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023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书香中国

■书 评 ■新书品荐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近年不少文学期刊和新媒体平

台都纷纷开辟“人文地理”一类的栏

目，用专设的篇幅和图文并貌的编

排形式，为描摹人与自然关系的非

虚构类作品，提供充足的发表机

会。这并不是文学写作和文学媒介

在越界行动，而是文学从人与自身、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这三重维度

来观照和展现世界的古老传统，响

应着新的时代条件，发生了新变化

的表现。长期流落在其他两个维度

旁侧的人与自然这一文学书写维

度，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如延

展空间。但实际上，在文学界以外，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进行的探察

和叙述，早已发展成了现代科学体

系里的一个专业分支，而且它的通

称恰好也就是“人文地理”。在国内

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张其昀、胡焕

庸等前辈之后，海外华裔学者中在

推进西方人文地理研究方面做出突

出成就的，要首推《神州》这本书的

作者段义孚。

段义孚 1930 年生于天津，少年

时期就随担任外交官的父亲，举家

出国，辗转旅居澳大利亚、菲律宾和

英国。195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读

完本科和硕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之

后定居美国，陆续任教于印第安那

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

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

康星大学。自 1974 年出版《恋地情

结》开始，段义孚倡行的“系统的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与熔科学

精神与诗意文笔于一炉的写作，

在西方地理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随后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一系列

