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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斋

麦家新作《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让我恍惚中看到《罗生门》叙事的
影子。众所周知，罗生门不只是一个文学
作品，其写作方式与表达在人生际遇上，
尤其关系到个人荣辱的切身利益面前，人
们会编织各种谎言伪饰自己，使真实变得
模糊。《人生海海》中，为父亲洗刷“罪名”
的爷爷、忠于上校不肯原谅爷爷的父亲、
大忠若奸的老保长、狡猾的小瞎子、悔恨
终身的林阿姨、疑似旁观最终“彻悟”的

“我”等，同样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各自定
位着做过国民党特工、军医，上过朝鲜战
场，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一个人，给其以
自己称谓：或上校或太监，折射着其在自
己心里不同的形象。

从作者的写作口吻与自述上可以明
确一点，重拾人天生的善良甚至慈悲，达
成对“上校”类人物以及其背后附属信
息——故乡的和解，这种和解的背后是
否隐藏着一种作家及其一类人心中更深
层的不安呢？

不安似狱。走不出心灵之狱的我们，
将永远流浪于上帝给我们设置的场景中，
不得解脱。还不是上帝的设置，是我们自
己的设置。作者只是将这种生活场景设
置密集化、尖锐化，从而让我们生活中那
些被时间淡化的丑陋与高尚，在压缩的时
间与空间中放大并清晰化。从这个层面
说，作者用罗生门的形式带读者巡游于现
实的罗生门：人世与地狱之界门。

如果说《暗算》《风声》和《解密》是麦
家小说中甲乙甚或丙丁多方的绞杀，解说
的是一场场智慧的心理战的话，那么

《人生海海》给我们展示的是完全用明码
编发呼叫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沉睡抑或隐
藏在心灵深处的密码、暗语。上校身体上
那串字符是解密的密钥，拍发的任何一场
为了生存与尊严的“流言蜚语”，都是以

“我”为见证并绑架着“我”去觉醒。
“上校”的人物原型是活在作者心里

11 岁那年看到的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挑
粪的老人。证明男人的东西没有了，这是
麦家写作的动力源，能不能说这是对那个
身为男人和以男人为代表的故乡的忏悔

呢？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男人之痛一样点

燃了作者年少的心，成为童年一段伤。如
果说儿童期是人一生的初始、人生的伊甸
园的话，那么显然，这个失去男性体征的
男人及与其相关的每一个不幸，同样以不
幸的方式让作者流浪于伊甸园外。这个
儿时的“非虚构”似乎成为植入作者心中
的“黑暗之光”，以上校、老保长、爷爷、父
亲、小瞎子、林阿姨等人为载体，勾勒出
人性中那些不为人注意，却时时围绕于
我们周围、缠缚于我们心灵中的不为文
明所接纳，却必须为了生存而成为世俗
化行为的阴影。

麦家说：“我想通过一个机会为自己
的反省举行一个仪式。”我想把其中的

“一”改成“各”，也成立。它说明作者
的实时反省，这种反省以文字的形式、
小说的模样站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
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自赎。这种自赎体现
着一种精神上的寻根性、思想上的敏锐
性、情感上的细腻性、行为上的连续性
与持续性。甚至在上帝面前都呈现着一

种深度，一种后伊甸园生活中个人对群
体的人性的反思。

这种反思在 《暗算》《风声》《解
密》《刀尖》 中更多的是对立场景的产
物，或者说具有其场景特定的局限性。
直至 《人生海海》，这种反思扩大到非对
立的命运共同体的生存状态中，去揭示
那些人们生存不易的根本原因：在人死
亡之前，人有活着的权利。

活着需要勇气。《人生海海》 里经常
有一句“报纸上说”，我觉得这句就好像
是佛经的启首语：“如是我闻”一样，在
将近20次的出现中，都点中生活中那些
死穴，至少是“我”的死穴，让“我”置之死
地而后生。比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
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小说中这句是
承接父亲的记忆与心理暗示的——上校
出事后，他的心里全是鬼，并为“我”
不惧鬼而人生第一次哭——让“我”看
到的第一次哭。作为读者的我，想问，
这种被记忆绑架了的愧疚，是否需要永
远成为人一生的十字架，压在心灵的墓
地上？这人生第一次被儿子看见的老泪

