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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香榧抑或是一片西溪湿地，
在郁葱的笔下都会呈现不一样的风
情。对此的解释之一，因为郁葱是诗
人，诗人就是语言的炼金术士，更何况
他还是一名职业的文字操练者；之二
是郁葱久居杭州，与其说他是吃着粮
食果蔬生长，还不如说是由江南的水
土空气成就了他的文化血脉；如果说
还有之三，那就是他把这些年的阅读，
都化作了自身的武功秘籍，虽然只是
在塑造一座纸上庭院，却也已经是匠
心独运、气象万千。因此把这一本《盛
夏的低语》（李郁葱 著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说成是私人地理学，我觉得
是十分妥帖的，因为他写出了一种不
分行的又具有诗歌意味的人文地理，
我姑且将它称之为诗地理吧。

这样的诗地理，很多时候只是一
种规定动作，就像书中把郁达夫称作
那个时代的火车代言人，因为他最好
的文字之一，就是坐着浙赣线一个站
点一个站点地玩过去写过去，这是见
真功夫的，现在你看达夫先生写诸暨
五泄的文字，包括写杭州及周边的文
字，我以为至今还是无人超越，这就像
是蒸汽机时代，火车头之于火车的关
系，这跟动车体系完全是不一样的，现
在是找不到也不需要这样的火车头
了；二是火车抑或还有轮船一类的可
能是观察和体悟旅行的最佳方式，真
如古人用骑马的方式；三是达夫先生
的文字能渐入化境，他把古汉语和译
文中汲取的营养最后都“化”成自己的
气场，这是我以为一个写作者的基本
功，也是最高的境界。而现在郁葱也
在朝这条路上步行或狂奔，即他一手
是沈括和李渔，一手是里尔克和沃尔
科特。

我认识的郁葱，以前我以为更多
地是沐浴着欧风美雨的，因为他的句
式，既有别于汪曾祺这一些前辈的，又
有别于近年出现的诸如李娟一路的。
打个比方，郁葱好像是一名跑障碍赛
的选手，有时需要涉水而过，有时又需
要羚羊般的跳跃，有时又如跑山者，还
得有认路的本事，其实最终比的是一
个长跑者的耐力和勇气。是的，生活

中郁葱的确是一名长跑爱好者，但是
他似乎并不刻意，他只是觉得自己跑
着舒服就可以了，并不是为了要跑给
人看，那么写作应该也是同理，构建诗
地理也是如此。

尤为可喜的是，在这本书中我又
看到了一个熟谙中国古典文本的郁
葱，他并不是只会博尔赫斯的分岔小
径，书中写及杭州的不少篇什，其实很
多都是司空见惯之景，但即使是绕西
湖一圈，他也依然能写出一种陌生的
美感，我以为这是极难的事情。没有
陌生感，哪有文学可言，那只有新闻或
旧闻而已。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你要仿张岱甚至仿司马迁都是不难
的，但是你要借此写出明朝和春秋却
是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你要写出今天，
写出今天早晨发生在地铁上的事情，
写出秋天是在一个早晨来到的，这就

没有可以比照的了，而写作的要义之
一，就是要写出今天，或是用今天来疑
古，或是用古意来照射现实，包括一只
柿子、一片红柿林，它们从成熟到坠
落，直至腐烂，直至在纸上又获得重
生。

我想这可能都是诗地理的应有之
义，从地名到地理，从山水到风景，从
风景到风物，到最后构建诗文或人文，
这可能就是我们一生的全部，最后是
不是能留下几行诗，几篇文字，这就要
看造化了，因为现在不可能再诞生《徐
霞客游记》和《瓦尔登湖》了，现在的远
就是近，近又即是远，近和远已可从纸
上来构建和区分，于是就有了这一部

