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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品荐

《问道：〈老子〉思想细读》，〔日〕池田知久著，王启
发、曹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池田知久（1942-）是专

攻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出土文

献研究的日本学者，在中日

学界都享有盛名。这部近 40

万字的《问道》，初稿写于

2014-2015 年，2016 年初修

订成书，可谓池田知久在《老

子》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也

是他多年解读《老子》文献、

阐释《老子》思想的集大成之

作。按照作者在书前“致中国

读者的序言”中所说，他写这

本书的初衷，是为一般读者

提供一本“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解说《老子》思想的普及读

物”。但展读全书，实际上书

中核心部分的三编“老子其

人”“《老子》其书”和“《老子》的思想”，都各有一些内容涉及细密的文

献考证，带有很强的专业性。相对而言，书后附录的“《老子》经文（马

王堆帛书甲本）与白话翻译”，可能非专业读者读起来会更觉轻松。

第一编“老子其人”在全书三编中，篇幅最小，仅有80页。但在

这一编里，通过对老子最早的系统性传记，也是最早把老子尊为道

家开山始祖的经典文本《史记·老子列传》，进行材料溯源和典籍对

读式的分析，作者得出的两个结论，却颇具震撼性：首先，老子其人

的实际存在非常可疑。“老子”之谓，更宜于理解成《史记·老子列

传》中提到的老聃、老莱子、周太史儋，以及分别出现在《庄子·知北

游》《汉书·艺文志》里的老龙吉、老成子等一系列道家理想人物的

合体共称；其次，《老子》这一文本，也是在“老子”这一人物被虚构

并尊奉为道家始祖之后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才经多番撰写、补

充、编纂而成其原形的。

第二编“《老子》其书”侧重介绍传世至今的各种《老子》文本。

依迄今所见，《老子》最早的抄本是从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整理

来的《老子》甲、乙、丙本，编纂、抄写的年代稍后于此的是马王堆出

土的《老子》甲本，再往后是马王堆《老子》乙本和北大简《老子》，这

一抄本和编纂序列的最后结果，则是通行的《老子》王弼或河上公

校注本。

第三编“《老子》的思想”是全书主体，包括6个部分：“《老子》的

形而上学”“《老子》的伦理思想”“《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的非

战思想”“《老子》的养生思想”“《老子》的自然思想”。以“道”为中

心，并且把“道”设定为派生和超越“天地”“万物”的本源性实在，这

使得《老子》具备了近乎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特质，也使得《老子》

所阐述的以道为本源的万物生成论，与更深层的退步史观达成了

表里相应的关联。依托这样的大前提，在过去的不少相关诠释中失

之零碎晦涩的《老子》，终于在《问道》这里得到了一个全面贯通的

系统阐释。特别是在深入论析《老子》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意识，

对于人的异化的克服，对于柔弱胜于坚强的“逆说”辩证法的力倡，