学术成果，把现代地理学所依托

的空间科学、量化运算和逻辑实

证的方法体系和价值根基，重新

引向了人文和人本的维度，人与

地貌、空间和景观等生存环境要

素的关系，以及人在这种关系中

的主体意义，都获得了全新的定

义和深入的阐释。由此，人文地

理这门学问开始重振生机，以涵

盖和升腾于新兴应用科学和悠久

人文传统之上的新高度和新气

派，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加速释放

活力。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

理》这本书原以英文写于1968年，

出版于 1970 年，是作者展示他学术

创识的成名作《恋地情结》面世之前

的劳动成果，也是通往《恋地情结》

那段学思历程的一个特殊片段的记

录。依作者在中文版序中的追述，

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在情感上是“要

向故土致献敬意”，在理性上是“想

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

而所谓“不落窠臼”，就是要克服把

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割裂开来的陈

规陋习，把自然和人文历史联系起

来，以致更进一步，将经济、社会和

文学、艺术都贯通起来。这样的写

作立意，实际上已经清晰地显现出

了后来在《恋地情结》中彰显得愈加

分明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

全书四个部分，主题依次为“自

然和人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景观和

生活”“中华帝国时期的景观和生

活”“近现代中国的传统与变化”，按

照概论加顺时分期的述史方式，对

上古、秦朝至明清以及近现代各历

史时期中国地理与社会人文条件的

交相影响状况，都做了畅达深切的

梳理和剖析。除第四部分最后一章

关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容，

是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

补写的，前面 8 章都译自段义孚先

生原著，行文立论的处处细节都确

实体现着不违初衷的诚恳和精心。

译笔的优雅洗练和图文编排的刻意

求工，更为这部经典之作的中译本

平添了几许历久弥新的光彩。

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的魏简（Sebas-

tian Veg），是法国汉学界的新生代

人物，在法国出版过 3 部鲁迅小说

的法语译本。他的多篇研究中国现

当代作家作品和文艺现象的论文，

近年也曾译成汉语发表在中国的文

学研究专业书刊上。这本中文版达

400 多页（正文 339 页、附录年表和

参考书目及索引近 100 页）的厚重

之作《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译自他

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者在书后

“致谢”语中自陈：“本书乃多年研究

的成果，始于我2004年在普罗旺斯

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

恰如书名副题“20 世纪初期的

文学、现代主义和民主”与法语原版

的 书 名 主 题“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意为“中国权力之虚构”）

所称，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权

力以及现代主义和民主这几个内涵

和外延上都明显属于不同层面、不

同范畴的对象，在书中被关联成了

一个整体。而之所以能够如

此，皆因作者以“虚构只有在它

引起了读者的信任这个条件下

才能发生作用”为前提，把虚

构认定为权力和文学都同样依

赖的一种叙述形态：“虚构和

权力两者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运

用语言，两者之间其实是一种

历史的亲属关系，甚至是一个

互相交缠的谱系。”这么一

来，权力和文学也就成了在虚

构的平台上既并存又竞争、既

相依又相歧的伙伴加对手式的

恩怨组合。

而书中对于“中国”和“文

学”的把握，也与寻常的国别文

学或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路完全

不同。维克多·谢阁兰的《勒

内·莱斯》、弗兰茨·卡夫卡的

《中国长城修造时》、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以及鲁迅

的《阿Q正传》、老舍的《茶馆》这些

或诞生在20世纪初期、或映照着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跨

越法语、德语和汉语多重语言和思

想、文化的疆界，牵连着各位作家与

此相关的其他作品，汇聚到了《在虚

构与现实之间》的论述视野内。无

论是上述三位欧洲作家瞄准中国语

境或借用中国题材所进行的满溢着

“异国情调”的创作，还是鲁迅和老

舍似乎立于时代主潮之外的视角来

审视近代中国革命和社会状况的小

说或戏剧，对于欧洲和中国各自固

有的那种自我绝对化和中心化的虚

构传统，都作了深沉有力的质疑、反

思和批判。对此，《在虚构与现实之

间》以大量的篇幅给予了绵密的文

本分析和雄辩的论证。一些具体观

点或有见仁见智可以商榷之处。在

虚构的观念认识和文学文本的解读

方法上表现出的新意，却很值得关

注、镜鉴。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20世纪初期的文学、现代主义和民
主》，【法】魏简著，杨彩杰、杜卿、包世一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
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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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散文理论中，根据文艺性

