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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普京的保镖火了！人家抽空
参加里约奥运会，就夺得了奥运拳击
金牌。俄联邦保卫局傲骄地表示：没
错，叶夫根尼·季先科确实是我们的
人⋯⋯这个“抽空”让观众艳羡不已。

无独有偶，北京时间8月21日，80
后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作品《北京折
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
小说奖。“雨果奖”被誉为科幻小说界
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继刘慈欣《三
体》后，第二位中国作家斩获该奖项。
郝景芳的经历颇为有趣：本科就读于
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研究宇宙黑

洞，博士突然转念经济，之后又参与
事关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课题组；同
时，她还会拉大提琴，是个两岁孩子
的妈妈。写科幻小说似乎只是她顺便
的事⋯⋯这个“顺便”让人们对她这个
人比对她的作品更加好奇。

“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

在小说《北京折叠》中，郝景芳把
北京虚构为一个三重的空间，可以像

“变形金刚一样折叠起来的城市”，却
又“具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每个空
间里人的处境各不相同，主人公是一

位叫老刀的垃圾工，为了给捡来的孩
子糖糖交幼儿园学费，冒险去其他空
间送信⋯⋯她说，其实这部作品更多
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曾经有一段时
间，她住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有时候跟
楼下的人聊天，聊他们生活的压力，聊
他们远方的孩子以及对于生病的担
忧，那是个充满困顿和担忧的世界；然
而几个小时之后，她在学校见到挥斥
方遒的同学，或在工作中接触到诸如
世界500强的CEO等，那是一种云端
的日子。于是，在郝景芳的感觉中，北
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的所在，彼此
之间谁都不了解另一群人的日子。她
想把各种生活写下来，让大家“看见”
彼此的生活，而且让大家“看见”彼此
平时的“看不见”。

有趣的是，关于《北京折叠》，中国
的读者更多理解为写出了社会阶层和
特权的存在，以及政治安排对于每个
人生活的影响和北京的特殊性。但是
郝景芳说，她曾和国外的一些读者交
流，发现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机器化和
自动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她对小说中的
情节设定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在《北京
折叠》这篇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
种可能性，面对自动化、技术进步、失
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
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显然并非最好
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我个人不希
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
更加光明。”

用抽象世界映照现实

郝景芳曾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前三届得主是韩寒、郭敬明、
张悦然），但她并不像“新概念”的大部
分作家那样关注青春与疼痛,而是从
一开始就聚焦科幻题材。“喜欢科幻是
从高中开始的，看《科幻世界》、刘慈
欣，也看艾萨克·阿西莫夫等老牌作家
的作品，那时候我关注更大一点的问
题，比如宇宙、量子力学、人的自我意
识，关注人是什么、世界的真相假象，
也特别喜欢看哲学家们写的关于人、

自我、人类意识这类书。”她坦言，“我
对校园爱情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就想
写关于人和自我意识这样的题材。”

然而，她并没有选择将写作作为
自己的职业。对她而言，写作更多是兴
趣，“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的一些
旁观，那些画面和感慨存在心里太满，
我需要一个载体将它们保存起来。”从
2006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她的作品并
不多，仅有一部长篇科幻《流浪苍穹》，
两本短篇科幻小说集《去远方》和《孤
独深处》，此次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
折叠》收录于 《孤独深处》。

“《孤独深处》的书名源于我对科幻
小说的感觉。科幻小说构想一个可能
性的世界，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最
容易感觉到出世和异化，出离世界的感
觉是最孤独的孤独。”她说自己有一次
工作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看着窗
外天已经黑了下来，突然有一种因为荒
诞感而引起的伤感：无论我怎么书写这
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
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

郝景芳说自己平时读现实主义文
学比科幻文学更多。“只是我经常感觉，
用直接书写的方式并不容易真的反映现
实，相反，用一个遥远的抽象世界作为映
照，反而能将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征照
亮。”在不久前由九志天达、雨枫书馆、
掌阅及腾讯文化主办的郝景芳新书发
布会上，刘慈欣到场祝贺：“我一直很
喜欢郝景芳的作品。感觉她的作品和
其他的科幻作品相比，有一个别人没
有的特点——她把我们主流的、常见
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
光。这种诗意让人感觉到既有古典的
味道，也有现代、前卫的感觉。”

其实，郝景芳的写作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她称自己的小说属于“无类型
文学”，对科幻读者来说不够科幻，对
主流文学作者来说不够文学，多次被
杂志社退稿。当年拿着完稿的《流浪苍
穹》去寻求出版时，没有收到任何回
应，曾一度反思：是不是在《流浪苍穹》
中自己构筑了一个过于宏大的意向，
地球和火星两个对立的社会经济体