进而把“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推崇到在养生和施政的意义上都属

“道德之至”的高度,上述几方面思想取向的内在脉络上，《问道》所

做的，都堪称精到。

《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故

事》是一本探究小说创作方法

的书。与近年新出的许多类

似读物有所不同，它的作者不

是纯粹的学院派理论家或写

作课导师，而是一位在从事创

意写作教学之前和之余，在文

学出版、文学编辑的行业深耕

已久，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涉猎

很广的多面手。尽管这部书

稿源于作者在大学讲授写作

课的内容，但篇章架构和行文

用语丝毫没有高头讲章似的

艰深繁复。如作者所说，这本

书虽脱胎于旨在为学生提供

实用写作建议的课堂讲义，但

修订成书的过程中，他的目标却转向了讨论伟大的作家是如何解

决写作中的具体问题。而这恰好是作者从小痴迷于阅读、琢磨文

学作品，一直想探明究竟的问题。

书名之所以起成“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故事”（How to Write

like Tolstoy），也正是为了铭记作者20岁时初读英译本的《安娜·

卡列尼娜》，从列文向基蒂求婚的一段对话描写中，深切感受到虚

构艺术奇妙魔力的一段经历。因为这段经历，托尔斯泰在作者心

目中，俨然成了创造文学虚构世界的一尊神，以至当他谈论起其

他西方文学经典和当代小说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提及托尔斯泰的

作品，据之为做比较和下判断的一面镜像。

全书分12章，每章聚焦一个主题，从“抓住、邀请、诱导：关于

开头”“环形废墟：创造人物”“其中的奥秘：视角”“你说：对话的艺

术和技巧”，到“秘密活板门：讽刺的力量”“用叙事抓住小说”“思

维的波浪：散文（注：原文为prose，指的是包括小说在内的广义散

文）写作中的节奏”“‘像佐罗那样’：描写性爱”，再到“终结的感

觉”，对小说创作的基本步骤和常用技巧，展开了步步纵深而又井

然有序的举例分析和归纳梳理。大量曾经作者精心编辑出版的

英美当代小说，都在各章的主题讨论中作为聚焦个案，显露了它

们问世前由于作者和编辑的磋商、斟酌而发生关键改变的“秘

笈”。一批欧美文学大师完成他们重要作品的宝贵经验，也以生

动小故事的形式穿插进各章的讨论，和有关托尔斯泰作品的赏析

片段一道，彰显出经典参照和行动指南的意义。书末还有同一主

题的连续两章“审阅和修改”，用来总结作者以编辑家的身份，常

年参与文学作品在出版环节经受审阅和实施最后修改的独到体

会和宝贵经验。像前面各章一样，这两章里，除了回顾作者本人

亲历的许多名家杰作的问世经过之外，还讲述了很多作者从广博

的阅读中得来的珍闻。

通览全书，确实像书名副题“伟大作家们的创作历险记”（A

Journey into the Minds of Our Greatest Writers）所示，会有一种

陪伴着欧美文坛远远近近的诸多名家名作，重走一趟创作进程的

感觉。无论是想要获取创作手法上的某些启示的写作者，还是希

望从贴近具体作品和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对欧美文学增进感性

认知的文学研究者或大众读者，应该都能从这本写得既有趣又扎

实的书里，获得不小的收获。

《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故事》，〔英〕理查德·科恩著，徐
阳译，大象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特约撰稿特约撰稿：：李林荣李林荣

