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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斋

纳博科夫曾在他的 《文学讲稿》 中
提到，一流小说家是魔法师，他们用文
字、细节和想象力对抗全世界。历经十
年的完善、打磨与再审视，常年从事法
语文学教授及翻译理论研究的袁筱一，
带着她的“文学讲稿”—— 《文字传
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再次出现在读者面
前。萨特、加缪、勒克莱齐奥等十一位
法国现代文学知名小说家，构成了她笔
下群星闪耀的传奇时代与流动的文字盛
宴。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
学课》 中的篇目，多来源于袁筱一在日
常授课中的积淀，也来源于对文字奋不
顾身的爱。她在本书中试图重新定义经
典，使其融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中。而关
于文学经典，她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经典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反复
阅读、批评 （包括翻译和文本之外的其
他艺术形式的演绎） 构成的，经典远非
一成不变。”

在全书的论述中，她始终怀着一种
对经典的现代性、流动性、可塑性的切
身体察，力图在宏阔的二十世纪法国文
学史中建构一种更为精微、更为私人的
阅读体验，重塑我们关于经典的某种想
象，使之能够变得更轻盈、更诗意、更
感性。作者想要传达的，不是理论局限
下既定的价值观，而是小说家们在突破
陈规，甚至是突破经典本身的界限中所
展现出的，一种更为私人化的声音。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所见的是，袁
筱一如何从普通读者的视角出发，对二
十世纪法国经典作品进行重新审视与阐
释。她从萨特与存在主义思潮展开，讲
到坐在废墟中央的罗冈丹，并未直指关
于生命与存在的荒诞底色，反而指引读
者更轻松地来看待萨特的作品。或许可
以从他某日的饮食清单入手。

萨特一天的饮食单
两包香烟
塞满棕色烟丝的若干个烟斗
一升以上的酒精 （红酒、啤酒、高

度酒、威士忌等）
两百毫克的苯丙胺
十五克的阿司匹林
不计其数的咖啡、茶以及日常食物

中所含的脂肪
我们完全可以轻易地从充满着酒

精、香烟、咖啡与药物的清单上窥探到
萨特的私人生活，或者更深层的，也是
他的作品中反复申说的关于人的境遇。
对作家私人化、生活化的解读倾向，如
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后窗，我们得以有
更隐秘、更亲密的方式来接近一位作家
的真实世界。面对经典，无论是评论者
还是读者，都应当拥有一双小说家的眼
睛，如同罗布-格里耶小说中的窥视者，
文学的乐趣之一就是窥探文字背后潜藏
的秘密与私人传奇。

以一种私人化的视角发掘作家们的
真实生活，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陷入与之共
情的领域。她讲到萨冈，始终同情乃至共
情于她的无法和解。萨冈的一生，或许以
一句“在她二十二岁的时候，开着用稿费

买来的一辆二手的阿斯顿马丁跑车冲进
沟里”可以概括，或许是那句当代年轻人
深以为然的萨冈式标志性话语：

“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
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
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

现代人的情感，生存与梦境，使文
学越来越倾向于内在的、私人化的领
域，以萨冈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作家，以
精神世界为导向，完成了对所处现实世
界的“甜蜜而温暖的背叛”。可以说，袁
筱一在论说萨冈的篇目中寄予了一份额
外的“同情之理解”，将评论的内涵引向
更为深层的情感场域，使文学评论与原
文本之间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维系，整体
上展现出一种细腻、温和、女性视角明
确的文风。她也在序言中这样形容这种
私人化的情感寄托，“是在他人的小说中
读到自己的梦想、等待与破碎，准备好
出发和这些精心构建的文字彼此交缠、
肌肤相亲”，也是在无比宏阔的文学史中
构建个人史，以读者的立场与作家们建

立一种独特的亲密关系。
在 《文字传奇》 中最后一位作家昆

德拉这里，我们迎来了现代文学经典中
关于轻与重的普遍命题。我们对于昆德
拉，往往是误解伴随着接受，正如在他
的小说中，轻盈与沉重，肉体与灵魂，
构成的一对对永恒的悖论。而回归现代
文学经典的范畴中，这样的悖论也是明
确存在的，在本书中所论及的加缪、勒
克莱齐奥、萨特等人，最终无不指向人
类生存哲学的探讨，在他们的作品中，
类似的主题或许沉重，我们也习惯于以
同样严肃的眼光来审视文学经典中的诸
多命题。而在卡尔维诺的 《为什么读经
典》 中也涉及对文学作品之轻与重命题
的论述：

