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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遇见 !"位作家!共写文学传奇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对每一座城市而言! 书店都是不可或
缺的文化心脏! 即使在电子阅读如此便捷
的当下! 书店所代表的那种沉稳的文化气
息仍吸引着都市中忙碌而疲惫的人! 随时
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栖息地" 一家书店的品
格!往往也是城市文化品格的印证!城市的
气质赋予了书店恒常且充满地方特色的底
蕴!一座城市的某家书店!往往无法轻易被
复制! 充满着专属于这座城市的地缘文化
特色" 就好比谈及莎士比亚书店时!你没
法想象它开设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其他城
市#$$格特鲁德%斯坦因& 乔伊斯& 海明
威&菲茨杰拉德''那些一再流连于此的
文学大师们! 和来来往往未留姓名的读
者!从无数次门外的彷徨犹豫!到无数场
门内的欢畅倾谈!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家书
店独一无二的气质" 人们总说!这家门面
不大的书店见证和记录了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巴黎的文学黄金时代!其实在某种程
度上!莎士比亚书店本身就塑造着属于那
个时代的文学传奇"

在上海!也有这么一家书店!正由作家
和读者共同书写专属于他们的 (文学传
奇)*

&&

月初!思南书局概念店在位于上海
市中心的思南公馆揭开了神秘面纱* 这是
一家木结构与玻璃幕墙为主的小型书店!

从上空俯瞰!书店形状恰似一颗钻石!或是
一颗心脏* 在仅仅

'(

平方米的空间内!书
店陈列了

&)*+

个书籍品种+

')))

余本书!

均由来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选书师沈宇
精心挑选&摆设" 环形展柜中陈列着内容丰
富的小型展览! 展柜上摆放有介绍书局与
书籍的(豆本)!以及当日驻店作家带来的
作品&推荐图书和书房小物"

这家由思南公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作协共同打造的概念书店仅仅在这
里开设

+)

天"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

每天都有一位作家作为店长坐镇! 至今已

有三十多位作家于书店(亮相),李欧梵&金
宇澄&周克希&陈子善&汪涌豪&潘向黎&毛
尖&小白&薛舒&姚鄂梅&滕肖澜&张定浩&周
嘉宁&路内''每日的驻店作家与读者&学
者进行长达四个小时的交流&沟通!放一张
自己挑选的音乐碟片作为书店背景音乐!

为读者推荐自己喜欢的书!聊聊关于文学&

写作&志趣乃至日常生活的有趣事情- 撇去
了聚光灯与舞台的浮光掠影之后! 你所喜
爱的作家此时只是一位 (熟悉的陌生人)!

带着微笑! 穿着书店店长的特制围裙站在
你面前!并经由这样零距离的接触和沟通!

又成为了你生命中曾经交往的& 切切实实
的朋友" 对于不少读者来说!这样的场景!

似乎美好得有些不真实"

正式(上任)前一天!作家金宇澄就提
前去思南书局(看场地)!并做了许多筹划
工作" 驻店当天!除了为读者带来自己的作
品和介绍自己喜爱的书以外! 他还在书局
举办了一个名为(记忆之手)的插画展!与
读者分享自己近期的一些思考和所形成的
相关主题插画作品" 作家潘向黎带来了一

个小小的茶则作为留在思南书局的礼物!

因为喜欢而经年累月地使用! 茶则已经被
她养出了光润的包浆!(我希望它带着温度
和情感!留在这里!就像这个书局一样!留
在读者心中)" 作家路内带来了一个来自欧
洲的中古金色铃铛!开玩笑说,(开店嘛!总
要有召唤营业员的时候" )他显然是个很称
职的(营业员)!在书店里走来走去!还不时
与进门的读者攀谈! 向读者介绍书架上陈
列的各种书籍" 翻译家周克希主动自加任
务!希望能为读者(导购),(可以增设一项
.顾客给驻店作家提要求/! 比如哪些书是
适合读者阅读的- 这样会有点像定制!对顾
客来说是有益的- )学者陈子善选了卡拉扬
指挥的交响曲作为书店的背景音乐! 一边
念叨着,(书店怎么能没有好听的音乐呢0