制，而自己的笔力不支，无法驾驭？这
让她非常沮丧，甚至一度陷入了自我
怀疑中。直到几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唯
一一封邮件反馈：“你创造的世界是绝
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
幻作家所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
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发件人：刘
慈欣。”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北京折叠》的英文版译者是科幻
作家兼翻译刘宇昆，他也是《三体》英
文版译者，这是他翻译的作品第二次
获得雨果奖。实际上，刘宇昆在美国
的本职工作是程序设计员与律师，曾
于2012年和2013年两度摘得雨果奖
最佳短篇故事奖。他在短短数年内连
续翻译了四部中文长篇科幻小说，以
及 40 多篇短中篇科幻小说。今年 4
月，当郝景芳得知自己入围雨果奖时，
在微博里回应：“再次感谢宇昆兄的翻
译，小说的翻译与被接受程度紧密相
关，宇昆兄在帮助华人作品推广方面
居功至伟。”

说到推广，去年刘慈欣在获奖后
就曾表示，雨果奖对于更多人了解中
国科幻、促进国内科幻创作是有一定
作用的，但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奖项来
提升一个国家的科幻文学水平。令人
欣慰的是，近年来一批“后新生代”
科幻作家异军突起，他们不断地在想
象力、实验性、思想性上进行突破，
努力尝试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样，郝景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坦言，中国科幻圈子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源头并不在科幻作者这
边，而在于读者。很多优秀的科幻作
者一直在默默坚持写作，如果大家关
注到他们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很多一
样优秀的作品。

“我会一直坚持写下去。写作是
生活最重要的快乐源泉，也是孤独深
处最重要的情感力量。”郝景芳希
望，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中
国科幻创作的群体，这或许才是中国
科幻真正繁荣起来的关键所在。

郝景芳郝景芳：：让大家让大家““看见看见””看不见的看不见的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书与人

在当前的教育和学术领域，创新
被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
却有人因此而忽略、漠视相关常识和
基础。先哲所云“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虽然时常挂在国人嘴边，但还是
有许多人热衷于在臆想中建造空中
楼阁，在虚幻中构建海市蜃楼。《韩偓
诗集笺注》一书是对这类“怪现状”的
强力反拨，它所呈现的价值取向、治
学方式及精神高度给不同层面的读
者以诸多惊喜。

《韩偓诗集笺注》的作者齐涛先
生受知于史学大师王仲荦先生，而王
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以研
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卓然成为一代
宗师。王先生另外的“研究方向”是唐
宋文学，早年曾经执教于中央大学中
文系，并有《西昆酬唱集注》传世。王
仲老为齐先生选定的研究方向是晚
唐文学，《韩偓与韩偓诗研究》本是齐
先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对韩诗进行笺

注自然成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机组
成。具有深厚史学底蕴的学者研究文
学肯定有他自己的风格和门径，譬如
在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前言”，对韩偓
生平了若指掌，对相关大历史背景参
详精当、认识精辟，两者融会贯通、如
出一炉。对详实史料驾轻就熟，运用
不枝不蔓、得体畅达。不像不具备高
层次史学素养的人需要借鉴别人成
果，而且由于“嫁接”不当，往往做出
一锅夹生饭，甚或不伦不类。与此同
时，书的主体笺证部分融文史为一
体，最终落脚于文本，对文本解读透
彻，又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层面。可
谓既遵循着同类研究的当行本色，又
兼容自己的学术背景，别是一家。

“打通文史”需要极高境界，自然
不易得。但是它所昭示的通才取向对
多数人读书、求学乃至治学有着诸多
启示，对当今教育、学术中的所关联
的流弊更是一个警醒。从某种意义上

说，大师多是通才而不是专家，健全
的人也需要在某一领域内拥有一点
通识而不可视野过窄。兼容文史属于
传统意义上的通才标准，在这个层面
上，本书和他的作者为学术研究和国
民教育提供了一个范本。

其次，由本书想到治学方法和对
传统文化的评估。“笺证”属于传统的
治学方法，以传统标准衡量，最能显见
治学者的学识、功底，也是研究中国文
化的一种基本方法。然而却为许多自
诩前卫的治学者所不屑，往往在没有
明白它是何物的情况下就弃如敝履，
而过于迷恋甚至迷信方法的革命，就
好像武侠小说中对倚天剑屠龙刀的痴
迷。殊不知一则在信息时代没有哪种
方法是能够长期保鲜的，二则一个真
正的绝世高手使用的常常是一柄普通
的青钢剑甚至手中无剑。你如果企望
超越传统文化，必须明白传统是什么，
必须明白它道统精神的精髓和缺憾在