“世世代代的文学可以说都存在着两
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要把语言
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像云彩一样
飘浮于各种东西之上，或者说像细微的
尘埃，像磁场中向外辐射的磁力线；另
一种倾向则要赋予语言以重量和厚度，
使之与各种事物、物体或感觉一样具
体。”

经典作品不断在周围制造批评话语
的尘云，也总是不断抖掉其中话语的微
尘，最终形成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评论。
在如今的时代，阅读那些厚重蒙尘的经典
著作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相一致了，
但也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正在以一种个
人或集体无意识潜藏于我们的深层记忆
之中。本书的作者似乎也秉持了与卡尔
维诺相类似的文学观，为我们打开了阅读
经典的全新视阈：或许阅读与写作本身，
是奋不顾身地扑向某种轻。

袁筱一的 《文字传奇》，其实就像是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一本入门指南，也
是充满了私人化解读的文学讲稿。它是
轻盈的，我们几乎可以循着它文字的节
奏一同飞行，而面对浩渺无尽的文字传
奇，我们就像卡夫卡笔下的骑桶者，反
而越是填满就越不可能离开原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
研究生）

经典的经典的““轻与重轻与重””
——评《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

元萌

本报讯 （记者 齐林泉）“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显然是有价
值观的变迁加以支撑的，先进的核心
价值观是提高社会主义中国文化软实
力的根本基石。”由外文出版社主办的

“如何看中国”丛书首发式于近日召
开，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
震教授作为丛书的主要作者致辞。

据悉，“如何看中国”丛书由各领
域知名专家创作，以讲故事的方式，向
海内外读者表达中国的观点立场，传递
中国的价值理念，用鲜活的事例和客观
数据说明中国的世界贡献，主动讲好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
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合作共赢
的故事。

“如何看中国”丛书首发

《格列佛游记》《巴黎圣母院》《猎人
笔记》 ⋯⋯当年很多人接触西方名著，
都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
著”丛书开始的，由于书封面均为网格
状的设计，人称“网格本”。这套书诞生
于 1958 年，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
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其作品之多、
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
国文学出版史上之最。历经半个多世
纪，如今在市场上已难见其踪，甚至成
为收藏对象。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致敬‘网
格本’——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首发式”在京举行。围绕“致敬翻译
家”“致敬经典”“致敬时光”“致敬文
化”和“致敬传承”五大板块，外国文
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作家以及各个年
龄段的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这套丛书
的发布。活动现场，俄语文学翻译大师
汝龙之子汝企和深情回忆了父亲克服各
种困难自学俄语、孜孜不倦重译并修订
译本的往事；92 岁的日语文学翻译家文
洁若和 73 岁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李尧也亲
临现场。

著名作家李洱特别喜欢“网格本”
中的 《格列佛游记》，到现在还经常翻

看，他说：“老版‘网格本’是一套非常
雅正、有一种宏大气象的书，因翻译质
量和书本身的质量相得益彰而成为‘西
方正典’。”“70 后”著名作家阿乙坦言，

“网格本”中的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对于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建议需
要外国文学启蒙的读者，如果不想浪费
时间，直接选“网格本”就对了。

新版“网格本”的问世不仅是对时
光和岁月的致敬，也勾起了读者的怀旧
情结。民间收藏者应晨饶有兴趣地回忆
了“一天收三书”的往事，当日的狂喜
仍然溢于言表；从小就爱读书的著名编

剧史航说，新版“网格本”“其实有点儿
像让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重新看到当初
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时的自己”，老版“网
格本”是首印、是伟大的，而新版“网
格本”是神圣的，这才是传承的道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介绍，
新版“网格本”第一辑有 30 种，包括

《伊索寓言》《雨果诗选》 等，今年内将
出到 100 种。新版“网格本”有四新：
新选本、新用材、新科技、新课程，比
如在书中嵌入AR （增强现实） 技术，将
名家大师的文学课藏在书里，读者可能
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

“网格本”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写东西是我的日常工作。
这是真正的工作，不是谋生那
类所谓的工作——我曾经奢望
的启蒙意义早已消逝无踪——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一个
诗人不写东西，他的身份基本
上就是不成立的——我明白这
个要求仅限于我——与其让人
强迫着不如自己强迫。