《《杂话建筑杂话建筑》：》：从中国建筑透视中华文明从中国建筑透视中华文明
□□罗健敏罗健敏

2019 年年底，一套专门侃谈建筑的

《杂话建筑》受到读者广泛关注。这套书共

分《变化的建筑》《记忆与传承》《树木与房

子》《寻宗与觅迹》《探秘老北京》5本。作者

张克群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也是梁思

成先生的学生。退休以后来了兴致，研究建

筑历史，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了许多讲解建

筑的书。

最近的这一套，是专门写给不搞建筑

的朋友们看的。目的是想让不搞建筑的人

读了以后，能多懂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

这套《杂话建筑》的著成、出版，可以说

是恰逢其时，水到渠成。近几年我注意到，

各行各业的广大民众对“建筑”的关注显著

增强。

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古建、古村、古镇、古城拆得让

大家心疼了？

是不是新城市建得越来越没味道，引

人念旧了？

路越宽，汽车越多，交通反而越不顺

畅，是不是让我们不禁反思，我们的城市建

设出现了什么问题？

尤其是北京，不但没了城墙城门，胡同

也在逐年消失。

人们不禁惊问：北京还像北京吗？

……

这些引发国民关注的问题，已然不是

开发商层面的“房地产”属性，而是建筑的

历史、文化属性，是它的“建筑学”属性。

大家关注“建筑学”了，这是广大民众

文化水平提高的表现。

张克群建筑师在这时把一套讲解“建

筑学”的通俗著作呈现给大家，的确是恰逢

其时，应运而生。大家在关注建筑，关注城

市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基本建筑知识的不

足而受阻。工程知识、历史因素、艺术修养，

都影响着我们对所居住的建筑作出研判。

那么，我们有必要都懂点建筑吗？这要

看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只是挣钱过活，穿衣吃饭，就真不

需要懂什么建筑。但若想做一个活得明白、

有文化的人，咱们真有必要懂点儿建筑。这

里说的“懂点儿建筑”，指的不是会从开发

商手里买房子，而是去发现我们日常身边

的建筑承载了什么？建筑师张克群用5本

书，给了一个最浅显、最简要的解释——中

国建筑传承了中华文明。

5本书里，除了一本是介绍西方建筑

史，其余4本讲的都是中国建筑。中华文明

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至今仍延续未断的惟

一一个。另外三个，美索布达美亚文明（两

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已灭

绝了，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不曾中断。

那另外三大古文明的古文字已经成了谜，

连史学家都认不得，更不要说普通百姓。惟

有中国，我们说的话、写的字仍然是从几千

年前传承演变下来的。这样了不起的中华

文化是有文字记录、实物承载的，而它最重

要的载体之一便是建筑。

人类文明能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等到

高级，不断传承、发展、进步，都是因为人类

为自己建造了可以居住、可以读书、可以生

产的种种建筑物。而且恰是这些建筑物的

演变与进化过程，让我们得以了解先贤走

过的足迹。

我们惯常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光辉灿烂”等词语来形容中华文明，说惯

了、听惯了，可是我们真的学明白、学深了

吗？住在北京的人对书中说到的北京，又知

道多少呢？生活在江浙水乡、闽粤徽赣、川

蜀黔贵、晋冀鲁豫、山川平原的人，对自己

家乡的古村、古镇又知道多少呢？如果承载

着我们历史的这些载体全部消失了，只剩

下千百座仿西方城市、假“现代”建筑，中华

文明还剩什么呢？

欧洲人占领北美大陆后，不仅大肆屠

杀印第安人，更是彻底毁灭了印第安文明。

葡萄牙、西班牙占领南美，也毁灭了玛雅文

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历史一再提

醒我们，要在保卫国土的同时，还要保卫中

华文明。

这一层意思，张克群通过有关建筑的

轻松故事，让读者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中华

文明的无穷魅力。她像讲故事一样，告诉大

家房子如何从地基开始，一步步盖到房顶，

把复杂的木结构解剖开来，一目了然；她像

讲故事一样，把老北京的选址、造城、城里

的道路格局、大街与小巷的关系、北京的水

系、规划北京、建造皇宫的那些名师巧匠等

等都告诉你；她像讲故事一样，把中国最重

要的佛塔、寺庙、道观的来龙去脉提示给

你，待你下次旅行时，能带着基础知识去现

场，亲自解开这些建筑的奥秘。

你会发现，原来东直门、西直门、崇文

门、宣武门等等所有带“门”字的地名，当初

