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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

看，索尔·贝娄这个人

■李颂

十年前他已去世，今年是他一百周岁诞辰。他是
唯一拿下普利策奖、 诺贝尔奖并连获三次美国国家
图书奖的作家。

我看过两段他七十几岁时跟文学专业大学生座
谈的录像。老年的他仍然相貌堂堂，谦和的眼神中偶
尔闪过鹰隼式的锐利，而嘴边常浮起微笑，那是一种
天真和睿智的混合体。说起话来不疾不徐，发音是典
型的修养良好的老知识分子类型。

他是索尔·贝娄，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
尔西郊一个俄国移民家庭，父母都信犹太教，连全世
界公认的他的生日6月10日也是按犹太历算的，按
公历算应该是7月。 他４岁就学会了希伯来文，《圣
经·旧约》是他的启蒙读物。父母都喜欢阅读，每天晚
上给他念睡前故事。８岁时他得了一场大病，住了８
个月医院。 可能是出于小孩子在陌生环境里自我保
护的本能，他学会了自己阅读，读了很多很多书，并
从此将阅读作为终身爱好。也是在那时，小索尔就确
立了将来当作家写书的理想。

尽管有俄国、 犹太教、 加拿大法语区的背景，
他最热爱的城市却是芝加哥。 ９受岁时他父亲为逃
脱贩私酒的罪名从加拿大跑到芝加哥， 后来通过
“蛇头” 把家人也偷运了来。 索尔·贝娄是作为一个
非法移民踏上美国土地的， 到快30岁才把身份洗白
入了美国籍。

如同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北京之于
老舍一样， 芝加哥成为索尔·贝娄多部小说的背景。
他后来考上了芝加哥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 又转学
到同样坐落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学人类学。 他认为
芝加哥比纽约更代表美国，但这不妨碍他在《更多的
人死于心碎》 一书中说“中西部的人脑子转得比较
慢”。

六十多年的写作除了盛誉， 也给他招来了强烈
的批评。 最受诟病的是他喜欢从身边的朋友与同事
身上获取写作素材，并如实写进小说，知情人一眼就
能看出原型是谁。他的朋友们对此倒并无微词，甚至
会主动给他讲很多逸事，希望能被他写进书里，能被
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观察和记录是一种荣幸。
索尔·贝娄一直努力把握三件事的平衡： 真实原型、
小说的自传性和虚构性。

他的第一人称“我”通常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为
主人公和记录者，传达作者的呼吸和脉搏。 其实这个
主人公的原型往往就是索尔·贝娄自己。 他在小说里
写别人的人生，他自己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部小说。

他17岁丧母， 作为家里最小也最受宠的孩子，
他和母亲关系非常亲密。 所以母亲早逝给了他重重
一击。这也是他一生和女人纠缠不休的一个注解。他
在去世前曾经感叹：如果少花些时间在女人身上，我
能做成很多更有意义的事。

他一共结了5次婚，前4次都以离婚收场。 这些婚
姻经历都在其小说中出现过， 包括妻子与他的好朋友
出轨。 他曾经想用枪解决心头恨，但最终用写作《赫索
格》治愈了妻子和挚友的双重背叛带来的巨大打击。世
上因此少了一个罪犯，多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

据说他对女人既霸道又依赖， 总散发着一种自
然天成的性感魅力。他喜欢美女，而美女也恰好喜欢
他。他的每一任妻子都以美貌著称。最后这任太太詹
妮丝·弗里曼比他小43岁，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那
年他84岁。

也就在那一年， 他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
《拉维尔斯坦》，也是他爆料式写作的登峰造极之作。这
本书的主人公原型是当时备受里根总统、 撒切尔夫人
推崇的阿兰·布洛姆。阿兰和索尔·贝娄相当于伯牙、子
期的关系。 阿兰曾在索尔·贝娄的鼓励下写出了《美国
精神的完结》，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 他的去世让索
尔·贝娄无比悲痛。几年后，记录好友的小说《拉维尔斯
坦》面世了，但是其中阿兰·布洛姆是同性恋的爆料，令
世人瞠目并招来阿兰·布洛姆粉丝们的抗议。 对此索
尔·贝娄说，他完全没料到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还停留
在中世纪。在他心目中，写这本书是他纪念好友的最好
方式。 但对如潮的批评，倔强高傲的他还是后悔了，并
对亡友感到抱歉。再版时他对小说作了修改，这倒引得
像我这样的新读者只想去读旧版了。