《盛夏的低语》，有了一种言辞的片断
和时间的余温。

也许诗歌的写作和散文的写作是
有着明显分野的，诗歌写出第一句的

时候，并不知道最后一句是太平洋上
空的哪一只飞鸟，但是散文不一样，散
文在写出第一句的时候，最后一段或
一句已经像阳光下的影子一样跟随着
你了。郁葱少年以诗成名，同道们将
之视作天才，即他诗歌的横空出世，之
前似乎毫无征兆，之后则一直在飞翔
和低语，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
象。而在进入中年之后，按我的观察
和猜想，当郁葱跟岁月一起枕河而居
时，他的文字便出现了不一样的长河
般的景象，这河可能是运河，也可能叫
塘河。我以为当他从书斋里抬起头来
时，一种人间的烟火便降临了。这烟
火并不一定是去大马弄或哪个肉摊上
转一圈回来的烟火，而是他开始涉足
卑微并体恤贫苦，且无可救药地走上
了悲天悯人的一路。其实每个人身上
都有这种善良或悲悯，只是更多地被

芸芸众生所掩埋了，特别是一个写作
者拿着一块敲门砖进入职业的领域之
后，我们就可能只是在操场上跑步了，
而且也知道操场的上空是有一只眼睛
在看着的，有时旁边的高楼上可能还
有几只眼睛。我们想那好吧，写作就
是要给人看的，或者就是要把一块豆
腐干和一个操场填满，你得完成一些
规定动作。就在这种完成中我们空空
地耗尽盛夏的所有精力，到最后想编
辑一两个选本时，发现我们不仅被岁
月这把杀猪刀砍得遍体鳞伤，而且我
们自己有时也挥着这把刀砍向空气和
假想的敌人。

假想的敌人不是关公战秦琼，更
不是玩得满头大汗的儿子，最后我们
会发现美好来自于亲近和亲切，那也
是文字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对此我也
赞同郁葱的观点，比如他对西湖、对河
水以及对城市风景的认识，这其实就
是我们对文字和文学的态度。当我们
观察散文这样一种文体时，我不得不
悲哀地说，有时它往往只有了“散”，而
没有了“文”，所以我有时也会比较极
端地对人说，不要去写散文，去写小说
吧，去写诗歌或剧本吧，或者就去写你
的流水账吧，当你把那些文字操练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散文就已经在了，瓜
熟是一定要蒂落的，除非你那只是假
瓜。

最后要说一个大家共同的场境，
这是读郁葱的《移动的墙》所想到的。
我想这墙既是南宋城墙的墙——虽然
它已经并不存在，也是曲院风荷的墙
——虽然它仍可透视或穿越。我们所
说的墙也是一道文学的墙和时间的
墙，我们渴望翻越乃至穿越，但是它屹
然不动。我记得去年 3 月的某一天，
我们在某个场景里聊天，大概是下午
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某条
新闻，但是郁葱不相信，他看到了也不
相信，一直到晚上出了官宣，我们大家
都看了官宣。当时郁葱的失望难以掩
饰，但是他转而说，最后只能比时间
了，失望的时间，但不会永远是绝望的
时间。

（作者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个人的诗地理一个人的诗地理
孙昌建

一直很喜欢蒋勋先生的文字。最
初读的是蒋勋说唐诗宋词系列，后来
读了《孤独六讲》《生活十讲》《美的沉
思》等，感觉作者是一个特别博学的
人，在中西美学、文学甚至哲学领域都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是机缘，读
到了这本《蒋勋散文》（蒋勋 著 长

江文艺出版社），翻开目录时特别惊
喜，这本书收录了蒋勋多年来的经典
散文，大部分之前都没有出简体中文
版，分了十一辑编排，每一辑都有独特
的主题，装帧也颇精美，配图多为印象
派画作，跟文章的意象浑然一体。我
买过很多蒋勋的书，多为美学著作，而
这本《蒋勋散文》中不仅有市面上不曾
见过的他的美学文化随笔，还有大量
别具一格的散文。