那里都是有城门的；所有有“口”的地名如

菜市口、珠市口、鲜鱼口，当初那里就真的

是个专门市场；那些有池塘、河道名字的地

方，当初真的有水有河。

你会发现，古建屋脊上的一排小兽不

是小狗，各有其名，各有故事；门前一对石

狮脚底下踩的东西不一样，表情也不同；明

清斗栱与唐宋斗拱大小差得很多。还能明

白，古人用纸糊窗户而不是玻璃，为什么不

怕风雨？赵州桥的哪一个优点，比西方早了

上千年？应县木塔经风雨、雷击、地震，缘何

屹立不倒？书中语句，严谨中不失风趣，但

由于信息量太大，每件事都无法细细展开，

感兴趣的读者可能就要去查阅更多专著

了，慢慢地自然会成为一位见多识广的人。

张克群在为读者提供趣味建筑知识的

同时，也绘制了许多一看便懂的插图。

这些插图，也是这套书的一大亮点。讲

建筑的书一定要有相应的图，让读者看到

所谈及的建筑的形象，以便还原日常。但是

这套书的建筑插图主要是手绘图，这便显

得更为难能可贵，包括建筑、雕塑、总图、人

物等1180余幅图，都由作者一手绘就，工

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普及建筑知识，该书作

者大有功劳。

读完《去洞庭》，已是夜幕时分，楼下喧

嚣不绝，有卖水果的，卖罢脚蔬菜的。我站

在27楼的阳台上，透过窗，外面霓虹闪烁，

人事浮尘。思绪还未从故事中拉回来，仿佛

史谦就在眼前，仿佛顾烨正驱着一辆牧马

人消失在薄雾里，仿佛张舸正躺在一间逼

仄房间的窗台下，还有小耿的背影，他那张

夜幕下模糊的脸，以及图们身侧的火车，即

将开往东北，鸣笛声起……

一

《去洞庭》是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就叙

事方式而言，作者抛开了传统小说的线性

叙事，整个故事横跨北京、东北、湛江、西

藏、湖南等地，几乎大半个中国，作者却以

“环形叙事”“并列叙事”为策略，编织出了

一个偌大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架构网，将

史谦、顾烨、张舸、小耿、岳廉、图们等几个

年轻人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整个结构

如同电影《低俗小说》和《两杆大烟枪》，也

如同格非的小说《人面桃花》。这样的叙事

方式，似乎体现着作者对传统小说叙事的

某种反抗和突破，它无形中扩大了小说外

延及其发展的新方向。

正因为作者有较强的文本意识，所以，

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常规出牌，

更不可能像传统小说那样从故事的“开端”

写起，而是找到了整条故事线上几乎接近

中间部分的某个“情节点”作为切入点，由

此，我们可以猜想，整部小说在写作之前，

作者是经过精心排布和构思的。这个“情节

点”即是小耿强奸张舸后开始的逃逸，其

实，在这个情节点之初，文本就已经隐藏着

众多信息，如开篇“北归”章节里第一二段

中这样的句子：“暮色浓稠，最后一抹夕晖

被大地没收，世界又回归了让他感到安全

的黑色”，这里的“又”字值得玩味，为什么

是“又”？此前“他”遭遇了什么，以及为何会

“感到安全”，人物此时难道不安全吗？背后

有着怎样的隐情。接着，句子“汗水顺着脸

颊滚落，他下意识地擦了一把，闻到一股浓

稠的血腥味道。他断定不是他的血。不是他

的，反而使他慌张”也颇具玩味，这句话里

隐藏了几个重要的信息，人物闻到一股浓

稠的血腥味道，这个血是谁的？人物断定血

不是自己的后，反而慌张？为何不是自己的

反而慌张呢，作者统统没有交代，而是采取

了“信息缺口”“悬而未决”的处理方式，直

接绕开，继续描写故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种种悬念就此抛出。

可以说，作者在整部小说里，对于“悬

念”的运用十分娴熟，让人不免想起美国悬

念大师史蒂芬·金，以及日本推理小说家东

野圭吾。在“北归”里，信息隐藏的部分还有

很多，陆续形成了一种“信息缺口”式的写

作。如：小耿在同张舸交流时，问她是否是

华容的，张舸没有回答，而是吃吃地笑，说

你猜。如：小耿见色起意，强暴张舸后，陷入

无尽的懊恼，认为自己脑子一定是短路了，

此时脑海里浮现起父亲的音容，认为这样

的自己会令父亲失望，为何失望？作者没交

代。如：“她坐起身，不经意间，他瞥见她手

腕上有道隆起的疤痕，如一条柳眉。你割腕

过？她将手腕遮住，没有回他，脸色一下变

得异常难看”。这里，张舸没有回答小耿的

问题，脸色变得异常难看，使其身份和过往

显得更具神秘感，这里既是为后文交代张

舸过往留下的伏笔，也为人物背景增添了

一抹悬念色彩。同时，在小耿打算逃走又不

敢逃走，怕张舸报警时的谈话里，张舸失落

地说：“无所谓了，都无所谓了，这么多年，

谁在乎过我的死活？”这些话里，显然隐藏

着大量的信息。这些对话，这些描写，又不

得不让人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来。

事实上，以“北归”章节里所举的这些

列子，在后文中比比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可以说，正因为作者采取了“环形叙事”这

