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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的黑被一层白色的网状织物
包裹着，除了四个英文字母别无他
物，是的，这四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
词是PAIN，中文译作“疼痛”。诗人西
川说：“对，这里面一定是有些伤口，
一些看得见的伤口和看不见的伤口都
包在诗集里面。”

著名散文家、诗人、2013年塞尔
维亚国际诗歌大奖获得者赵丽宏近日
推出最新诗集《疼痛》。这本收入其近
年创作的五十余首新诗的诗集被称作

“触及人性底部的变法之作”。
赵丽宏以散文著称，已出版散

文集 60 余部，许多散文入选中小学
语文教材，并多次进入中考、高考
语文试卷作为阅读材料。但他最初
却是以诗歌登上文坛的，早在上世
纪 80 年代初就已富诗名，他当年创
作的 《友谊》《火光》《憧憬》《沉
默》 等一系列诗篇被广为传诵，影
响了一代人。

“这些年我写诗，其实是我一个个
人的秘密。有时候在飞机或火车上，
会把自己突然的念头写出来。有时候
早上突然梦醒，会把在梦中得的诗句
记下来。我有几首诗完全是梦中出现
的，比如说《重叠》。”已步入花甲之
年的诗人赵丽宏安静地说着自己与诗
的关系，在诗里，他从生命的分分秒
秒中，积累“疼痛”的题材，凝聚

“疼痛”的能量，勇敢地探索“疼痛”
这一具体的、和我们的个体生命发生
紧密联系的感觉。

西川 （诗人）：任何一个时代都不
缺疼痛，但是可能在不同的时候，我
们缺的是对于疼痛的认识、感受和表
达。疼痛究竟能够表达到什么程度，
它的限度在哪里，这是一个人区别于
另外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区别于另外
一个艺术家的地方。赵老师一方面表
达的是疼痛，但是我也能感觉到，作
为一个有君子风度的诗人，他的诗有
一种内在的控制力。

在这部诗集里，赵老师处理了很
多身体的问题，他处理到舌头、处理
到脊椎、处理到指甲等等。处理身体
意味着什么？赵老师处理的是身体的

疼痛这一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写
身体究竟怎么写？我们每一个人怎么
面对自己的身体？这部诗集给我们提
供了很好的角度。

唐晓渡 （诗歌评论家）：我跟丽宏
是同代人，大致我们有比较相同的人
生和文学历程。

心灵之痛、人生之痛、岁月之
痛、语言之痛，35年前，丽宏以悟及

“痛苦之基石”为自己的文学之舟压
舱，如今则以突然迸发的“疼痛”使
2015年成为他夺目的诗集之年，灵魂
出窍的瞬间，访问梦境的故人，遍体
鳞伤包裹着多少秘密，一种无从把握
的能量恰如诗人笔下的暗物质，既导
演着生命世界无言的衰败和心声，又
呼唤着自我审视的明澈和目光。我注
意到诗集中有一首诗是 1982 年的，
1982年正好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那时候丽宏已经成名了。

赵丽宏：1982年我出版第一本诗
集的时候，《痛苦是基石》这首诗是被
淘汰的，可能因为太负面。编现在这

本诗集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放进来，
虽然不是新作，但确实与“疼痛”有
一个呼应。

唐晓渡：我读丽宏的诗，觉得有
如饮原浆的感觉，而且至少是72度左
右的纯净度。丽宏的修辞是很朴素
的，一个已经有了这么长的文学写作
历程的人，他朴素的修辞并不意味着
这个东西是过时的，因为诗道、天
道、人道，这些都是相通的。这是一
些向内的、向深处去的诗，没有丰富
的人生阅历的人可能读不出其中的意
味。比如像《时间之箭》，尽管这个时
间是客观的视角，但也是主观的感
受，最后写到化为满天寒星。如果读
丽宏的散文比较多，就可能觉得比较
清凉、平和、不是很用力，事实上这
是节制。我在读到最后变成满天寒星
的时候，就看到丽宏内心深处有大的
悲凉和大的孤独。

赵丽宏：有人说诗人应该是思想
家，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
一个写作者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