《拉维尔斯坦》有长篇小说的篇幅，但因为人物
不多而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索尔·贝娄的目的是挖
掘出阿兰在生活中不为大众所知的闪光点。 阿兰瘦
削高大，酷爱高级定制的法国西装、美食，性格冲动
外向，带些神经质。 他简直像是从索尔·贝娄的小说
里走出来的。 甚至有人说，就算世上没有阿兰·布洛
姆这个人， 索尔·贝娄也能用笔写出来一个阿兰·布
洛姆。

索尔·贝娄的主人公都是美国中产知识分子。他
不像马尔克斯、昆德拉那样被中国的读者所熟知，这
可能跟中国读者都市经验匮乏、 不能体会他所表达
的精神异化有关系。 他所表达的知识分子的危机感
在中国还没有被广泛关注。索尔·贝娄在国际文坛和
福楼拜、司汤达、狄更斯等人齐名。他幽默机智，而又
不仅仅如此， 他还有着深切的悲悯， 使得其他用调
侃、嘲弄的笔触描述当代生活的作家顿失光彩，他是
在中国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 河北教育出版社多年
前曾出过他的14卷全集， 据说至今仍然库存三千
册。

一本关于索尔·贝娄的新传记《索尔·贝娄的生
活———致名与利，1915-1964》，5月初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写了索尔·贝娄生命前50年的经历， 所以又
叫“年轻索尔的传记”。

在他和大学生的讲座中， 学生问他写作是否为
获取名利，他立刻否定。他说：“我希望我的书而不是
我自己被关注。”被问到获诺贝尔奖的感受时，他说：
“被瑞典国王、王后接见，穿漂亮衣服，住宫殿，这让
我觉得自己像辛德瑞拉。 实际上我不喜欢被注视，
所以我选择隐居在芝加哥。 有一天推销员上门， 看
见我信用卡上的名字， 讷讷地说， 啊， 您是不是得
过， 奥运会冠军？ 我说， 是啊， 我是游泳运动员，
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教育学教授叶澜：让生命唱歌
■本报记者 王珺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的
当时大学中对教育学的揶揄， 一直
是许多搞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心头无
奈的痛， 但教育学者叶澜却以此身
份为荣，出席会议签到时，特地突出
“教育学教授”的身份。从进入大学，
教育学就是她的“学术兴奋点”，并
成为她终身奉献的事业。

在教育学面前， 其他学科的学
者更易摆出轻慢或救世主的姿态。
这种处境下， 叶澜既不像“教育学
界内的一些伶俐秀慧者， 跳出没有
学术地位的教育学界”， 当然更没
有转身后对教育学界的冷嘲热讽。
她认识到，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只有靠我们自己”。 她在不同的场
合说过同样的话： “我们要努力让
教育学自尊起来， 让其他学科感到
教育学是有用的。”

生命哲学家齐美尔用“生命比
生命更多”、 “生命超越生命” 来
说明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创造性的超
越。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扈中平评价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历经30年， 不
仅硕果累累， 同时也是学派创始人
叶澜自我生命的绵延， 是她生命冲
动、 生命之流的生动呈现。

作为标志性成果， “基本理论
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合作校变革
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三套“生
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 丛书近
期出版。 从叶澜的著作和生成这些
著作的实践中， 不难发现， 她与教
育学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 她领导
的“新基础教育研究” 呈现的气质
与她个性中自信、 自得、 深情、 率
真、 诗意、 陶醉的生命特质不谋而
合。 扈中平教授认为， 这种完美的
契合， 皆因二者建立在生命自觉这
一共同的根基之上。

教育学的原点是对生
命的体悟

在“基本理论研究” 丛书首卷
《回归突破： “生命·实践” 教育学
论纲》 一书中， 叶澜以“教天地人
事， 育生命自觉” 作出了“生命·
实践” 教育学派对“教育是什么”
的中国式表达———

教育是基于生命、 直面生命、
通过生命所进行的人类生命事业。
生命是教育的“魂”， 实践是教育
的“行”， 学校 （以及其他教育组
织、 机构） 是教育的“体”。 教育
是一项充盈着人的生命的人类实践
活动。

1997年发表的 《让课堂焕发
出生命活力》 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
从生命的视角探讨教学活动的文
章。 叶澜坦言， 这篇文章之所以会
触动这么多学校和教师， 可能是因
为它触及了教育的基础性问题、 原
点问题， 并且与教师们的教育体验