散文对自身不同功能的侧重，把它分

成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

散文三类。这种分类固然对应了传统

散文创作的基本实践，但在今日散文

文体发生某种裂变时，如再坚持就暴

露了观念滞后的弊病。面对突破这种

分类界限的散文创作，以及随之而来

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打破其固化的

观念模式，否则就不能发现一些优秀

散文的长处，不能准确地加以评价和

阐释。

上海散文作家朱蕊近年来新出版

的《上海之妖》和《蛇发女妖》这两本散

文集，就是解构传统写法的成功实

践。其中《几点黄花满地秋》最有代表

性，这是一篇万字长篇散文。写的是

作者供职报社的搬迁史，先是坐落在

过去的《申报》馆旧址，到处散发着老

报馆的味道，后又几度迁址。在搬迁

史中突现了一张大报的演变史，那就

不仅是社址的变化，而是时代的风云

变幻了。作者在几个时代节点落墨，

串在一起，确有“史”的风范了。按理

说，这可以归到记叙文一类了。然而

不，因为作者始终采用聊天谈家常的

方式，也并不都按顺时针方向。中间

还穿插了几个人物描写，多为名记和

名编的轶事，或手到擒来的排字工，更

有与名作家的交往。可谓人各有貌，

各有性情。这种绘声绘色岂非一般小

说笔法可比？作者作为一个亲历者和

目击人，把报社几个不同社址的现场、

物事和人事串在一起，展现了波诡云

谲的历史。往事历历在目，却早已时

过境迁、物是人非。她用记忆的藤蔓

钩沉往日的时光、永不回来的过去。

在发散性思维和意识流的笔法中，抒

发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和感慨。整篇

散文充满了怀旧和眷恋，给人以历史

感，同时我们仿佛在文字的夹缝中听

到对流逝岁月的一声叹息。所以它不

仅写了一张报纸的变迁和时代的变

幻，也写出了作者本人几十年来心灵

的真理之旅。传统散文记叙、抒情、议

论的多种功能，在本文的复合结构中

浑然一体，从而显得更有张力和质感。

朱蕊读大学考到了北京，大学毕

业后又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她去时并

无惜别之情，只是挥一挥衣袖便远走

他城，返后又不觉得在上海拥有自己

的“物证”。多少年过去了，她逐渐葆

有了一种无所归属的飘零感。但毕竟

大半生都生活和工作在这座城市，所

以她的散文的地理位置大多在上海，

或从上海出发。她的“飘零感”也许是

对“此城”独具慧眼的一个因由。行万

里路读万卷书，也使她能从更广阔和

深远的视野返顾上海。不少上海女作

家都写过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布

尔乔亚或小布尔乔亚。其实朱蕊写起

来一样很有情调，如《上海的一个夜

晚》和《拐角咖啡馆》。里面一个有着

洋名的年轻女子，时常出没于酒吧和

咖啡馆，“从卡尔维诺开始走入了春上

村树”，说不定还会走向刘呐鸥。但更

多时候，朱蕊宁愿把自己变成一个思

索者，一个哲人或哲人的摹本。在《晚

风吹来欢乐的歌》里，她试图谈论一个

与流行讲法不一样的老上海。她认为

人们集体怀旧的洋场阔少、豪门千金

那种有钱有势、醉生梦死的上海，并没

有像他们津津乐道的张爱玲那样把上

海比喻为上面爬满了虱子的华袍。实

际上天堂和地狱共存于一个空间：“一

面是风花雪月，一面是血迹斑斑”。诚

哉斯言！很少有人如朱蕊这般，坐在

繁华喧哗的边上，作冷峻的思考和言

说。她“阅读一张上海地图”，仿佛看

到一些往事和一些熟人走出熟悉的街

道，人们都是匆匆的过客。而一座城

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竟也会潮起

潮落——知青返城时，才知道我们居

住的城市是多么了不起。但当领馆签

证后欢天喜地胜利大逃亡时，同一座

城市，在有些人眼里就像弃之唯恐不

及的一只敝屣。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也。

朱蕊是一位富有女性意识的作

家，而她对女性地位的思考，恰是从反

思自身起步的。在《矜持美女》一文

中，她坦陈自己在“矜持”这点上“内心

非常矛盾”。她承认自己也喜欢有点

矜持，做一个含而不露很优雅的女人，

但却知道这表明“我中毒有多深”。因

为“在文化传统中，由外而内的束缚，

变成由内而外的自发的内心约束”。

这种经传统约束内化而修炼出来的

“矜持”，人们（包括女人自己）认为是

一种优雅，一种美，却是“对女人的一

种不公平”。应该说这个见解是犀利

的，虽然这让她“陷入混乱之中”。但

在更多场合，她的女性立场还是比较

鲜明的。在《第三性》中，她不赞同女

人许多时候只想当一只小鸟，找个地

方依人。“于是女人们全按照男人的口

味小鸟依人起来”。以致女人常常丧

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地位，作为一个

旁证：在电脑词库的字序上，“她”排在

“他”乃至“它”之后，成了“第三性”。

言下之意是，还不如波伏瓦说的“第二

性”。如果说在这类直抒胸臆的文字

中，作者在表明女性主义观点时尚有

欲言又止的地方，那么在她评论西方

作品和人的随笔中，就更放得开。《邂

逅·分手·恋爱感冒》从苏菲·玛索演的