进步当然是有一点儿的，
无论是写作技术还是写作意
识。我自己对此有着比较清醒
的认识。我知道自己走到哪一
步了，按照我的写作要求和规
划来看——我有时为此欣喜，
但是有时却又高兴不起来——
是因为有些问题我至今未能克
服。而单论可以克服的问题，
我也知道自己还可以更好或者
更细腻或者更大胆，或者说还
可以写出更多的诗——我能看
见它们躲在脑洞之中颤抖的样
子——我实在需要更多与它们
单独相处的时间，但是没有。

《朴素的低音号》 这个名字
由来已久，但是我却不想谈论
它的始末。或许有人会问朴素
的低音号是什么意思——我可
能会说没什么意思，或者说它
的意思可能就是字面表现出来
的那些意思。我不好意思说隐
喻就是诗，正如不好意思说生
活就是活着。

如果你在生活中碰到一个
诗人总是在强调表面意思之类
的障眼法或者其他客气话，那
么请让我告诉你事情的真正底
细——他说的字面意思可能就
是全部意思，而且我还可以负
责任地将之引申到哲学问题上
来——表面就是深渊。

由此看来，我的工作可能
仅仅就是把这个表面写出来，
而且写得活色生香的，让每个
人都觉得活着是有那么一点儿
乐趣的，通过文字形式建筑一
所隐秘的房子或者一个明朗的
宇宙。

《朴素的低音号》 里的诗大
部分是从2017年的诗中挑选出
来的，且大部分未发表过，因
此是非常新鲜的。而且我想强
调，整本诗集与之前出版的诗
集比较，形式方面的变化比较
明显，当然也是故意的。2016
年的诗选了一点儿，也是从形

式方面考虑的。对此我不想说
得太多，看见的人自然看见，
看不见的人我当然什么都不会
解释的。我把每一个读它的人
全都当作隐秘的知音，你们看
见的其实也是全部。

把诗分成四辑只是一个大
概结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
味。我头一次这么干，觉得有
点儿意思。当然可能存在生硬
的成分，犹如四十九岁和五十
岁或者五十岁和五十一岁——
它们之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必
须筛选出来的差异呢？心理问
题明显是存在的。你不能不说
心理暗示或者人类标定的时间
数字对一个活人来说真的具有
这样或者那样的潜在影响。

我想把 《朴素的低音号》
这本诗集作为自己五十周岁的
生日礼物——

五十周岁是值得纪念的。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值得纪
念⋯⋯

这么说又仿佛是在取消纪
念的特殊意义。不过也没什么，
因为我的意思更多的是写在诗
中，而不是写在散文之中——这
么说并不是歧视散文，而是阐明
它们的不同。

人生并不漫长，但是我在我
写的东西中却能经验各种不同
的人生，所以未来我还会继续珍
惜这种美丽人生的，犹如我的榜
样意大利人圭多先生——这本
书其实也是献给你的。

隐喻即诗
桑克

本报讯 “《红楼梦》 的国际表达”
主题论坛近日在京举行，由中国青年出
版总社和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策划、中
青 （英国） 国际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的中、英、法、意版本 《清·孙温绘全
本红楼梦》 在论坛亮相。该书以国家一
级文物，旅顺博物馆所藏清代孙温所绘
230 幅绢本工笔彩绘“孙温 《红楼梦》
全本绘画”为基础，结合画作描述的故
事情节，由中国红学专家撰写了十万多
字的节本配文，译者与国外汉学家精心
审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全世界读者

介绍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与艺术内涵。
红学专家何卫国表示，早在十八世

纪末，《红楼梦》 就作为外国人学习汉
语的教材而使用，时至今日，《红楼
梦》 已经被翻译为 34 种语言，155 个
不同篇幅的译本,但不管哪种语言，《红
楼梦》 的全译本都卷帙浩繁，此次出版
的绘本 《红楼梦》 在孙温画作的基础
上，配上与画作描绘的故事情节相关的
文字，更便于海外读者了解文明的古代
中国。

（晓毛）

多语种《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亮相

纸现场 美国犹太裔作家、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
斯·辛格是改革开放以后，对
我国读书界、文学创作界最早
产生较大影响的作者之一，五
六十岁甚至更年长一些的中国
作家在创作之初，几乎无人不
晓他的名篇 《傻瓜吉姆佩尔》。
在第二十五讲“朝内 166·文
学公益讲座”上，英美文学专
家陆建德带领读者一起走进辛
格的短篇小说世界。

