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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读书周刊 人文书廊·

作为一个多产作家，鲁敏的
作品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作品
早先以苏北乡镇为背景，充满温
暖友善的乡土人情；后来则探索
都市人精神上的“暗疾”，具有强
烈的现实性；再到 《六人晚餐》

《荷尔蒙夜谈》，她一直试图用文
字对现代人的个体困境进行探究
和思考，揭示存在的异化和荒
谬。鲁敏曾经说过，她“欲以小
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在她
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人性
的琢磨和对世俗的荒谬都有深层
的探索和思考，最近出版的长篇
小说 《奔月》 就是最好的力证。

浊世中的悲喜图

《奔月》 采用了复调的模式，
两条时间线双向交叉进行，时间
线上不同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演
绎着生活中的种种荒谬。一开
篇，便是贺西南为了小六的车祸
心力交瘁，他拒绝相信小六死去
的事实，忙前忙后地为小六保存
那些能证明她存在的证据，从新
闻、法律、财务、合同等各个角
度来申诉小六的“没有死”。在他
跑前跑后的过程中，我们既感动
于贺西南的深情，又逐渐廓清了
小六“生前”的整个人际关系
网，这张网就是“小六”这个身
份的所有，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
个社会存在的所有。留住网，就
好像留住了她的身份，而失去了
身份，则意味着整个人都从社会
中被抹掉了，这个设定颇有些魔
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提起存在，便想到萨特和他
的存在主义哲学。萨特坚持“世
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然
而同时他又坚信人有“自由选

择”的权利。在他的小说中，我
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的绝对性荒
谬中人的孤独、挣扎、寻觅、绝
望，而这些主题鲁敏也在书中反
复地探索着。小六正是在其存在
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世界的荒
谬性：在同事的眼中她似乎是铆
足了劲儿的竞争对手，在丈夫眼
中她是个合格称职、为人单纯的
妻子，在情人眼中她却是一个利
落干脆、不多话不黏糊的最佳床
伴。小六一边在这花花世界里翻
云弄雨，一边却时不时地抽离出
来冷眼旁观着所有人，不断体味
着这世界的荒谬感，蠢蠢欲动地
希望能够逃离身为“小六”这个
女人的存在。

所以，她“失踪”了。在另
一条时间线上，小六并没有死，
她只是借此机会制造了自己的

“失踪”。这个“失踪”，书中写
到，是小六家自祖上就有的一种
病：好好的人，前程辉煌、事业
美满、家庭幸福，却说失踪就失
踪了。从小六的宗爷爷、叔公
公，到她的姑姑、堂叔、远房表
亲，近到小六的爸爸，通通都失
踪了！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整个社
会共有的内心暗疾？无数个夜晚
我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些看
不见的人际关系网，像一层一层
的铁链套在我们的脖颈上，很多
时候，我们焦虑、疲惫的时候，
也会想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消失，
哪管真实世界洪水滔天。

所以小六“失踪”了，从现
代社会中明明白白地消失了。她
丢掉了生活中曾经的一切，事
业、朋友、母亲、丈夫、情人甚
至自己的名字。她有了一个新名
字：吴梅。但是失踪是否就意味
着解脱？离开原本的生活轨迹是

不是就会获得重生和轻松？鲁敏
在文本中进行着实验性探索。

书中失踪后的小六仍然没有
得到想要的自由。自由只是极短
暂的几天而已，之后新的人际关
系和人情冷暖便开始铺天盖地尾
随而来。租住在舒姨家的“吴
梅”在舒姨身上看到了母亲，在

“母亲”的逼迫下又无可奈何地拥
有了新的工作，逐渐，同事、朋
友、爱情，这些屡见不鲜、避之
不及的东西又回到了小六的身
上，即使她现在叫“吴梅”。正如
鲁敏自己所说，她愿意写“大人
物、小人物，男人物、女人物，
实质都是以肉身为介质，为渡
桥，为隘口，从个体走向他人，
从群族走向代际，最终构成了世
相与历史”。