纵横是一种自赎还是自我惩罚？
《人生海海》 用上校——小说中最具

智慧人物的话来终结一切：“一切都是
命。”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睛看不到我
的过去”。

这种归罪也许是一种被动且无奈
的、与过往和解的方式，或许还有些许
的自欺欺人与心理麻醉，但对世界更深
层的认识与认知，是所有人心里不安的
集合。上校也不例外，与小说中其他人
物并列构成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存在不安
的原因的切片。告诉我们命是自己的，
也是别人塑造的。荣格说：“在人类文明
萌芽的最初阶段，人类无意识中就潜藏
了圣人或是救世主的意象原型。”这样说
来，我们同样是平行层面上别人过往里
的一个“现实上帝”。遗憾的是这种无意
识型上帝思维充满了人类原始本能的愚
蠢、非理性与非善。那些为救赎而存在
的因曾经是我们不断重复的罪，并无限
遥远地贴近我们人类原罪或翻版，在挤
压、屈服与挣扎间寻求命的最终解决方
式与解释权。

麦家说：“一个作家，他的写作是怎
么也逃离不了童年和故乡的。”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故乡也许只是户口本上的一
栏而已；对一部分人来讲，故乡可能既
是生我之地也是伤我之所。所以对于可
以用文字表达的作家来说，“和故乡的一
次和解”也许更多意味着一种自我救
赎，抑或以文字的形式让自己解脱。故
乡不会因为我们失去而失去，却会因为
我们存在而存在。

木叶说：“所有的创作都是对世界广
义的批评。”也许麦家的这部救赎之作也
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审视和警示，也让我
们找到文学与道德说教的临界点。文学
是否能够与一种道德行为关联起来，要
看读者的价值取向如何，不完全取决于
作者的初衷。这也是书之命。但作为一
种存在，我们无疑又经历了一次别人的
苦难，多活了一次。活的过程中，也许
我们会死去一部分，也会重生一部分，
在我们第二次去打开那本书的时候。

中国式罗生门或救赎中国式罗生门或救赎
刘海涛

本报讯 1979 年 9 月，德国著名作
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访
问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

（今上海外国语大学）作讲座，并和冰心、
王蒙、柯岩等中国作家进行交流。40 年
来，君特·格拉斯在中国受到读者广泛赞
誉，对中国当代作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刘心武、王小波等作家都曾撰文谈过他
的创作。近日，德语文学翻译家、资深版
权代理蔡鸿君介绍了君特·格拉斯作品
在中国40年来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情况，

以及自己与格拉斯的交往和感触。人民
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宣布，人民文学
出版社将推出新版“格拉斯文集”。

据介绍，1987 年，《世界文学》杂志
刊登的《猫与鼠》插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术编辑、画家张守义绘制。1990 年，

《铁皮鼓》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收入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2015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格拉斯亲手绘制插
图的彩图版《我的世纪》，该书是格拉斯
生前编订的最后一本书。 （张明）

纪念格拉斯来华40年，新版文集将出版

本报讯 由韩国文学翻译院和人民
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外面是夏天》新
书分享会近日在北京举行，韩国当代最
有代表性的年轻女作家金爱烂和中国女
作家蒋方舟对谈。

《外面是夏天》是金爱烂的第四部短
篇小说集，也是韩国重要文学奖——第四
十八届东仁文学奖获奖作品。金爱烂告
诉读者，该书描写的是关于丧失的故事，
她认为“悲伤是没有国界的”。同样是描
写都市生活的故事，但每个作家的关注点
并不一样，金爱烂“对都市生活的描写一