爱情电影谈到演员本人，称赞她具备

了“一种全方位的开放性——一种不

确定性。就像她所演绎的爱情，不是

模棱两可，而是模棱无数可”。正如法

国学者罗兰·巴特把他的《恋人絮语》

称作“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爱情也

是无可结构的。在《罗曼史·布蕾亚·

自由飞翔》一文中，她对凯瑟琳·布蕾

亚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位法国女作

家、导演、编剧创作了8部关于欲望和

性的惊世骇俗的作品，其中根据其小

说拍成的电影《爱欲解放》被禁 24

年。朱蕊认为她的所有作品都竭力挑

战法国乃至全世界的道德尺度，对她

振聋发聩的女性性别表现给予充分的

肯定和由衷的赞美，并称她为“女人的

先驱”。在中国女作家中，明确表达女

性主义观点的还不多见，而朱蕊在自

己的散文里有了倾向性的表示，这是

难能可贵的。

读朱蕊的散文感觉有几多。一是

其读书多，求知欲很强，读一本即有开

悟，所谓闲来翻书见识多。但她的识

见并不都来自书本，也来自亲历；二是

其观察多，这种观察不限于所见所闻，

常能灵犀一点通达森罗万象，包括有

象和无象；三是思考多，在她的散文里

常见其对人类物质、精神、生存状态的

关注。即使身处机场大厅，她也会由

“出发抑或抵达”形而上地追问人的存

在、人类的家园和归宿、生存的目的和

意义。自古有文人多愁善感一说，朱

蕊却能进而多感善思；四是自出机

杼。因为来自自我独特的感知、悟性

和想象，所以她涉及的方方面面不会

与人雷同，她写作时喜欢出其不意、超

乎常规，如同她喜爱的法国电影。她

的文章往往从一时的心情、一个故事

或一个段子开始，然后来一个陡转，洋

洋洒洒地写下去，可谓兵无常势，文无

定法。她新出版的两本书名中都有一

个“妖”字，我推测并非为了博人眼

球。她自己的解释是：“妖”的含义很

丰富，有点匪夷所思的味道。“有时出

其不意，或者有创意”，“出乎常规，都

可以说是妖”。她的自出机杼、无拘无

束的写法，却让人饶有兴致地去追随

寻踪、探幽索隐。最后，也是我在开头

点到的，那就是对散文内外多种文体

和手法的无间隔运用。

《黄葛树下》这个书名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一棵树，可能让人记住一座

城市。

黄葛树是重庆的市树，树干粗壮，

虽不像一些北方乔木那样高挑挺拔，

但树枝散开，如巨伞一般，夏日遮阳，

雨天挡雨。这种树的生命力坚韧强大，

不畏环境恶劣，只要有那么一粒种子，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根、发芽，最终长

成巨树。尤其是在山地峭壁，黄葛树的

根紧紧拥抱着巨石、山崖、断垣，或者

从石缝里冒出来，或者从缝隙中扎进

去，而它的根部又能够发芽散枝，长出

新的树苗。细心人还会发现，每一棵黄

葛树是在不同的季节落叶和发芽的。

这是黄葛树才有的特点，在什么时节

栽种，就会在对应年份的同一时节落

叶，于是，巴渝大地形成了一年四季都

能见到黄葛树落叶、发芽的奇妙景观。

有人认为黄葛树是一种感恩树，并将

这种品性提升为知恩图报、不忘初心。

重庆诗人张刚将自己的诗集命名

为《黄葛树下》，应是对黄葛树的特质

有过思考。作为重庆人，在黄葛树下体

验、观察、思考，应然包含着对黄葛树

和大地、人生的多重感悟。他在诗集开

篇的第一首《黄葛树》中说，“何时栽种

何时更替/不附势媚俗/亦勿需赞赏/

谨守自己的生命时序”，“蜿蜒虬曲/古

态轩昂/树冠广展/奉献荫凉/曾经受

伤/结痂处已长出思想/初心不改/灵

魂有香”，这是写树，亦是写人，写树的

形，写人的心和神。这首诗的副标题是

“向重庆市树致敬”，诗人所抒写的，实

际上是他所理解的重庆和重庆人的精

气神。

通读诗集，扑面而来的首先是浓

烈的家国情怀。诗人热爱山环水绕、江

峡相拥的巴渝大地，热爱亲人，热爱生

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巴朗山雪》

应是写给知心爱人的诗，纯净、柔情，

浪漫、温馨。《立春的雪》灵动、甜蜜，淡

淡忧伤，写出了乡愁之美。《我的祖国》

《再见吧，德国》是唱给祖国的颂歌，诗

人抒发了因祖国而骄傲的豪情。情满

桑梓的诗作中，写得最深情的是《月

亮》。初秋想家了，为看家乡的月亮，专

程千里还乡，夜宿高山大盖，长夜守

望，可那夜没有月亮。“夜色茫茫/却有

沁芳/幽花疏淡/清新/舒爽/绵长/恰

似儿时/故乡月光温香/无月之夜/满

月意象/心无挂碍/一地清凉/还会走

向远方/走不出/故乡月亮般慈爱目

光/还会浪迹天涯/踏石留印/是游子

回家的芬芳诗行”，情系家乡、感恩家

乡、报答家乡的赤子之心，令人敬佩。

《秀山早酒》《致文昌亲友》《世界桌山》

等，读来同样质朴清新，情真意切，欣

欣有味。

诗人是勇毅的，“即使折断/折断

处/仍是绿色锋芒”（《芭茅草》）；诗人

是天真的，简单不易，却愿复杂的都变

得简单，那才是他心目中的“最美画

卷”（《今日阳光灿烂》）；诗人是仁厚

的，“现实骨感/早已诗意寡淡/你仍然

深情拥抱/这个婆娑世界”（《你》）；诗

人是痛苦的，“冻彻骨髓/雨才开出雪

的花朵/凌寒绽放/花才拥有梅的品

格”（《铁山坪晴雪感怀》）；诗人是独立

的，“不想活成标准/唯愿舒展心灵/当