古典音乐! 一千首里差不多一千首都是好
听的- )''在这里!作家们也遇见了形形
色色的读者!有从外地专程赶来!想和作家
毛尖打个照面的女士1 有在书店兜兜转转
看了很久!一开口就说(2三体3的另个版本
比这个好)!让(

,)

后)作家吴清缘讶异不已

的少女1 有以剪贴本形式珍藏了作家张怡
微数年报纸专栏! 只为告诉她哪一段文字
最感动他的中年男子''一千家书店也许
有一千种模样! 唯独因为人与人的相遇和
相知! 才使得作为文化载体的书店长久地
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正如思南书局概念店策划人+ 上海市
作协专职副主席孙甘露所说! 思南书局寓
意着一颗人文心脏*(今天上海大概有

!-))

多万颗心脏在跳动! 思南书局是其中的一
颗* 它也是整个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建设书
香社会+推广阅读的一个部分* )

虽然以概念店的方式仅仅开设两个
月! 但独特的人文传播方式赋予了思南书
局无尽的可能! 就像学者陈建华所想,(现
代性的稍瞬即逝!讲求随机随缘!思南书局
的读者在其中能够亲身体悟到文化传统下
的与书的随缘相遇* 思南书局是一种观念
的载体!而且能激励人的想象!这是在全球
化时代+ 在碎片阅读中我们所给予的一个
回应* )这也许是暗合当下生活理念的一种
方式!青年评论家木叶把它比喻为一场(流
动的盛宴),(好的书店就应该会在城市里
移动!但又像一个安静的村落!书和人可以
随进随出* 就像海明威说过的 .流动的盛
宴/!书店也可以是这样的* )

而对于作家而言! 这样的体验也是独
特且难忘的* (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在思南
书局交流!连接了人文思南的环境和作者+

读者之间的感情!这样的体验非常独特!与
在报告厅面对数百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思
南书局概念店虽小!但这是一个大事件!里
面蕴含的无穷的美妙体验! 对上海读书文
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家谈峥说,(虽然
现在大家都悲观地觉得传统书店也许会消
失! 但我想只要有思南书局这种全新方式
的提出!那么无论是新的图书!还是书店都
将会面临一种更加有意思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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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兴起是百年来的一件大

事"这是一次文化的大革新#诗体的

一次大解放"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国的

诗歌空间#想象空间得到了一种扩展

和拓宽"新的情感#新的思维#新的事

物都没有任何障碍地扩充到我们的

新诗当中来$ %

88

月底"由中国作协

诗歌委员会&江苏省作协主办"'扬子

江诗刊(承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

系列活动%历经三载落下帷幕"在第

9:

场总结论坛上" 北大中国诗歌研

究院院长&学者谢冕的这段话"阐明

了百年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意义$

自
8;8<

年发轫"中国新诗已有

百年历程$百年新诗最普遍的心结恐

怕在于"中国的传统旧体诗已经如此

完美"为什么要改转为新诗呢) 中国

新诗又是否足够成功到成为汉语诗

歌新的传统呢)这大约是融化在每个

诗人血液里不可拔除的情结$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自
9:8=

年起开始的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在全

国
<

个省&

8>

个市县举办了
9:

场

研讨活动"无一不是在为这个百年心

结寻求一种答案"主题探讨&理论研

究&圆桌对话&深入地方"无一不是想

厘清百年新诗的纹理脉络&发展实绩

甚至存在的问题"诗人们迫切想要寻

找百年新诗的汉语写作坐标"也为自

身的写作意义寻求一个佐证$ 事实

上"仅一百年时间"现代汉语诗歌已

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正如谢冕所

说*!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

统"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诗人为时

代#为社会的进步#为社会的问题代

言"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传统一直

延续至今"只是因为现代汉语的变化

使得旧体诗承载不下才转向新诗+ %

中国新诗百年发展至当下"最重

要的主题已经转移到诗歌与日常生

活的关系中来+ 近二三十年来"诗人

们似乎都在处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

关系"巨大的现实和纷繁复杂并且不

断剧变的生活现场使得诗人根本无

法从自身的现实当中抽离出去"逼迫

着诗歌谋求现实的存在"无论是赞同

日常生活进入诗歌" 还是唯审美#修

辞者"诗人们不得不对日常生活做出

回应+ 诗评家罗振亚认为"现实生活

和诗歌写作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层的

对话关系+ !随着向日常化世界的广

泛敞开" 诗歌不再满足于内敛的意

象" 和生活气息密切关联的对话细

节#过程被引入诗歌"将诗从云端写

回了大地" 通往人类的生存情感"日

常现实转换为诗性现实+ %

然而"当诗歌越来越向日常经验

侧重时"诗人对于经验的感悟#对于

处理具体日常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更

要经受考验+ 诗评家霍俊明说"这是

一个经验匮乏的年代"他所立论的依

据是"这个时代的诗人没有给我们提

供超出我们理解的语言经验和时代

经验+ 诗到语言为止"百年新诗最大

的贡献之一"是给现代汉语增加了语

言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某种意义上来

说"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穿透力和感

受力"许多是经由诗歌给予的+ 然而

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语境尤其是新

媒体生活使得日常经验越来越丰富

的同时"诗歌所透露出的生活和现实

经验却已经开始匮乏+诗歌无疑应该

是时代#生活最敏锐的探测器"当下

诗人需要重新估量生活"提供新的时

代#语言经验+

当网络时代兴起"新媒体越来越

成为每个人生活的日常平台时"诗歌

不可避免地或许更早地与网络新媒

体有了碰触"诗歌在网络新媒体的大

量生产与传播可谓当下文学与新媒

体结合最典型的一种+于是一种观点

也随之产生"认为目前诗歌生态上的

一些问题是因为当下的网络环境"因

为网络论坛和微信平台的兴起"诗歌

有了另一种无门槛的发表途径"以至

于泥沙俱下+ 诗评家徐敬亚却表示"

这从另一个方面作证了新诗的意

义,,,拯救自我的生活"!写诗的人

越来越多"他们白天东奔西跑"一到

晚上卡夫卡就回来了"所有的文字任

他驰骋"他要表达自己"打通和世界

的关系" 最终自主的主体感出现了+

他在诗里#语言里获得了复活%+ 在媒

体人刘颋看来"诗歌在网络新媒体上

找到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和传播手段"

但简单地把诗歌生态存在的诸多问

题归结于网络新媒体" 是有失客观

的+ 诗人杨克则认为"网络新媒体对

他们这一代的写作并没有影响"因为

他们已经固化了"真正会受影响的是

后来者"但正因为此"年轻一代对于

诗歌该如何发出声音会有新的认识+

事实真会如此吗)霍俊明有一种

担忧+ !当下诗歌新媒体互动之后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膨

胀的个体"以前我们是一个膨胀的整

体或者集体"现在我们到了一个膨胀

的个体的时代+当每一个写作者都认

为自己是一个鲜艳无比的碎片时"把

这些碎片放到一起"是不是就呈现出

一个整体的马赛克) %

新诗已百年"!中国新诗百年论

坛系列活动%梳理它的成就#分析它

的问题"更探讨它的未来+

活动期间"由江苏省作协主编的

'江苏百年新诗选(两卷本新书首发"

!新诗百年与江苏抒写%研讨会召开+

!回望江苏新诗百年历程" 从上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陈衡哲#刘半农#叶圣

陶#宗白华#朱自清#俞平伯等众多开

拓者"到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名家

新秀"无以数计的诗人之美名#诗歌

之名篇"构成了江苏新诗百年的壮丽

风景+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

主席吉狄马加指出"江苏新诗是百年

中国新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

新诗百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届 !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

秀作品奖,,,'扬子江诗刊( 奖颁奖

仪式%也在同一天举行+ 本届'扬子江

诗刊(奖的获奖者为李南#王小妮#庞

余亮#张执浩#王学芯#颜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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