都市暗疾与荒谬人生

暗疾，是鲁敏创作的一张名

片。她曾经说：“N 种狂人、病
人、孤家寡人、心智失序之人、
头破血流之人、心灰意冷之人，
进入了我的小说。我毫不回避甚
至细致入微于他们的可怜可憎与
可叹，而他们的病态每增加一
分，我对他们的感情便浓烈一
分。”她对都市暗疾的热情可见一
斑。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并
非那种仅仅指向自身的暗疾，它
与意义探寻和情感需求始终相
伴。她坦言：“我想收藏‘人’，
人的伤疤，人的灵魂，人的失
足，人的攀升。人性之种种，迷
人而触目惊心。写作就是对人性
的探测与抚摸。”的确，她的作品
揭示了人性的丰富与深刻，让读
者直面人生的荒诞。

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再也无
法脱离他者而独立存在，几乎每
时每刻都处于“他人”的目光注
视下，在他人的目光里被限制甚
至被监视。我们在这种注视下被

物化为他人的奴隶，而在我们自
身目光的注视下，他人也被物化
为我们的奴隶。因此，每个人都
被无数个这种“他人”所注视、
所物化；人人都在无数“他人”
的注视下如芒刺在背，惶恐不
安。难怪我们频繁地提及逃离，
不断地幻想“失踪”，然而又如被
缚之虫，挣扎而不得。梅洛·庞
蒂曾说：“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
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
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
空 间 性, 而 是 一 种 处 境 的 空 间
性。”作为现代人，我们恐惧失去
的，恰恰是这种处境的空间性。

人生虽然充满荒诞，萨特仍
然认为：“不管我们生活的地狱是
如何地禁锢着我们，我想我们有
权利砸碎它。”被物化的现代人试
图回到自然人的历程，不仅痛
苦，而且绝望。但是我们始终拥
有砸碎地狱的自由。在 《奔月》
中，作者描述的是普罗大众：厌
倦人情交际而渴望隐匿的妻子；
怀念妻子却最终接受了别的女人
的丈夫；甚或不断更换床伴内心
却始终孤独的情人，在生活中随
处都有原型可见。然而这些人在
世俗和欲望的挤压下，又都显得
有那么一丝扭曲和变形，凑在一
起合成了人生的百态图景，在互
为他者的过程中编织出彼此荒诞
的生存困境。而鲁敏正是试图从
小说中、从塑造的人物身上，直
刺人生的假面，寻找到抵抗生活
的方式。

或许，从作家在书的扉页上
所写的“我偏爱不存在的荒谬胜
过存在的荒谬”中，我们能细细
地品味出在生活精致的面具下隐
藏的一丝刺痛的苦涩。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死生虚诞死生虚诞 渺渺人间渺渺人间
——读鲁敏《奔月》

王禄萍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 《四世

同堂》 本是一部众所周知的现代
名著，由于手稿散佚，第三卷后
半部一直残缺，后来马小弥从美
国 1950 年代初出版的英文缩写
本回译了后面 13 章，故事总算
连贯，但毕竟前后篇幅悬殊，笔
法不一，故事梗概只存干枝不见
花叶，不免遗憾。近日东方出版
中心推出了 《四世同堂》 完整
版，装帧设计十分精美，令人爱
不释手；再看赵武平从他发现的
浦爱德翻译的 《四世同堂》 英文
全稿回译过来的第三卷后半部，
叙述简洁明快，细节丰满如故，
语言也极力保持老舍风格，读来
颇有浑然一体之感。这确是一件
令人欣慰的事情，于老舍先生，
于学术界，于广大读者都是值得
庆幸的。

《四世同堂》 问世以来，尤
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重新出版以
来，海内外评论和研究的文章已
经非常多了，我这里无须再做专
业的评论，只想谈点普通读者的
感想。老舍 1944 年初开始创作