和生命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叶澜领衔的“新基础教育” 研

究始于20年前， 在试行“新基础
教育” 的学校听课的时候， 在与许
多教师、 学生交流的时候， 叶澜深
切地感受到“生命” 对于教育的重
要性。

面对当时颇为普遍的课堂“沙
漠化”， 叶澜意识到， 对学生作为
个体的特殊性以及个体生成方式的
忽视， 导致了教育和教学成为重复
性的机械劳动， 成为不需变革的一
次次封闭的循环过程。 与此同时，
教师的生命价值也不同程度地被挤
压、 被遮蔽、 被忽视了。

以“生命”为切入点研究教育，
来自叶澜注重生命体验、 关注个体
生命的自觉。 她常常从自己的成长
经验出发，观照教育研究的对象。

“我小时候很调皮的。” 活泼的
语调使她跳脱出学者给人的通常印
象。 她主张对孩子的认识既不要神
化也不要矮化， 教育不能简单地从
一端到另一端。

教育学不仅坐而论道
更应“起而行道”

叶澜对“实践” 的认识， 贯穿
了对“生命” 的思索。 她说： “教
育学不仅是‘生命’ 的学问， 或

‘实践’ 的学问， 而是以‘生命·实
践’ 为‘家园’ 与‘基石’ 的学
问。 做教育学的学问， 不能只是坐
而论道， 而要起而行道， ‘论’ 是
为了更好的‘行’。”

一是“上天工程”， 进行抽象
的理论构建与研究； 二是“入地工
程”， 到中小学课堂中做研究； 三
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 尤其是学生
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通过唤醒学生
的主体性来激发真正的人性。 这是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鉴为“生命·

实践” 教育学总结的三个基本支
柱， 他将此命名为教育研究的“叶
澜之路”。

西南师范大学张诗亚教授更是
用“一脚一脚跑出来的” 这样质朴
的语言描述叶澜教育研究的实践路
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 在提
出教育学需要有以提升理论水平和
自我意识为目标的所谓“上天” 工
程的同时， 叶澜就提出了“入地”
工程， 深入到实践中去研究教育问
题。 据叶澜曾经的学生、 华东师大
教授李政涛介绍， 叶澜探索的第一
步是和陈桂生教授一起在上海的十
所学校开展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
综合调查， 这个项目持续了近两年
时间。 这使叶澜深深体会到实践工
作者所具有的独特实践智慧， 对教
育理论研究者来说， 这些智慧弥足
珍贵。

1991年在一所小学进行的
“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
发展” 课题研究是她的第二个“入
地” 工程， 李政涛说， 第二次“入
地”， 比第一次“入地” 更为深入，
这个研究的结题报告后来被评为全
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与
一批有缘的中小学校长合作编写的
一套丛书。” 在“合作校变革史”
丛书总序中， 叶澜如此感慨， 这套
书是“写” 出来的， 也是“走” 出
来的。

“叶老师去合作校， 一去就是
一天， 听完课就评课， 下午跟教研
室的老师开座谈会。” 叶澜的老伴
钟老师从大学退休后也跟着她跑学
校， 钟老师很享受这种跟孩子们、
老师们打成一片的教育研究生活，
他自称是研究团队的志愿者。

“新基础教育” 研究真正体现
了叶澜一以贯之的扎根意识和介入
意识。 20年来， 她在中小学听了

上千堂课， 而且几乎对所有听过的课
都有深入细致的互动式点评。 李政涛
说： “这种扎根式的投入， 在教育学
教授中是不多见的。”

作为合作校，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
小学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 一度骨干
教师缺失， 本地生源流失， 成为一所
不自信的学校。 校长王培颖说： “在
叶澜教授及其团队的引领下， 我们对
教育理论的认识和教育价值的选择越
来越清晰， 而且努力将其‘化’ 到行
动中， 师生的精神面貌和实践能力一
步步从消极走向积极。” 在丛书的
《校无贵贱》 一书里， 他们勇敢地喊
出： 不以贵贱论高低， 要以自己的努
力来改变学校的今天和明天！

东北师范大学柳海民教授评价叶
澜的研究是充满人性关怀的， 是有温
度的教育研究。

构建超越生命的“学
术自我”

叶澜的学生王枬记得， 在1998
年元旦的学术例会上， 叶澜老师在
《我的学术自我》 主题报告中动情地
说： “人生是生命的流程， 是每个人
用自己的活动书写的一本书……我选
择的职业与我的人生在多重意义上实
现了高相关： 追求高质量的职业生活
和高质量的人生。”