直以来关注的是空间，当代年轻人所居住
的空间不能称之为家，而是房间”。对此，
蒋方舟提到了中国社会的焦虑，一是“技
术带来的”，技术的革新使得一些职位不
再必需，而相关岗位上的人忽然之间被
辞退。她以身边互联网从业者的经历为
例，阐述了“80 后”普遍面对的现实焦
虑。二是“90 后”和“00 后”所面临的消
费欲望不断膨胀和满足欲望的能力不断
缩小之间的残酷矛盾。她说：“一代中年
人和一代青年人到底何去何从，其实是
一个大问题。” （杨南）

中韩女作家对谈《外面是夏天》

纸现场

阅读唐诗的门径在哪里？唐
诗的优胜处如何探寻？南京大学
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莫砺锋说：

“唐诗犹如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
我曾通读过存世的全部唐诗，对
唐诗这座大山的进山路径和景点
方位比较熟悉。我想做那个站在
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和解说
沿途风景的导游。”

“导游”是莫砺锋的自谦之
辞，事实上，从熟读《唐诗三百
首》，到出入《全唐诗》，反复阅读
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的文
集，莫先生绝对算是中国当代最
熟悉《全唐诗》、最了解唐诗艺术
的学者之一。近日，莫砺锋来到
Page One 书店北京坊店，以《唐
诗苑的入门与探幽》为题，与读者
分享自己的唐诗阅读经历，讲述
老师程千帆先生的为人为学以及
自己和文学相遇的难忘记忆。

1966年，莫砺锋高中毕业，高
考志愿他填了“三个清华”——清
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清华大学数学
力学系、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
他期待在高考中金榜题名，日后当
一名工程师。“但是还没等我走上
高考考场，中央就通知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了。”
和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莫砺锋选择了下乡插队。知青的生
活很苦闷，每天用镰刀、锄头劳作，他
觉得日子单调极了。十年中，理科
生出身的莫砺锋开始慢慢读一些文
学书，“蹇驴破帽”的杜甫像一个同
样潦倒的知音慢慢走进他心中。

1977 年恢复高考，莫砺锋考
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一年后，他
便提前考研，成为南京大学古代
文学系的硕士。当时他并不知道
当代著名的文史大家程千帆是
谁，只因南大那年古代文学招收
唐宋方向研究生，而自己在农村
空闲时“背了几千首唐诗”。入学
之后，莫砺锋才发现自己和程千
帆的经历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想
学理工专业，最终阴差阳错学了
中文；两人都因时局原因下乡劳
动，最终收获了许多农业知识。
某次，莫砺锋陪程先生在南京玄
武湖边散步时，程先生指着一块

草地说：“这够五头牛吃一天”，莫
砺锋点头说：“对，老师说得很准
确，我也有经验。”

莫砺锋是程千帆晚年再上讲
坛带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没有受
过完整本科中文教育的他，程先生
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从先秦
时期的经典到唐宋的大家别集，程
先生开列数十部必读书，并要求学
生研读每部必读书之后，撰写一篇
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由无书可
读的乡下迈入书山学海的大学堂，
莫砺锋也异常勤奋，一路苦读下
来，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

为了培养弟子的写作能力，
程先生通过合写论文的方式加以
训练。莫砺锋曾与程先生合写过
多篇论述杜诗的论文，《唐诗课》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收录的《他
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读杜
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札
记》一文，就是他们合作的文章。
该书选辑了程千帆 11 篇具有代
表性的谈论唐诗艺术的文章。在
这些文章中，程先生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古典诗歌中一与多、小与大、
曲与直、形与神的艺术创作规律，
还详细地辨析了唐朝边塞诗中的
地理、方位的虚与实问题，以及《春
江花月夜》一诗的被理解与被误解
的问题等。程先生退休后，莫砺锋
接替老师主讲杜诗的课程。

后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
版了莫砺锋的《莫砺锋讲唐诗课》，
该书汇编了他的40篇文章，以专
题的形式解读由初唐到晚唐诗歌
的诸多面向。一篇篇读下去，作者
仿佛引领我们回到了千古名诗的诞
生现场，去追寻诗人们的传奇人生，
体悟唐诗的生命力与感发力，感受
其蕴藏于最美汉语中的不老诗心。