《四世同堂》，当时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已转入
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侵略者的穷
途末路已经显明，大后方的人们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前不久，
老舍家眷历尽千辛万苦，从沦陷
区的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他们自
身的凄惨经历和对沦陷区人民屈
辱痛苦生活与命运的叙述，增添
了老舍对沦陷区人民在侵略者铁
蹄下艰难生存的感受与理解，促
使他对这场巨大的民族灾难进行
了痛苦反思，他创作 《四世同
堂》 就是要全面记录这一民族灾
难，探寻这一灾难发生的深层原
因，总结在这场灾难中为什么会
出现如此巨大的人格裂差。

小说靠人物说话。《四世同
堂》 文本中有两个对比鲜明的群
体。一个是有着家国之爱、民族
尊严和人格尊严的群体，包括比
较守旧、甚至有点随遇而安的祁
老人，不堪受辱而死的常二爷、
李四爷和祁天佑老汉，饱受摧
残、奋起反抗的老诗人钱默吟，
绝不觍颜世敌的中学教员祁瑞
宣，逃出北平参加抗敌的祁瑞
全、刘师傅，敢于痛打日本人的
车夫小崔，勇于反抗、不惜死命
的满清遗少琴师小文，对敌人怒
目相向的剃头匠孙七，敢于用相
声指斥日本人的方六，还有一大
批像天佑太太、瑞宣媳妇、李四
妈、高第、钱太太这些朴实热心
又有爱国心和做人气节的街头百
姓。这些人物不是高高在上的大
人物，与社会公认的民族精英沾
不上边，他们只是北平城里为一
家一户、一衣一饭而忙碌的平
民，也许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
点，但他们牵挂着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北平。他们生于斯长于
斯，熟稔邻长里短，懂得尊长爱
幼，古朴厚道，有着朴素的家园
之爱，有着做人的尊严，他们遭
逢世变，面对国土沦陷，虽一时
不能慷慨赴义，甚至不得不委曲
求全，但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底
线，他们不屈从侵略者的淫威，
一旦尊严受到威胁、践踏，他们

宁死不屈，甚至奋起反抗。他们
遭受的痛苦和牺牲，他们流淌的
鲜血和眼泪，他们忍受的鞭打与
饥寒，见证着民族的屈辱和苦
难，也显示出民族的生存与尊
严。对这个群体，作家怀着无比
的痛惜和敬爱之情，书写他们的
命运和伤悲，书写自己的家国故
园之爱、人民之思、同胞之情。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四
世同堂》 是一部建构我们民族精
神与民族记忆的力作。

另一个则是完全丧失人格尊
严和气节的汉奸群体，他们没有
国家观念，没有民族意识，更不
知气节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利
益”。这个群体包括毫无廉耻、
利欲熏心的大赤包，见缝插针、
丑态百出的退职官员寇晓荷，认
贼作父的文人蓝东阳，恶俗蠢妇
胖菊子，好逸恶劳的良家子弟祁
瑞丰，误入歧途的少女招弟，流
氓李东山，骗子高亦陀，失节附
敌的牛教授，投靠侵略者的陈野
球等等。他们心中早就丧失了国
家民族，只有一己的利益和得
失，他们不会在国家危机面前承
担自身的责任，更不会作出自己
的奉献与牺牲，而是尽可能地趋
吉避害，寻找一切可以升官发财
的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
们极力攀附新的主子，在侵略者
面前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对自
己的同胞却凶狠狡诈。他们为了
讨得日寇的欢心，费尽心思，丑
态百出，在他们身上，读者看到
的是道德、良心与人格的沦丧与
卑污，是人性中恶的爆发与蒸
腾，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他
们终没有成为侵略者的自己人，
他们多在被利用之后又像抹布一
样被无情地抛弃，甚至被消灭。