从叶澜的发言和文章中， 很容易
感受到她生命和个性的独特， 有人
说， 她的言说、 思想和行动本身， 在
某种意义上， 也是“生命·实践” 的
产物。 换个角度看， 叶澜用自身经历
诠释了“一个人的学术史就是生命
史” 的观点。

叶澜194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小
学教师家庭， 耳濡目染着父亲与学生
们那种浓浓的师生情。 “我是喜欢文
学的， 其次喜欢历史， 第三是教育。
但做老师就要懂教育， 所以考大学时

第一志愿选了教育。” 从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系毕业后， 她以优异的成绩留
校任教， 最初两年是实践锻炼， 在华
师大附小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 两
年的小学教师生活， 让她对基础教育
形成了最初的“情结”。

与叶澜聊天， 能够感受到她思维
的敏锐和直觉的丰富， 她给人的感觉
是热情真挚、 充满诗意的。 作为教育
学者的叶澜， 除了学术文章， 也写抒
情文字。 老伴不无自豪地说： “她的
散文写得很好的， 你看看她在 《人民
教育》 杂志的专栏， 上期发表了她写
的 《感谢芦花》。”

“人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 文学
会给人启示， 是读人的学问。 我一直
讲做教育的人要爱文学， 要读懂人。”

“很文艺” 的叶澜这样理解教育与文
学的关系。

叶澜喜爱读书， 注重扎实的学术
积累， 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 尤为
关注哲学。 在 《回归突破： “生命·
实践” 教育学论纲》 一书主要参考文
献中， 列出的155本著作， 可以看做
叶澜写作这本书时的阅读地图。

对不同学科的广泛涉猎， 使叶澜
将各种思想资源回流到“教育与教育
学”这个阅读原点中。李政涛说：“多种
路径的横向比较， 使她能跳出既有的
认识框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教
育和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 而阅读原
点的确立， 则使她有了作为教育学研
究者应该具有的强烈的学科自我意
识， 这种意识后来直接促使叶澜提出
了有关‘教育学立场’的命题。 与此同
时，她将对教育的种种理解回到‘人的
生命’这个思考原点上， 这一原点贯
穿于她整个的学术历程。

叶澜鼓励学生多读书， 尽可能地
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 她认为教
育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局限于本专业的
书籍， 视野不宽， 这势必会阻碍专业
发展。 同时， 她也提醒学生， 并非书
读得越多越好。 “我的一些酷爱读书
的研究生容易犯两个毛病： 一是喜欢
赶时髦， 今天流行海德格尔， 就读海
德格尔， 明天来了哈贝马斯， 就读哈
贝马斯， 成了学术上的追星族； 二是
容易陷入哲学、 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
语境中不能自拔， 忘了自己的专业身
份。 针对这种情况， 她建议， 一方
面， 不要以阅读的广度取代思考的深
度； 另一方面， 要牢牢扎根于教育学
的“家园”， 不要做学术上的浮萍和
墙头草。

74岁的叶澜教授笑声爽朗， 她
拿出手机与记者分享她在上海闵行体
育公园拍的照片。 “你看， 这叶子美
吧？” “你看， 这些小野花， 你不注
意的话， 是发现不了的。” 她把这组
照片命名为 《留住春天》 发到微信朋
友圈， 获得许多“赞”。 “在哪里都
能拍出好照片！” 这位白发、 花衣的
老太太对自己善于发现瞬间之美的眼
光不无得意。 然后， 她又回到专业的
话题， “教育的问题是研究不完的，
因为孩子天天在长。 只要有发现问题
的眼睛、 有研究问题的心， 样样皆可
研究”。

封面·人物

《甘特的冬天》：向浅阅读发起挑战

■本报记者 王珺

“如果你仅仅想获得阅读的快感， 那你
不要读这本书。” 在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和百万庄图书大厦主办、 一起悦读俱乐部协
办的“西班牙语文学译丛” 读书会上， 北京
大学著名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如此忠告读
者。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当天推介的巴拉
圭文学名著 《甘特的冬天》 “不是一部好读
的书”。 但听了原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
长、 该书译者之一尹承东及赵德明教授的解
读后， 又让人燃起了“偏要读” 的欲望。