的体验，重复着别人的思想。如果一
个作者用自己的体验，用自己寻找到
的意象和表达方式，用跟别人不一样
的语言写出了新鲜的感受，就是一种
深刻。

唐 晓 渡 ：我建议走在文学半途
或者准备走上文学之途的朋友们，
好好读读这本诗集，它不会教你怎
么写作，但是它可能在启示的意义
上照亮你内心很多幽暗地带。尽管
同时我相信它会留下更多的质疑、
困惑和优美，但不管诗歌表面怎么
翻新，说到底它是要照亮一些东
西，并且赋予它们以形式，使我们
可以看得见它。

张定浩 （诗歌评论家）：身体感受
现在，灵魂感受过去，而思绪飘向未
来。某种程度上，《疼痛》可以视为作
者漫长诗歌写作生涯中一次深深的后
撤与收缩，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自
我的回视和对死亡的眺望，他邀请死
亡进入他的作品，并将自身集聚成一
束更为有力的向死而生的光。

身体感受现在 灵魂感受过去
——有关赵丽宏诗集《疼痛》的多维解读

本报记者 王珺

12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出版协会、中国茅盾研究会、商务印
书馆联合主办的“茅盾诞辰120年入
职商务印书馆100年图片文献展”在
北京涵芬楼书店开幕。

茅盾 （1896—1981），原名沈德
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著名
作家、新文化运动先驱、社会活动
家。其作品 《子夜》《林家铺子》、

“蚀”三部曲等长篇小说，生动地记录
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知识分子的
心灵历程，涵盖了20世纪中国上半叶
的历史全貌，被誉为“中国社会革命
的通史”。

茅盾1916年至1926年曾在商务
印书馆工作了10年，这是他文学和革
命生涯起步的10年，这10年，茅盾
完成了从一位进步青年到一位马克思
主义者的蜕变，完成了从一位童话作
者到一位革命文艺理论家的转变，在
商务印书馆，茅盾成长为一颗为世人
瞩目的巨星。他曾说：“我如果不是到
上海来，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
作的话，可能就没有自己文学上这样
的成就。”

1916年，桐乡青年沈德鸿入职上
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函授学社做
了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不久，其
才华得到张元济、高梦旦的赏识，被
调到编译所跟随孙毓修编译童话、校
订古籍，后又从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
工作，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编辑。4
年之后，茅盾被任命为《小说月报》
主编，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革新。革
新后的《小说月报》，开创了新文学运
动的新格局，创造了中国文艺的新气
象，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标志
性事件。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最初从
普通的阅卷员做起，后来逐步得到张
元济、高梦旦、孙毓修等的赏识和提
携，先后在译书、编写寓言童话、撰
写进步文章、主编杂志、校点古籍等

不同岗位获得历练，全面显露出其深
厚的学养和出众的才华。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茅盾密
切关注着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潮，关心
中国社会变革发展，并逐步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1920年10月，茅盾加入上
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为
数不多的第一批党员。茅盾翻译了一
系列介绍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文
章，为党的创建在思想理论的准备作
出了贡献；茅盾还长期担任中共中央
的联络员，为党的发展壮大和革命组
织工作付出了无私的努力。茅盾也是
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在商
务印书馆内外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在茅盾、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
书馆成为党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和武
装斗争的“革命大本营”。

离开商务后，茅盾与商务之间的
情缘一直持续了数十年。1927年，茅
盾经历“幻灭”“动摇”和“追求”，
在白色恐怖中创作了著名的“蚀”三
部曲，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
第一次使用了“茅盾”的笔名。三部
曲的出版，标志着茅盾完成了从文学
评论家、政治活动家到新文学作家的
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认
为，茅盾的文学风格之所以能够截然
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任何一位作
家，这10年的独特经历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茅盾的文学
道路不是从 1927 年发表 《蚀》 开始
的，也不是从1921年改革《小说月
报》、成立文学研究会开始的，而是从
1916 年踏入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开始
的。

图片文献展共分四个单元：“从小镇
走出来的有志青年”“起步的十年——茅
盾在商务印书馆”“树起现代文学的丰
碑”“共和国的文坛保姆”，全面立体
地展现了茅盾由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