老舍展开如此复杂斑斓的时
代画卷和人格画卷，是要展开他
的观察和反思，为正义的群体寻
找到文化的根基与历史的源流并
试图弘扬这个伟大的传统，从变
节者身上发现文化的垃圾与人性
的破坏性质素并试图像清道夫一
样予以清除。然而，怀有素洁理
想的老舍面对现实却不无困惑：
为什么以气节相尚的古老民族，
还是出现了那么多鲜廉寡耻、卑
躬屈膝的汉奸？为什么那么富有
人情之美的礼仪之邦，竟然产生
了那么多自私自利、凶狠无情的
败类？老舍的文本没有予以清晰
的回应，也许他知道这正是人性
的复杂，也是文化的复杂，尤其
是在巨大灾难或诱惑的拷问面
前，在生死一瞬之间，没有浓厚
的家国情怀，没有坚实的人格支
撑，没有深重的气节熏染，那些
埋藏在各种角落的卑劣性都会野
蛮生长。从这个意义看，《四世
同堂》 又是一部民族自我反思与
批判的力作。

《四世同堂》 让我们看到了
民族与人格的大拷问，其呈现的
是外敌入侵、家园沦陷这一非常
时代里的真实，其实这也是中华
民族的历史真实。在我们民族五
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始终流贯
着为家国尊严而抗争的精神主
脉，始终在培育和弘扬这样的精
神主脉，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重读重读《《四世同堂四世同堂》》
感受家国之爱感受家国之爱

华焰

《洞见与责任》
【美】 爱利克·埃里克森 著 罗

山 刘雅斓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56—1963年间，埃里克森在不同场
合针对不同受众作了多场演讲。事后他选取
其中六篇演讲稿，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扩展，以

《洞见与责任》为名出版。作者在书中探讨了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渊源，临床证据的本
质，生命各个阶段的关键力量——希望、意志、
目的、能力、真诚、爱、关怀、智慧——的发端与
发展，心理现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时代对黄
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与误用
等。尽管这是六个不同的主题，但它们却共同
回答了精神分析对于研究人类心灵的意义以
及在当今科技时代和工业社会的任务。

《心灵乐园》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迟文成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有着坎坷
的人生，先是患上了狂躁抑郁性精神疾
病，又经历了三个孩子相继去世，家族
破产，爱妻与世长辞。也许是经历过人
生的苦难，所以他更懂得珍惜生活。他
的文字里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心灵
乐园》提倡朴素宁静和快乐安逸的人
生，作者特地选择在最忙碌的工作时间
来写作，目的就是充分考验一下自己的
内心感受。本森将严谨的思考渗透进
生活的源泉中，回顾着追寻自我喜乐的
生命历程。

《东京一年》
蒋方舟 著 【日】 伊藤王树 摄

影 中信出版社

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
东京独居了一年。在陌生的国度开始认真孤
独的生活，她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

《东京一年》收录了蒋方舟的46则日记，最
新的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从社会、艺术
到当今中日两国世间百态，都有其独特又
不失严肃的描摹与思考。在日本，她被裹
挟在穿着浴衣的人群中看花火大会，去神
保町古书街消磨整个下午，去皇居慢跑幻
想着与村上春树邂逅⋯⋯当她去浅草看一
场脱衣舞表演发现满场很多老年人，引发
她关注的是日本老人如何自处和自得⋯⋯

滋味坊 品书斋

新书赏

《保罗·策兰诗全集·卷二：罂粟
与记忆》

【德】 保 罗 · 策 兰 著 孟 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罂粟与记忆》 收有策兰 1944 年
至 1952 年间写的作品，其中有极具影
响的 《死亡赋格》，那种神奇的抒情基
调，有着法国诗歌的光辉、巴尔干半岛
的魅力以及忧郁的转调。其诗作风格中
引人入胜的节奏、浪漫化的隐喻和热情
奔放的魔力使得这本诗集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这种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使得诗
人能把现代法语抒情诗的某些原则译入
德语，嘲笑了一般逻辑思维的自以为
是，调动起梦想的真理塑造现实。

“ 唯 有 失
去，是通往自
由之途”