在开头的自序中，蒋勋写道：“好
像在漫漫的长途中，有一些上车下车
的旅客，我记忆着他们的容貌，他们欢
喜或忧愁的表情，他们焕发或沮丧的
姿态，他们和我一样，流浪于生死途
中，我们匆匆擦肩而过，我信手速写，
仿佛只是一种纪念。”是的，我们又何
尝不是流浪于生死途中的旅客呢？在
一个个车站相遇，又在一个个车站别
离，而列车永远在驶向未知的远方。
从前读《滕王阁序》，倒没有什么特别
深刻的感受，可是这次在蒋勋的散文

中看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
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引用，我竟
在刹那间领悟了千年前王勃写下这句
话时的心情了。如蒋勋所说，既然对
于这一个终于不过是幻灭的世界而
言，都无非是“他乡之客”，那我们更要
珍重这人生旅途上的伙伴，以及一切
美好的事物吧。这本散文集读完，有
种窥探了作者心路历程的奇异感受，
从追忆往昔、漫谈美学、旅行见闻，到
第三人称所述的寓言般的一个个小故
事，还有极为幽微深邃、隐秘动人的内
心独白，在这本书中，我似乎读懂了另
一个更为多元、更为深情的蒋勋。

《石头记》讲了收藏奇石之趣，《春
莺啭》谈了唐代音乐，《屋漏痕》追溯了
中国水墨画的精髓，《“人”的电影主
题》探讨了现代电影艺术的方向——
蒋勋先生谈文化、谈美学是极其平易
近人的，即使如我这样没有美学基础
的人也能深切领会，因为他笔下的文
化和美学永远是跟最朴素、最普世的

人类情感缠绕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
蒋勋的文章最有魅力之处。我特别有
感触的一篇是《无关岁月》，这篇是回
忆他儿时过新年时的场景，在年关将
至的时候读到，尤为感动，虽然我未曾
经历过那个年代清贫的生活，但其中
一段段对传统新年习俗的回忆，对亲
人的怀念，让我也想起了童年时的春
节。对孩子而言，春节总是有着深重
的意义的。“在岁月的关口，明知道这
关口什么也守不住，却因为这虚设的
关口，仿佛也可以驻足流连片刻”，这
段话让人唏嘘不已，我们对旧年的不
舍，对新年的祈愿，不正是在岁月的关
口流连驻足吗？《无关岁月》中蕴含着
一种深情，这种深情贯穿了整本书，这
是一种对世界、对历史、对文化、对一
切众生的深情，是用广阔宽厚、悲天悯
人的胸怀，来沉吟生命旅途中的歌哭
笑泪，叙写这个美丽又哀愁的人间世
界。蒋勋的沉吟是孤独者的沉吟，但
是并不寂寥，他的叙写是无限趋近于

生命内境的叙写，但是毫不晦暗，而是
澄明透彻的，这种澄明透彻让我不断
地审视自我，去轻轻拨动自己心灵最
深处的琴弦。

感谢蒋勋先生的这本散文，让我
这个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
成年人还记得自己生命的初衷，在疲
惫匆忙的生活中看见恒久的美丽与宁
静。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献给孤独
心灵的至美独白”，与其说是作者的独
白，我倒觉得在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地
在与自己的心灵静静对话，聆听自己
内心的独白，这是一本能让人平静下
来的书。我想现在大部分生活在都市
中的人都跟我一样，独处时不是刷手
机就是刷剧，淹没在各种外在信息的
海洋里，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与自己
交谈了？此刻，窗外暮色已深，翻开

《蒋勋散文》，正是《独白》这一篇：“据
说，记忆中所有前世的种种，都只是今
生的独白。因此，宿命中我必然坐在
此时的窗前，等待天光降暗、降暗。”