一代文学巨擘的奋斗历程。其中第二
单元较详细地展示了他在商务的十年
足迹 ，审视了其编辑生涯、对中国
现代文化转型的贡献，以及投身革命
运动的思想萌芽。

展品中有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期
编辑、翻译、校注的图书，参与编
辑、撰稿的刊物，以及部分创作手
稿、用过的文具等。其中，茅盾在商
务印书馆期间的照片、与师傅孙毓修
的合影、商务印书馆当时的股票等均
为首次公开。展览还展出了建国后身
为文化部首任部长的茅盾，为自己文
学与革命道路开始的地方——商务印
书馆签发的褒奖状等文献资料。这些
史料对于茅盾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
要价值。

作家茅盾的编辑生涯
缇妮

汪曾祺在多篇文章中提及，
博雅是西南联大的学风之一。虽
处在家国危难关头，师生却不废
风雅，安心学术，有超强的定力。

其实汪曾祺本人即是一个博
雅之人。他写得一手好字，联大
同学马识途当年就是先见识了那
别有风味的书法，才识得汪曾祺
其人的；颇具“画名”，曾言如
果考不上西南联大，便要报考同
样位于昆明的国立艺专；擅吹笛
子，笛风纯正，常在月白风清之
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一棵
暴出地面的老槐树树根上，独自
吹笛，直至半夜；爱好京剧，擅
唱青衣，大一时常约同好到宿舍
过把戏瘾，却被不理解的同学骂
为“猫叫”；喜欢昆曲，常参加

“晚翠园曲会”，学会《游园·惊
梦》《拾画·叫画》等不少昆曲
唱段；曾与同学发起成立“山海
云剧社”，演过曹禺的 《北京
人》 等话剧，除在剧中扮演角
色，还负责化妆——他后来写过
一篇《后台》，想来是对这一段
时光的追记。

一个人的气质修养不能速
成，需要长久浸泡、滋润，像和
风细雨般润物无声。汪曾祺的博
雅，一方面源于传统文化家庭的
熏陶，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西南联
大宽松博雅学风的涵养化育。

祖父为清末拔贡，酒后好痛
背唐诗，他教年幼的汪曾祺读
《论语》、练字帖。父亲多才多
艺，吹拉弹唱、金石书画皆通，
春秋佳日打开画室作画。这样的
家庭氛围自然给了汪曾祺潜移默
化的影响。

汪曾祺自小便喜欢东看西
看，对书画、民俗风情有着浓郁
的兴趣。及至到了大学，这些兴
趣都得以保留和发展。他仍然喜
欢到处闲逛。逛裱画店，看钱南
园四方四正的颜字对联，看吴忠
荩写的行书四扇屏，他认为这样
闲看，是“慰情聊胜天无，看看
也是享受”。连别人觉得没啥看
头的锡箔作坊，他都看得津津有
味，说是在欣赏师傅们的槌锡箔
艺术。茶叶店也有逛头，看店内
挂着的书法对联、画作等等。有
一次他在一家茶叶店里看到一副
对联“静对古碑临黑女，闲吟绝
句比红儿”，很是欣赏，多年以
后尤记得清楚。这种种闲逛完全
超乎功利、兴之所在。可叹的
是，如今的大学生，汲汲于各种
考证就业，已很难觅到这样一份
非关实用的闲情了。

汪曾祺颇为欣赏联大《大一

国文》课，说编得很有“倾向性”。
文言文部分突出选了《论语》中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座篇”
及相当篇幅的《世说新语》。“莫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他认为这样的选
文别具眼光和情怀，对联大学生
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
生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大
一国文》是联大所有大一学生的
必修课。

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除了
必修课，学生们选课很自由，不
分文理。像闻一多的古代神话课
很叫座，有些理科生不惜穿越一
座城，就为来站着听两节课。吴
宓先生的红楼梦课也颇受欢迎，
文理生都有，站着听课成为一
景，颇具绅士风度的吴先生总是
先到隔壁屋子搬来座椅，等所有
女生都落座后才开讲。

联大尊重学生的兴趣，学生
转系简单易行。汪曾祺夫人施松
卿也是联大学生，她先是学物
理，又转至生物系，又转至西语
系。好友朱德熙，原本是学物
理，后来听了史学家唐兰教授的
课，对古文字发生浓厚兴趣，遂
转至中文系，后来在古文字领域
颇有建树。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联大师
生大多文理兼通，举止不凡，性
情高雅。据汪曾祺说，理工学院
的教授兼能文事且修养极高的，
不乏其人：华罗庚先生善写散曲
体的诗，地球物理专家赵九章能
写一手秀雅流丽的文征明体小
楷，教逻辑研究哲学的金岳霖先
生爱看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
摩斯都看，学生们举办沙龙，沈
从文请他给学生讲“小说和哲
学”⋯⋯会刻木刻的马杏垣、喜
欢古典音乐的欧大澄都是地质系
的学生，他们大都文质彬彬、气
度潇洒，毫无鄙俗之气。