《奔月》鲁敏
著 人民文学出
版社

长期以来，玉林一职坚持“以服务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
开设有教育、交通运输、信息技术、财
经、公共管理与服务、旅游服务、文化
艺术、加工制造、土木水利共九大类 18
个专业，其中 4 个自治区示范专业 （学
前教育、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
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4 个自治区示
范特色建设专业 （建筑工程施工、服装
设计与工艺、电子商务、机电设备安装
与维修）。如今，学校的各项教改都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2016 年、2017 年对口

升本录取人数在广西 292 所中职学校中
名列第二；2017 年全区职业技能大赛奖
项总数 26 项；2017 年第十三届“文明
风采”竞赛活动，5 项作品获国家奖
项，95 项作品获区级奖项，并获全国和
全区优秀组织奖。

学前教育专业实景教学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玉林一职针对公办幼儿园供不应

求，民办幼儿园普遍质量差、学费高的
现状，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本校
的特色和优势，创建“现代幼儿教育实
景教学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玉林
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附属幼儿园，
作为学前教育专业校内实训基地，搭建
学前教育专业“实景教学”的实践教学
平台。

玉林一职附属幼儿园具备教学培
训 、 幼 儿 保 教 、 教 育 技 术 研 究 等 功
能，能同时容纳 500 名学生进行“学教
一体化”的实景教学。学校构建起切
合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的“园校融合、
班班结合、师徒结对”三结合，“观摩
见 习 、 跟 岗 实 习 、 顶 岗 实 习 ” 三 结
合，“听评研”三结合的“三三结合”
实景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
批专业素质高、能力突出的学前教育
人才，推动了玉林乃至广西学前教育

事业的发展。
在研究与实践中，玉林一职还建立

了由中等职业学校与附属幼儿园联合办
园、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与附属
幼儿园教学紧密合作的“公建民办”的
幼儿园运营机制。

2017 年，由沈德海校长作为第一完
成人申报的教学成果 《基于能力培养的
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实景教学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获得 2017 年广西职业教育自治
区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实现了学校在
教学成果奖上零的突破。

计算机应用专业“联动式”
课程设置的探索

玉林一职积极探寻中职学校计算机
应用专业课程设置优化的方法与策略，

构建起向下 （初中）、向上 （高职）、向
外 （社会需求） 及向前 （技术发展） 的
多层次的与学生的基础能力、个性发展
相适应的、与高职有效衔接的、与社会
经济、技术发展联动的课程体系，并搭
建了刘焕兰名师工作坊平台，创建“课
程资源+工作坊平台”的专业教师培养
新模式。由刘焕兰老师主持申报的教学
成果 《中职计算机应用专业“联动式”
课程设置的探究与实践》，获得自治区
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立德树人视角下的中职学生
自信教育模式

玉林一职针对当前大部分中职学生
学习自主性较差、自我认同与社会认
同缺失、自信心不足的现状，以立德

树人为视角探索“双课堂、双循环、
双促进”的自信教育模式。学校开发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双课堂教育，形
成双课堂良性互动双循环的局面。在
双 课 堂 良 性 双 循 环 的 过 程 中 ， 达 到

“教学促进学生成才、德育促进学生成
人”的双促进“立德树人”的显著效
果。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健康成
长，是玉林一职一贯的教育理念，学校
将自信教育与“中国梦”“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有效结合，培育学生树立国家民族自
信、自我自信的意识，取得了显著成
绩。

没有坦途，那就逆风而行。玉林一
职在教改的征途中披荆斩棘、破浪而
行。教改成绩，闪耀玉林。

（徐春斌 黄玲）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教育部门
直属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是自治区中等职业教育示范特色学校。
学校创建于 1958 年，现有两个校区。东校区位于玉东新区，南校区
位于石子岭工业区。玉林一职现有在校生7155人，“双师型”教师85
人，自治区名师1人，享受政府部门特殊津贴者1人。

教改先锋 闪耀玉林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办学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