日升月落，如今莫先生也已
迈入古稀之年，头发已经花白的
他依然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近
年来，他还积极参与各种普及古
典文学的活动，他说：“怎样让读
者来阅读李白、阅读杜甫，我认为
是比学术研究更有意义的，所以
我花大量的时间来从事普及工
作。”他希望让古典文学惠及更多
的读者。

莫砺锋与导师的“诗缘”
徐佳

书与人

滋味坊

“译完库切这本最新小说，我的感觉
是好恐怖：并非情节多惊悚，让读者感到
害怕的那种恐惧，而是文本意义上的恐
怖。有时我们在赞美一个事物的时候，也
会说好恐怖。”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一书
的译后记中，译者杨向荣这样写道。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前作《耶稣的童年》的续篇，在书的题
记处，库切用《堂吉诃德》中的话自我打
趣：“不论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然

而《耶稣的学生时代》精彩程度完全不逊
于前作：一个虚构的移民国度、一个神秘
的天才儿童、一所匪夷所思的学校、一桩
离奇的杀人案件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情
节。书的主人公仍为少年大卫，这个男孩
拒绝接受传统学校教育，认为人们不了解
数字的真正含义。这次，他似乎在新的城
市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在埃斯特雷拉的舞
蹈专校，校长夫人安娜教学生们通过跳舞
把真正的数字从它们寄居的星星上召唤下
来，正在大卫越学越深入之时，校长夫人却
被博物馆管理员谋杀了，而谋杀的动机，据
管理员所说，是“爱”。

库切曾以极具独创性的不同体裁和
手法创作了多部直击人类灵魂的作品，其
中包括受读者欢迎的“自传三部曲”；而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库切新的“耶稣三部
曲”的第二部，在这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
品中，库切使用最为传统的描写和对话，
却于对话中蔓延开无尽的哲学思考，写出
了最为特别的小说。日前，人民文学出版
社在北京举办了《耶稣的学生时代》中文

版的新书分享会，评论家邱华栋和新晋茅
盾文学奖得主李洱与读者交流体会。

当读者将同为诺奖作家的库切与加
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比较时，李洱说：“对
中国读者来讲，对汉语文学来讲，库切比
马尔克斯重要得多。”邱华栋认为，库切的
风格比较“冷”，作品“很锋利”，具有很强
的形式感。李洱进一步用“晚期写作”风
格来阐释库切这部作品的特点，他讲道，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提出，晚期风
格的特征是碎片、超验，库切自己也曾提
起，晚期写作的叙事要素应尽量简单。这
正是《耶稣的学生时代》的特征，故事围绕
一个小男孩展开，没有复杂的情节，主要
用人物的对话来写，这些对话如李洱所
说，“很像柏拉图的谈话录”。

邱华栋从库切本人的经验出发，讲述
了库切从南非移民至澳大利亚的经历，探
讨了这一移民经历对其写作、观点的影
响。李洱则说道，“新移民”这一主题在本
书中很重要，也使本书与我们的“现实构
成摩擦”：书中的角色进入一个新的移民

国度，放弃了曾经的语言，学习新的世界
观开始新的生活，而处于不断发展社会中
的我们也不断变换着自己生活的地点、场
合，迎接新的时代，不断学习着新的概
念。全世界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是“新移
民”。

在邱华栋看来，库切是“金字塔尖上
的作家”，是永远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神
营养的作家。事实上，库切虽已功成名
就，却远未到盖棺论定之时，《耶稣的学生
时代》结尾颇具悬念，显然是为“耶稣三部
曲”的最后一部打下伏笔，李洱表示非常
期待下一部作品，并认为库切将“以死来
写生”，完成这一系列。

两位嘉宾聊新书时，也不断提起曾对
自己产生影响的库切过去的经典作品，如

《耻》《青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
代表作，据悉，这些作品将陆续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在“库切文集”中出版。2020
年，这位仍处于创作力巅峰的作家将迎来
自己的80岁生日，阅读这套“库切文集”，
可能是最好的庆祝方式。

