部85万

字的小说，无论如何是不负责任的。关于

《应物兄》还有太多未尽的话题。譬如“应

物”二字的多重内涵，譬如他以知识为小说

叙述方式的精湛技巧，譬如那个被命名为

“thirdself”的第三人称在哲学与叙事学中

的意义……但或许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

杰作，更长的篇幅也无法穷尽对它的讨论。

如同那些已经被拿来与之参照的经典作品

一样，《应物兄》一定会在很多年之后，仍被

人们反复提起，并从中发现新的秘密。

（《应物兄》，李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