样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和组织架构，加上

不断切换叙事主体——以第三人称非限制

视角的方式讲述故事，才使得每一根线都

不是完全独立的线，每一个章节都不是完

全成块的章节，若把整个文本想象为一根

“桃枝”，那么这些单独的章节更像是桃枝

上分叉出的其他枝丫，它们相互独立、相互

依存，信息如同凹凸的铁块或滚动的齿

轮，存在“信息缺口”，却又能相互咬合、不

断补充，在故事推演中，作者还巧妙地运用

第三人称非限制视角这样一种独特视角更

好地展现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以此将人物

心理变化与故事情节紧密融合、对应。这

样，在文本的推演中，又不断释放前文隐藏

的众多信息，包括：人物背景、事件原由等

等，使得整个故事前因后果渐次明朗，人物

形象逐渐饱满。

二

与其说小说试图在阐释现代社会人关

于欲望、迷惘、困惑等话题，我觉得，更像是

在探寻关于毁灭与重生的关系，文中几个

人物呈现“二元对立”的关系，如：小耿对应

岳廉、张舸对应顾烨、史谦对应岳廉。

张舸是岳阳人，小耿也是岳阳人，他们

家庭环境、出生背景、人生遭际迥然不同，

却都走上了如何重生的道路。张舸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不算富裕，但绝对谈不上贫

穷，她读过大学，想过做一名记者，却发现

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别，于是背

井离乡，北上闯荡，希望通过努力定居北

京，期间谈过一个男朋友图们，有过一段浪

漫的单纯的爱情，但在现实与物质面前，纯

真朴实的爱情显得一文不值，被贫穷、漂

泊、压力、困境碾压得面目全非。与图们分

手后，张舸通过相亲结识了下一个恋人王

竟先——佯装成军人的骗子，使她看到了

“前途”“希望”“未来”，然而，这个人却将她

骗得人财两空，精神失常。从此，张舸异于

常人，踏上如何重生的道路。小耿呢？由于

父亲罹患尿毒症，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外出

务工，然而面对高昂的手术费，他无能为

力，最终为了钱，为了生存，一步步走向犯

罪，走向逃亡，走向如何重获光明的道路。

在这期间，“洞庭湖”对于张舸、小耿而言，

无疑是“家”“温暖”“港湾”的代名词，那里

有他们的家人，有他们的过往，有他们的回

忆，那里亮着重生的灯塔，指引着他们回到

爱的港湾。

文中“洞庭湖”是爱的隐喻，同时也是

“自由”“欲望”的符号。如果说，张舸和小耿

走的是一条如何重生的路，那么岳廉和顾

烨走的却是自我毁灭的路。对于岳廉、顾烨

来讲，“洞庭”是他们初识的地方，是他们萌

生情愫、放纵情欲的场域。在那里，岳廉收

获了他的情场猎物，还为后来的文学梦想

找到了资金支持，他贪婪、洒脱、飘忽、才华

横溢，与踏实、本分、稳定、中年油腻的史谦

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是养尊处优、平静无波

的生活让顾烨找不到生活的幸福点、刺激

点，在遇到岳廉后，她一发不可收拾，安分

守己的她，内心被情欲所勾引，终于可以与

多年来敷衍着的同肥硕、笨拙、油腻的史谦

的夫妻生活告别，她找到了新的兴奋点，新

的归宿，洪荒之欲犹如开凿泄洪般倾泻千

里，她一次次地挥洒身上的汗水与爱欲，走

在毁灭自我的路上。

史谦呢？他与世无争，只专注经营事

业、照顾家庭，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说

有错，就是这个世界和他开了一个大玩

笑。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太快，太难以捉摸，

他也曾对平淡的生活感到厌倦，对妻子乏

善可陈的脸感到腻烦，并因此背叛前妻，然

后离婚，而世间很多东西似乎就是在这样

一种“因果轮回”“因果报应”的规律中演

变。最终，他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敌不过

肉身衰老带来的改变，他臃肿的身体令顾