何处，必须掌握它最为基础的治学方
式，惟其如此，你才有资格谈超越。

齐涛先生作为当代学者，他自然
明晓“当代”的真正内涵。所以他没有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刻意装饰、肆意渲
染，使之如七宝楼台，炫人双目。而时
下某些人做学问或者做教育，动辄拾
西方人牙慧视若珍宝，把自己的研究
和实践装点得缤纷多彩，导引得许多
人贯注于那个唬人的“椟”，却忽略了

“椟”内是否有“珠”。《韩偓诗集笺注》
使读者读得清爽而踏实，从最简捷的
研究中获取最丰富的所知。民族文化
即是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通道，每个
民族文化都有其视为根本的传统研
读范式，而这就是叩开通道门扉的终
极密码，我们的学子切不可以妄自丢
弃。因为要读出中国精神，中国化的
研读不可或缺。从这个角度，本书同
样不失为一个范本。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

九层之台，根基何在
——由《韩偓诗集笺注》议治学常识

刘笑天

生命的缘起，深远玄妙。人类
也罢、家族也罢，都是一个宏大的
系统，每个枝节末端，都有生命的
生生不息。它们赐我们力量，也给
我 们 打 击 。 让 孩 子 经 由 生 命 的 源
头，看到自己——我想，这是海灵
格 《洞悉孩子的灵魂》 中所要表达
的核心要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灵格的家
排 （“家庭系统排列”，心理治疗领
域一种新的治疗理念）工作是在绘制
一幅地图，一条蜿蜒生命大河流淌的
曾经。这样一条河流注定不会是直线
奔涌，每一条河岔、每一个渡口，都留
下了一些沉淀和印记。河水流走了，
但这些隐匿的存在并没有消失，只是
人们不自知罢了。

荣格的理论中阐释的集体无意
识，用在此间，似乎可以唤作家族
无意识，或者是家族集体有意识的

遗忘和掩埋。这些我们不知的或者
被有意识掩盖了的真相，仍会在生
命中汹涌波动，伺机为他们的命运
发 声 ； 也 可 能 由 于 压 抑 而 分 外 强
烈，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
之下，波涛迅猛地冲毁堤坝，截断
了我们的生命之河。

而我们无需讶异。重要的是，
看见。

《洞悉孩子的灵魂》 采用了对话
和案例的方式，呈现了孩子们面临
种种挑战下的生存，诸如受害、自
闭、自杀、残疾、强奸、领养、流
浪，以及学校、父母、机构对待孩
子问题的策略。所有问题的解决，
都 经 由 家 排 的 方 式 切 入 。 纵 观 全
书，海灵格强烈的信念、态度和意
志尽在其中。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宗
教背景，这一点在他的理念和行为
得以充分展现。相较于很多心理学

流派的大师所采用的近似中庸的姿
态而言，海灵格无疑是格外坚定甚
至可以说强硬的。

在《凯文的排列》以及大量的案例
工作中，海灵格逐字逐句地带领案主
进行对白，是完全主导地进行干预。也
就是说，排列这一行为是当事人在自
发地进行，而对话则全部按照海灵格
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些言语是否发自
当事人自己的需要和意愿？不得而知。
在《帮助一个自闭症的妹妹》的案例
中，自闭症的女孩语言表达之清晰完
整甚至超乎常人，如果将之定义为自
闭症的话，在病症诊断上就已经需要
仔细斟酌了。

在论述“好的良知”一节中，
将恐怖分子的行为定义为出自他们
立场的良知，恐怕是失之偏颇的。
既然是良知，本身就是一个正向的
词汇，把良知称为好的良知和坏的

良知本身就有问题。如果将之更替
为“信念”这个稍具中性色彩的词
汇，尚能勉强接受。同样的问题还
存在于“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章节
中，如果说在施害者面前需要变得
更加谦卑，我是无法认同的。换一
个字眼，“理解”，似乎尚可。

最难以理解的是书中涉及的所
有案主均不在现场的案例，如一个
厌食症的学生，带来这个问题的是
她的老师，选取的几个家庭代表均
与当事人无关，在老师面前做家排
是否只为促进老师对家庭的理解？

阅读海灵格的书籍，对生命、
系统的尊重让人感同身受，如大江
大河般生生不息。许多概念、方法
的阐释和运用又让人心存疑惑，像
激流弯道的冲击。

《洞悉孩子的灵魂》 【德】伯特·
海灵格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经由生命的源头看到自己
水秀乡