献给孤独心灵的至美独白
雷蕾

滋味坊

面对中国文艺产业的巨大变革，
有两种思路左右着美学和文艺理论的
研究，一种是投身于文艺产业变革的
实践，积极面对中国大地轰轰烈烈的
文艺变革现实，努力放下身段，从中找
寻中国文艺产业化的路径和规律，寻
找解读文艺产业化的方法和途径；还
有一种是继续有意无意地规避这种趋
势，遵循以往的惯性思维，沿袭过去的
文艺研究理路，以传统的纯文学为研
究对象，解读文艺创作的规律，以为只
有这种研究才是文艺研究正宗的道家
之学，并以此为理据拒绝对多样化的
文艺现实进行合理的世俗化、市场化
与产业化的研究。《产业化进程中文艺
创作的美学规制研究》（黄柏青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这一成果正是属于
第一种类型。它有别于一般的“就批
评谈批评，就历史谈历史，就现实谈现
实”的研究方法，而是把产业化语境下
的文艺创作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美学
视野中，把文艺创作作为一种根植于
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之上的艺术文化生

产行为加以分析和研究，从而在更广
意义上确立了文艺创作美学规制的自
身特点、逻辑演变、生成原因和意识形
态。

“美学规制”是人们在审美创造和
审美欣赏过程中形成的审美标准及美
学规约，是时代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
的外化形式，是生命个体的审美情趣
和社会整体审美理想相互影响、相互
生发的美学选择和运行机制。文化产
业大潮兴起后，文艺产品的交换价值
日渐突显，文艺的生产机制发生了深
刻变化，除部分国家保护的文化事业
的文艺生产外，大部分文艺的生产遵
守市场经济运营的法则，以获取社会
效益与商业效益的双赢为旨归。在这
种大背景下，产业化进程中的文艺创
作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文艺
创作、生产和消费的美学标准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而从“美学规制”这一
视角能够较好地把握产业化语境下的
文艺创作与生产实践及消费活动，发
掘其成长发展的内在逻辑，获得文艺

生产现象背后的运作规律、运行规则。
“产业化进程中文艺创作的美学

规制研究”课题组前后历时五年之久，
就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终成
50万字煌煌巨著。面对产业化语境下
的文学创作现实，此研究透过纷繁芜杂
的现实，得出了产业化文学创作的基本
规律，即“抓住产业化语境下接受群体
的下沉使得文学写作在内容方面更为
草根化、大众化，在写作语言方面更为
通俗化、狂欢化，在叙事方式方面更为
类型化，在写作速度方面更为快速化，
在整体上更加重视读者的意见与审美
诉求。”进而指出“速度是产业机制下文
学写作区别于传统的、纯文学式写作的
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只有保持一定
的、必要的速度，才能得到观众的注意，
才能不被市场遗忘。与快速写作相适
应，“文学产业机制中文学写作的叙事
方式呈现出规则化、套路化、模式化的
特征。”本研究还揭示了产业化文学创
作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和深层意识形
态：“家族”（粉丝）化的作者群与“家族”

式叙事是文学产业机制下的文学叙事
套路化、模式化的外在表现，其背后隐
藏着对读者选择习惯的心理学研判和
搭便车的经济学考量，这既是读者和
作者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也是文学
产业经营者的营销规则。套路化、模
式化叙事的核心是文学产业写作中的
规则意识与规则制度，为人诟病的套
路化、模式化叙事实质上是文学产业
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规则化叙事。文
学产业机制下的文学写作言语选择的
通俗化，不仅是表层的读者整体文化
素质所要求的，而且为写作的产业机
制所规制。言语的通俗化并不意味着
内容庸俗化，相反，把它置入由巴赫金
所阐明的民间狂欢传统时，言语的狂
欢意味着能指的自由游戏与创生能
力，在能指的自由创生中，文学产业
写作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消解“性”与