只有库切，才敢这样写小说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自从2009年复旦大学开设国内首个
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近十年来，创
意写作逐渐在各高校中文系生根开花，
成为一种时代趋势与潮流。近日，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举行第六届创意写作国
际论坛暨写作专题研修班，主题为“创意
写作：重塑写作的尊严与文学的自信”，小
说家宁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上海
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道军等专家学者，从

“创意写作学术研究的兴起及中国经验”
“创意写作的潜力及其限度”等不同角度
进行研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凯瑟
琳·褒曼还开设了主题为“写作技能进阶：
叙事性写作与想象性写作”的写作工坊。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线教师、写作爱好者聆
听大师写作课，探索写作的更多可能性。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20
世纪初期诞生于美国，迄今已成为涵盖
20 余个子门类科目，拥有完备的学士、硕
士、博士培养流程的成熟学术领域，被视
为创意产业的学术根基与人才摇篮。该
论坛自2014年开始举办，旨在推动“创意
写作”在国内的发展，更好地分享国际先
进的创意写作理念和经验，进一步加强

高等院校写作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
设，帮助写作爱好者提高创作水平。

梁鸿认为：“真实在非虚构文学中不
能成为一个道德标准，作者还必须安排有
意义的艺术形式在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
的文学。”在宁肯看来，小说的核心是发现、
想象和经验，三者关系是曲折而非直通的，
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许道军则坦言
创意写作教育者面对的困惑，以及创意写
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创意写作无
论是作为专业还是作为学科，都要给自己
进行一个说明和梳理，从学术、理论上来证
明创意写作跟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一
样是有学科方法和学科要求的。

据 了 解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自
2010 年起推出“创意写作书系”，迄今已
出版近60种，包括《小说写作教程》《成为
小说家》《故事工程》等在美国创意写作
界广受好评的专著。“写作是可以教的，
创意写作教授的不仅仅是写作的技巧，
还可以打开心灵、发现生活中的力量和
人性美。希望帮助读者打破对写作的恐
惧，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写作之路。”人
大出版社总编助理费小琳说。

重塑写作的尊严与文学的自信
贺文峰

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残稿、宋刻 《注东坡先生诗》“焦尾
本”、绘制于清乾隆年间长达 9.25 米的 《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
图》 ⋯⋯9 月 7 日，汇集了 330 余种珍贵藏品的“中华传统文化典
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

展览通过精练深刻的图文内容、珍贵罕见的古籍善本、丰富新
鲜的科技互动手段，为观众奉上一场“让古籍活起来”的精神文化
盛宴。 方新 文/摄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
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的
这句名言以经、纬来形容写文章
时理与辞、情与采之间的关系。
由“经”与“典”组成的“经典”一
词，则是指可作为准则和标准、样
板的典籍。与钱钟书、季羡林并
称为“南饶北钱”“南饶北季”的国
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在其领衔主编
的“经典之门”丛书序言中说：“经
书凝结着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
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
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
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

中国的典籍卷帙浩繁，如何
走进经典是许多读者的难题。华
夏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经典之门”
丛书为希望阅读中国古代经典著
作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
记者从日前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
楼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了解到，
由包括陈鼓应、陈耀南、吴震、康
震、赖庆芳、罗永生等在内的 40
位学者精心撰著的“经典之门”丛

书分《先秦诸子篇》《历史地理篇》
《哲学宗教篇》《文学篇》四册，将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 55 种经
典著作囊括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
所所长卜宪群说：“在五千多年的
历史长河中，我们祖先所创造的
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今天仍然
具有深刻的影响。经典著作经历
了时间的考验，承载着传统文化
的精华，是理解中华文化核心基
因的钥匙；在阅读和诠释的过程
中，又往往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其泰认
为，传统文化精华中蕴含着宝贵
的民族智慧，其中有许多超越时
空、超越国度，能与当今时代需要
相适应的永久价值。本书以新的
视角、新的方法对中华文化经典
进行阐释，是一项创造性转化的
工作；导读赏析扼要浅白，切合当
下，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
经典著作的大门。

“经典之门”丛书
送你一把“钥匙”

本报记者 王珺

J.M.库切

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