“如果他一直生活在波兰，
并有幸成为‘二战’的幸存
者，可能不会成为如今的他，
是‘反观’为他的作品赋予了

‘审美和价值的力量’。”陆建德
介绍，辛格是出生于波兰的犹
太裔作家，移居美国后，仍坚
持使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意
第绪语写作。时间和距离上与
故乡的阻隔，让他得以将“那
段记忆的东西写得特别美、特
别好，特别有张力”，他对移民
到美国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精彩
的描写。这些构成了辛格写作
小说的透视镜，他笔下的犹太
人脱离了刻板形象，十分鲜活。

辛 格 名 篇 《傻 瓜 吉 姆 佩
尔》 中，在那个看似特别无
能、没有血性的主人公身上，
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陆建
德认为：第一是欧美文学中常
见的、与中国文学有别的忏悔
主题，吉姆佩尔的妻子骗了他
一辈子，却在临终时向他忏
悔。第二是复仇和宽恕的主
题，受骗了一辈子的吉姆佩尔
本想利用自己面包师的职业身
份，通过在面包里撒尿的方
式，报复全镇嘲笑他傻的人，
可最终他选择了扔掉面包、宽

恕所有人。他这种道德行为的
提升颇有别于“睚眦必报”的
复仇心态，也有别于“站在道
德制高点，将自己想象成受害
者”的心态。人不能因为别人
待你这样，你就回以同样的方
式，宽恕和不记仇有利于这个
社会“凝结为一个有力量的共
同体”。第三是对“一个人一旦
意识到自己有德，还是不是真
的有德”的诘问。

在陆建德看来，“辛格是个
像契诃夫那样会讲故事的大
师”，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 《辛格自选集》 既有韩颖、
杨向荣两位中生代译者，也在
校正同一些专业名词的同时，
保留了戴侃、方平、冯亦代、
李文俊、屠珍、文美惠六位翻
译界前辈的译文，可以说是对
我国长期以来译介辛格短篇这
一良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辛格：
像契诃夫那样会讲故事的大师

李明

书与人

本报讯 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
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
日前在京举行，《我的青春有片海》《落
凤山》 等 15 部作品分获银奖、铜奖、
优秀奖和影视创意奖。

大赛于 2018 年 5 月启动，半年内
收到有效参赛作品 4560 部，作品主要
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同时美国、
加拿大及缅甸的华人也积极参与。中国

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表示，大赛旨在
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助力，把传统出版和
新兴出版有机融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会长白烨在点评 《我的青春有片海》
时表示，该书讲述的是女大学生创业的
故事，对年轻读者有励志的作用。

第五届大赛同期启动，主题为“新
时代，梦可期”。

（伊湄）

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揭晓

写作中的让-保罗·萨特 （资料图片）

《朴 素 的 低 音 号》 桑 克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全书面向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
按照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
文化与理想、世界与未来等五个基本层面，
分为中华文化如何应对人与自然的冲突、
中华文化能提供什么发展模式、中华文化

如何面对全球性贫困等十九个问题，对五
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进行了梳理与研
究：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进取精
神，到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开放包容精
神；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忧患意识⋯⋯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进行了系统的
阐述，揭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绵延不
绝的精神气质，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有益成
果。不仅如此，该书还注重面向“人”的
层面，思考中华文化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
的地位，如何提升每况愈下的伦理道德，
如何化解人际冲突，如何抑制恶性膨胀的
个人主义，如何克服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
等问题，是一部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
智慧的通俗理论读物。

新书赏

生活中许多亲子冲突、教养难题都由
父母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引起。父
母想要急切地达到自己的养育目标，而孩
子却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心理需求。心理

学无疑架起了父母更好地理解孩子的一座
桥梁。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孩子日常中
种种“问题行为”变得既“可以理解”，
也“可以破解”。

本书作者凌想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
个十岁男孩的妈妈。本书围绕父母日常育
儿中最棘手、最关切的问题，以心理学为
切入点，带领焦虑的父母看透孩子日常

“问题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理清亲子
冲突中隐藏的种种心理误区，从而引导父
母以恰当的方式处理育儿难题，以更长远
的目光看待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同时，也
让我们经由孩子找到自己内心焦虑、不安
和恐惧的根源，从而实现自我的疗愈与成
长。本书分为亲子关系、亲子沟通、习惯
养成、品格培养、学习、自我成长六大模
块，分别聚焦父母日常育儿中最常见棘手
的难题。

（缇妮 整理）

《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孙伟平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好妈妈都懂的心理学》
凌想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青豆书坊

滋味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