鲜明个性/挺起高洁精神/芬芳生命/

大地最美风景”（《腊梅》）；诗人是深沉

的，人生就像天上月亮，“缺了会圆/圆

了会缺/生出万千爱怨/孑然孤悬/50

亿年/至今沉默不言”（《月》）；诗人又

是矛盾的，“冲突/合作/缝隙间/开出

无名花朵/风过处/悠悠暖香/淡淡苦

涩”（《活着》），“冲突”与“合作”两个方

面谓何？工作与学习、生活与事业，人

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等关系。

张刚的诗作大多直抒胸臆，抒写

的是其经历和阅历、思想人生，反映的

是其视野和胸襟、素养和品质，是其对

自己、他人、世界和过去、当下、未来的

看法。《闲趣》表达的是诗人另一重要

侧面的审美追求。诗人抓住几个细节，

似乎没有表达什么，却蕴含着哲思感

悟。“游鱼”在清溪里自在地游嬉，“蝴

蝶”在格桑花丛中自在地飞舞，“白云”

在蓝天下自在地飘移，这些都是诗人

体验的世界，而“时光柔润/静静散落

一地/我用闲情串成果子/一半给你/

一半犒劳自己”，则将诗人的发现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面，抒写的是对时间、对

生命的独到感悟和温柔以待，体现的

是诗人对亲朋好友浓浓的爱。

诗人注重自我审视。诗人在自然、

历史、文化中徜徉，部分作品似有超然

“出世”之感，而细细品读，方知诗人是

在嘈杂喧嚣中修为自省，于物欲汹汹间

于内心深处修篱种菊。《秋思》说，“坐在

深秋的门槛/品读大地物语/品读你/品

读我自己”，诗人在深秋时节回望春暖

花开，回望青春年少，多少滋味在这种

回望中悄然泛起。《乡居偶得》说，“闲云

野鹤醉桑梓/至爱醇美思黎明”，《夜游

凤凰山》写道，“暮雨涤尘微清凉/秋山

幽径明月光/偶闻宿鸟呢喃语/犹喜空

谷兰桂香”，诗人对闲适、优雅、安静的

喜爱和向往，折射的是对红尘滚滚、奢

华享乐的疏离、反感和批判。

从理论上讲，诗人和普通人在体

验现实与人生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如

果硬要说有所区别的话，主要的区别

就在于诗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特方

式，将个性化的体验、思考以诗的语言

和形式表达出来，说出普通人没有说

出、无法说出的微妙感受。这就是诗歌

之美的魅力，也是诗人创造性劳动的

珍贵价值所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多

种多样，在尊重诗歌艺术基本规则的

前提下，诗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体

验、学养修为和长期探索进行多种实

验，从而使每一首诗都体现出“这一

个”的风采。

在诗的语言建构上，张刚追求的

是简练、朴素、明了，力求准确表达自

己的体验，而回避过分晦涩、难懂的表

达方式，读者上手阅读即可理解诗意，

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净化与

升华。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其实不易把

握，主要原因在于读者对诗歌创新的

要求往往标准更高，如果使用过多的

熟语、习惯来表达，很容易给人带来审

美疲劳，失去进一步阅读的新奇感。诗

歌独特的文体特征是诗歌区别于其他

艺术样式的根本，但在当今的诗歌领

域，对诗体建设的重视还远远不够，诗

的散漫化倾向明显。张刚作为诗坛“局

外人”的率性尝试，应该说对探索诗体

建设有一定启示作用。

张刚的探索是众多诗歌探索中的

一种。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其有的作

品在建构诗的含蓄蕴藉方面还可进一

步加强；过多使用短句，有时导致作品

在表达上略显生硬，也少了语言的张

力和诗意的流动，等等。从一个读者的

角度看，如果诗人能够更多地关注当

下诗歌发展，吸收他人的一些有效表

达方式，相信其创作能够提升到一个

更新更高的境界。令人高兴的是，同其

他一些创作者相比，他的创作实践逻

辑不受制于所谓“文人诗”条条框框的

束缚，主张的是“诗即我、我即诗”，抒

写显得举重若轻。换句话说，他在创作

上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而是率性而

为、随心抒写。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

态。在这种状态中，他获得的是真实的

生命体验，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生

长，更接近于诗歌形而上的本质。“若

诗里没有情怀/丹青何须留白/若海洋

没有风暴/天空何须云彩”（《相信》），

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他诗歌创作的初衷

和归宿。

从一棵树看到一座城从一棵树看到一座城
————评重庆诗人张刚诗集评重庆诗人张刚诗集《《黄葛树下黄葛树下》》□□蒋登科蒋登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