《甘特的冬天》 是巴拉圭作家胡安·曼努
埃尔·马科斯的代表作， 被誉为拉丁美洲
“爆炸后” 文学的典范之作。 小说通过女教
师埃丽萨、 世界银行总裁甘特、 女大学生索
莱达以及神父、 妓女、 吸毒者各阶层人物的
情感纠葛和反抗暴政的故事， 将巴拉圭这片
陌生的土地与纽约、 亚特兰大、 巴黎等现代
大都会联系起来。 而作品在故事的主体框架
之外又加入原始部落卡拉伊人对当今世界的
预言， 形成一个多重语义相互交织、 情节发
展回旋往复的叙事文本， 从而鲜明、 生动地
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所处时代矛盾的敏锐认识
和清醒思考。 在艺术上， 作者成功地运用意
识流手法和多声部对话理论， 对叙事体文学

的写作模式进行了一次深入而有益的美学探
索。 巴拉圭文化和教育部因其“所体现的历史
价值”和“在民族自尊心与理想信念培养方面
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 将本书作为国民教育
读本推广。 作品迄今已被译为20种语言。

赵德明教授认为，这部小说的结构、写法、
语言、名词形容词搭配以及引用的后现代和巴
赫金理论，都是对文学爆炸时期的小说实验成
果的继承。 美国学者特雷西·K.刘易斯在《甘特
的冬天》序言中强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马科
斯的小说会全方位提升读者的精神高度。 他认
为，俄罗斯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富有预见
性的理论为解读近几十年来包括《甘特的冬
天》在内的世界优秀小说提供了思想依据。 他
忠告读者，暂且搁置少许固有标准，以便在语
言风格、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和读者本身角色
上吸纳更多可能性。

作为该小说的评点者， 他诚恳地邀请读
者进入自己的阅读之旅： “现在轮到你与它
们对话， 让它们与你的忧伤不幸、 癫狂荒唐、
睡梦中困扰你的奶价和醒来时温暖你的拥抱
融为一体……感觉自己正与所有伟大的文学
作品一道， 探知生命的对手。”

据悉， 中央编译出版社还同时推出了
《擦肩而过》、 《匆匆半生路———拉丁美洲最
新短篇小说集》 等优秀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品。

书海观潮

王德威：不同视角讲述中国

■缇妮

著名学者、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
威（主要作品：《被压抑的现代性》、 《想象
中国的方法》 等） 日前应北师大国际写作
中心之邀， 与学者、 作家及北师大的学生
们对话交流， 就讲述中国经验、 中国故事
这一近年来大陆批评界的热门话题发表见
解。

王德威教授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
中国曾经如何运用叙事文学讲述中国故
事。 自1902年梁启超的 《新中国未来记》
之后， 叙事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
一个重要表征。 在这种叙事文学的传承
中， 小说以虚构的方式展现、 回顾、 描述
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在许多历史的关键点
上成为动人的力量， 并且和大历史产生了
互动。

王德威教授在传统的文学研究和广义
的话语文学范畴内， 分别列举重要作家对
大陆与海外这两种文学视角加以说明： 从
弃医从文的鲁迅， 到同样弃医从文、 想用
文学改变人们对台湾历史认识的赖和； 从
自然主义的茅盾， 到沟通台湾和海外现代
主义的刘呐鸥； 从浪漫传奇的郁达夫， 到
台湾共产党人吕赫若； 从乡土中国的沈从

文， 到书写 《原乡》 的台湾客家人钟理和；
从因创作而漂泊新疆的王蒙， 到书写革命历
史的台湾军人作家姜贵； 从创作 《青春之歌》
的杨沫， 到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作家杨逵； 从
鸳鸯蝴蝶派， 到张爱玲、 琼瑶、 三毛， 从写
《家》 的巴金， 到写 《家变》 的台湾作家王
文兴； 从书写大陆乡土文学的莫言， 到投身
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陈映真……王德威教授
用广泛而丰富的例证勾勒出话语文化圈内的
中国想象。 在不同聚落、 不同历史政治背景
下， 华语写作者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各自想
象中的中国， 形成了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
与问题。

王德威教授还引入乌托邦、 恶托邦和异托
邦的概念表述了他认为的“讲述中国” 的可能
方式。 他认为， 当下讲述乌托邦的权利已归属
至知识分子手里， 而在乌托邦跟恶托邦之间，
异托邦给予了作家更大的折中余地。 异托邦代
表我们在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生存处境， 用人为
的方式制造出大大小小的空间， 为作家们提供
了想象， 是他们在进退之间最辩证的空间。

主题报告和作家、 学者发言后， 北师大
学生就“异托邦” 的概念、 抒情传统与现代
性的问题、 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研究问题， 以
及非中文母语的华裔作家创作的中文文学与
华文文学的关系请教了王德威教授。

叶澜教授在小学课堂听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