汪曾祺说，“多才多艺，是
联大许多搞自然科学的教授、学
生的共同特点”。除了在各自不
同专业领域投入、忘我地工作，
业余活动也颇为丰富，像那些参
与曲会、唱昆曲的师生，不只是
来自文科系，还有数论专家许宝
騄教授、研究生物的崔芝兰教
授、学生物的学生吴征镒等等，
他们都可称得上是铁杆戏迷。

国难当头，环境维艰，师生
们食不果腹，然而却依然保有高
雅的情趣，充沛的心灵，对美怀
着无比的热爱，着实令人感佩。

时隔四十余年，汪曾祺曾写
过一篇《晚翠园曲会》，文章一
如那细腻宛转的昆曲唱腔，千回
百折，沧桑满怀，结尾处尤为动
情：“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
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
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
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
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
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
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
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
恬淡冲和，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
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
承，得到扶植发扬。”

斯言甚是。回望当年的西南
联大，我们今天的教育或可从中
得到更多启示。

段春娟，山东财经大学副编
审，从事汪曾祺研究，主编 《你
好，汪曾祺》等。

不废风雅 安心学术
段春娟

⦾钩沉
⦾聚焦

汪曾祺的画 1983年12月作

⦾资讯

茅盾组织编辑的 《小说月
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

本报讯 （问水） 由微博读书、花
生故事联合主办的 2016“微小说”
大 赛 颁 奖 典 礼 12 月 7 日 在 北 京 举
行，“造星评审团”成员南派三叔、
马伯庸等现身颁奖现场。本届“微小
说 ” 大 赛 自 今 年 6 月 22 日 启 动 以
来，历经 5 个月，揭晓产生一、二、
三等奖和最具价值 IP （知识产权）
奖、微博年度燃裂作品、微博年度暖
心作品、微博年度人气作品、微博年
度人气作者八项大奖。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微小
说”大赛打破了字数限制，开赛之
初，主办方宣布以“30 万”作为本
届“微小说”大赛投稿的字数上限，
曾引发多方关注。据公布数据显示，
本 届 微 小 说 大 赛 共 征 集 参 赛 作 品
21257 部，其中长篇 8445 部，占比
39.7%。除了颠覆“微小说”概念，
本届大赛更是突破了题材限制，纵观
此次获奖作品，题材涵盖历史、情
感、推理、玄幻等要素，不仅展现了
当下网络文学的多样性，也体现出读
者新奇、多元的阅读喜好。

2016“微小说”大赛落幕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伟雁） 近
日，联合国妇女署携手瑞典驻华大使
馆在北京798丹麦艺术中心举办“他
为她”行动暨“爸爸”摄影展开幕
式，影视圈模范明星夫妻佟大为、关
悦受邀出席。

“爸爸”摄影展通过摄影、动画
片、纪录片及数据图表等方式呈现了
来自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中国
围绕“爸爸”这一主题的诸多视角，
旨在引起参观者对父辈或是自己所承
担的家庭角色的思考，同时激发社会
对家庭责任的关注和重视。

活动现场，联合国妇女署为佟大
为颁发了“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
使”证书，为关悦颁发了“他为她倡
导者”证书。

“爸爸”摄影展开幕式在京举行

那些关于“疼痛”的诗句

我时常被疼痛袭扰
却并不因此恐惧

——《疼痛》

是无微不至的隐痛
每一处疤痕中
都会生出扑动的羽翼

——《疤痕》

抬脚跨过一个门槛
却走进三个不同的空间

——《同时走进三个空间》

逆光行走时
光变得有了质量

从背后推我向前
——《暗物质》

你垂直在黑暗中
成了一根耀眼剔透的柱子
像是燃烧的水晶
又像是寒冷的冰
你通向自由吗
通向可以展开翅膀的天空吗

——《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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