“死”的紧张感、色情意味和恐惧感，创
造出生存的另一重境域——欢乐与趣
味，营造出瑰丽的梦境。

本书指出了产业化语境下文学创

作的美学规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文学写作中经典意识中的通俗叙
事，二是类型写作中的个性追求风貌，
三是祛本质主义的游戏性结构，四是
新与奇的审美价值追求。文学产业创
作的激烈竞争强化了作者的典范意
识，只有通俗叙事中做到经典才能占
据文学写作产业链的顶端。类型化写
作是文学产业化的必然选择，但在类
型的质的规定性中，有着个性探索的
空间。产业化文学写作中游戏价值的
趋中心化改变了文学审美中“乐”与

“教”的传统结构形态，使“乐”成为文
学创作的时代特征，也使游戏性自身
收获了越来越丰富的价值形态。在产
业化的语境中，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
与类型发生了新的变革：审美需要、愉
悦的源泉与审美价值载体的结构变化
同步发生，二者的同步变化以一种强
力的方式塑造着当代文学产业写作的
价值诉求——新与奇。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
院）

产业化语境下文艺创作的美学研究视角
李胜清

书与人

被推开的是什么：

出走的灵魂，

还是编织成了香囊的爱？

秘密的守护者，

依然有着这样磐石般的心：

远方在熊熊燃烧

品书斋

《苏富比的早餐：职业拍卖大师写给你
的艺术启蒙A-Z》

［英］ 菲利普·胡克（Philip Hook）著
程涵 周易 译
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书赏

当你看到一件艺术品时，先想知道
什么？苏富比高级拍卖师菲利普·胡克
告诉你，任何人在观看一件艺术品时，常
问的两个问题是：我喜欢它吗？这是谁
的作品？而拍卖师则会再加上三个问
题：它值多少钱？五到十年后它将值多
少钱？如果人们看到它被挂在我家的墙
上，他们会怎么看我？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会像拍卖师一样，直接关心艺术品的
价格而非审美价值。《苏富比的早餐》揭
示了艺术品与金钱之间复杂且微妙的关
系，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了一个不一
样的艺术世界。在本书中你能了解到：
西方现代艺术史的发展轮廓；艺术品的
普遍性价值规律；艺术品与金钱财富的
相互纠缠；艺术家和艺术品世界的八卦
趣闻。

苏富比拍卖行资深董事、印象派和现
代艺术部高级总监菲利普·胡克，从价值
与投资角度，解读你不了解的西方艺术历
史与发展。

《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
写作史》
[美] 亚瑟·梅尔泽 著 赵柯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将真理埋藏于字里行间，曾是西方
哲学家们广泛采用的写作技艺。也就是
说，这些作家会隐微地向特定人群传递
真理，但在面向大众时又借助通俗学说
来伪装。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隐微地
书写、阅读逐渐被世人遗忘，乃至变得神
秘莫测——也可以说，在阅读风尚日趋
平庸化的时代，隐微写作显得极其不合时
宜。可是，我们对隐微写作的不安是一回
事，这一现象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又是另
外一回事了。《字里行间的哲学》就致力于
从故纸堆中打捞出隐微写作技艺，作者
以清晰流畅的行文，给读者捧出了一部
关于隐微写作的百科全书。我们能看
到，隐微写作是如何被哲学家长期实践，
进行隐微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它又为何
被启蒙运动的后裔们遗忘，以及我们怎
样重拾字里行间阅读哲学经典的技巧。
最终，对隐微写作这种失落技艺的追溯，
实际上是对现代知识偏见的有力反思，
也是对人类严肃理性生活的强力捍卫。

《诗经点醒》
流沙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
生 于 1931 年 ，幼 习 古 文 ，做 文 言 文 ，
1985 年起专职写作，出版有《流沙河诗
话》《白鱼解字》《庄子现代版》等。本书
源自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在“腾讯·大家
文化讲堂”开设的讲座，分十讲，精选《诗
经》中十三首诗歌进行深度解读，对诗中
情景和相关社会历史风俗做了合乎情理
的复原，颠覆前人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缇妮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