烨厌烦，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让顾烨感到

疲乏，甚至让顾烨有种困于笼中之鸟般的

无自由感。

在他收到陌生彩信——妻子顾烨与陌

生男子的性爱照片后，他先是雷霆大怒，再

是忍辱负重，他想过息事宁人，装作若无其

事，愿意给妻子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在自

由、情欲面前，妻子一次次放纵自我，后来

甚至想过私奔。史谦是折腾不起的，他有女

儿，有家业，最主要的是有儿子，他不想让

这一切破碎，这些都来之不易，然而，在得

知儿子并非亲生后，加上生意场失意带来

的挫败感，种种原因使他倍感孤独、无助，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在他心里作祟，

他原本保有的原谅之情转变为了仇恨，于

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设计毁灭他人的道

路，也踏上了毁灭自我的道路。

三

文中，除了贯穿全文的“洞庭”这一意

象，还有多种隐喻的地方值得深思。比如：

张舸养在身边的那只鹦鹉；“幻象”章节里

史谦与顾烨在旅游中遭遇的海市蜃楼；“小

说家”章节里描写哑巴杀害出轨妻子的场

景；“瓶中船”章节里的瓶中船……

张舸在遭到王竟先的欺骗后，精神逐

渐异常，她开始给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打

电话，跟同事吹各种绘声绘色的牛，但夜深

人静的时候，她却是孤独的、无助的，面对

纷繁复杂的世界，我想，张舸或者更愿意把

自己包裹起来，伪装起来，这是一种自我怜

悯的表现，她缺少攻击力，如同待宰的羔

羊，伤害不了他人，就伪装好自己，伪装不

了自己，就自我欺骗。鹦鹉成了她的心灵寄

托，她同鹦鹉交流、生活，这些都是无需提

防戒备的，鹦鹉的存在，象征着她对外界卑

微无力的抗争，也象征着自我简单的、苍白

的救赎。

至于“幻境”章节里，史谦与顾烨看到

的海市蜃楼，多少带着“迷梦”的象征意义。

史谦活在自己的常识里、逻辑里、理性里，

他坚持认为那是海市蜃楼，戈壁是不可能

有湖泊的。顾烨却不同，她浪漫、梦幻、不

拘，如同对于眼前的海市蜃楼，她更相信是

真实的存在。在这里，“海市蜃楼”似乎也是

对他二人生活态度、爱情遭遇的种种暗示，

在生活与爱情面前，史谦是明白人，知道什

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

顾烨却不同，她坚持自我观念，在她眼里，

看见的，就是触及得到的。

“瓶中船”章节里，张舸躺在床上，父亲

告诉她，收到一个包裹，替她打开了。她问

是什么，父亲说是手工艺品。接下来的这几

句话耐人寻味：“一只瓶中船。用盐水瓶装

着，里面卧着一艘精致的白色帆船。她问父

亲，还记得从哪儿寄来的吗？父亲说，东北

寄来的，我跟你妈研究半天，也没搞明白这

船是怎么塞进去的。你说瓶口这么小，哪儿

装得下这么大的船？太不可思议了。她不说

话，望着帆船发呆。她好奇的不是它们怎么

进去的，而是怎么出来。对她来说，它被困

在里面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张舸面

对悲惨生活的态度，作者还是心存怜悯的，

短短几句话，表现出张舸的病情开始好转。

起码，她开始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自己的

人生了。瓶中船，如同她一样，走进一个逼

仄的死角后，该想想如何重生了。

作者是心存怜悯的，全文充满悬念，

结构复杂缜密，结局却不够残酷，不够心

碎。在背叛爱情这样一件事情上，我起初

以为作者会让顾烨走上一条残酷的道路，

但作者还是选择了原谅，又或者这里的原

谅，包括对史谦的原谅，对顾烨儿子的关

照，毕竟失去母亲对于小孩来说是残酷

的，孩子是无辜的。作者只交代了顾烨开

着牧马人远去，却并没有告诉人们顾烨后

来的情况，或许这一切，就该让应受此罪

的岳廉承受吧。

毁灭与重生毁灭与重生
——读郑小驴长篇小说《去洞庭》 □□夏立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