波德莱尔在《火箭》中写道：“所
有纹样中，阿拉伯花纹是最具概念
性的。”不必说，阿拉伯花纹就是指
唐草。Conte Arabesque（法语，
阿拉伯花纹式的故事），也就是唐草
物语——很难说我在起这个总标题
时没有想到波德莱尔的话。若蒙认
为本书总标题来自波德莱尔的话，
那就不胜荣幸了。

不仅是标题，这本《唐草物语》
中的12篇故事，也无一不是出自书
本或是掌故。我虽然不打算逐一说
明，但其中有几篇是出自意想不到
的灵感，因此在这里介绍一下聊作
慰藉。

大概有很多人知道坂口安吾的
《紫大纳言》这篇优秀的短篇小说，
但恐怕很少有人记得里面出现了

“飞翔的大纳言”这个词。如果我没
有注意到这个词的话，想必也就不
会写下这篇《飞翔的大纳言》了。

阿波利奈尔的短篇小说中，有
一篇《布拉格遇到的男人》，写的是
彷徨的犹太人的故事。好奇的读者
如果把这个短篇和我的《金色堂异
闻》拿来比较的话，大概很容易发现
结构上的共通点吧。

如果有人读过著名将棋研究家
增川宏一先生的《棋盘上的游戏》，
就会知道里面记述了在蒙古，人们
会用动物形状的棋子来下西洋棋一
事。《棋盘上的游戏》一篇，没有这点
的启发是写不出来的。

（选自《唐草物语》后记，标题为
编者所加）

《唐草物语》【日】涩泽龙彦著
林青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每一个故事都
来自书本和掌故

涩泽龙彦

新书赏

你是不是被
问到“为什么”
时，常常回答不
出来？是不是常
常被问“你想表
达 的 重 点 是 什

么”？日本逻辑思考大师、企业经营顾问西村
克己在本书中以图解和简洁的文字讲解了逻
辑思考力的重要性，提高逻辑思考力的 7 大
基本方法，思考、写作、言语表达时运用逻辑
思考力的20大窍门，帮助你从混乱无序的思
想压力中解脱出来，理清思路，准确表达自
己，达到顺利沟通，快速完成工作的目标。

《逻辑思考力（经典版）》

【日】西 村
克 己 著 邢 舒
睿 译

北 京 联 合
出版公司

古 斯 塔
夫·荣格是瑞
士心理学家和
精 神 分 析 大
师，他对性格
类型的划分和

“ 集 体 无 意
识”概念的分
析，深刻影响着 20 世纪的主流心理学学
派。荣格在学说上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了
继承和发展，并在梦、无意识、人格面具等
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学说。

本书以富于逻辑性的解析和生动的案
例，向读者呈现了荣格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和
理论。荣格的心理学对东方传统思想兼收并
蓄，不仅有极大的临床价值，且深具哲学内
涵。仿佛一段荣格派心理学的深度旅行，本
书百分百地呈现了其思想的精华所在。

《百分百荣格》

【法】魏维
安·蒂鲍迪著
严和来 译

漓江出版
社

女人如何
看待空间？女
人的空间与家
庭、社会与文
化间的联系又
如何？

《女 人 的
房间》 一书通

过图片与文字的方式，讲述了 10 个国家，
40 位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与其空间。作者将
形塑成“这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周遭环境
容纳进来，小自家族渊源、爱情，大至社
会发展、历史脉络，通过女人的房间，反
映社会的缩影，探讨父权政治及女人当家
的空间结构与权力之间不同的面貌。

《女人的房间》

彭怡平 文/
摄影

中央编译
出版社

本书作者
哈里·李·坡用
七章的内容，
探 讨 了 埃 德
加·爱伦·坡所
思考的一些主
要生命问题。
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历经苦难，爱伦·坡一生
的巨大谜团是什么，他的死与什么事件相关
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有关埃德加·爱伦·坡
的巨大谬误损害了广大读者对爱伦·坡作品
的理解，也破坏了历史学家对爱伦·坡生活的
刻画。本书通过回顾爱伦·坡的诗歌、短篇故
事、文学批评及科幻小说，揭示了一位深受邪
恶的存在，正义的真相，甚至爱、美和上帝
的问题困扰的爱伦·坡。

（实习生 林馥雯 整理）

《永恒：埃德加·爱伦·坡
与其世界之谜》

【美】 哈
利 · 李 · 坡
著 袁 锡 江
译

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

滋味坊

品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