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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平将军书法作品展在沪举行
本报讯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副主任、 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童世平上

将“百位历史名人醒世名言警句”书法作

品展近日在上海金桥碧云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将集中展出童世平用其

擅长的“楷、隶、篆、行”四体共 180 幅以

“醒世”为主题的书法作品，作品的内容

皆来自从孔子到孙中山约二千五百多

年历史长河中的百位杰出历史名人的

名言，是倡导清醒地处世行事方面的名

言警句。

童世平表示， 本次展出的历史名人

醒世名言警句选取了 100位在社会历史

相关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历史名人， 其中

既有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王名臣， 也有

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 既有先秦诸

子百家的代表人物， 也有学术造诣深厚

的学者大儒；既有思想家、科学家，也有

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诗人； 既有横戈跃

马、屡建战功的将军，也有舍身取义、视

死如归的仁人志士。在此基础上，确立了

“醒世”这一内容主题。 其蕴含的思想内

涵，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启迪、告诫和警示

作用。同时，我们通过这些极富哲理的醒

世名言警句， 可以感悟到历史名人深刻

的洞察力、思想的穿透力、精辟的概括力

和对社会历史长久的影响力， 进一步领

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广阔丰厚、博大

精深，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上海安徽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刘涟

清观展时说，童世平将军 180幅作品所选

取的名言警句，思想性突出，对当下爱国

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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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钟晓阳小说三部

曲 ”———《停车暂借问 》 《哀伤

纪》《遗恨》近日由青马文化推

出。 其中，《哀伤纪》和《遗恨》

是首次推出中文简体版。 爱情

一直是钟晓阳书写的重要主

题，这三部钟晓阳人生中最重

要的长篇小说，即为读者呈现

了不一样的爱情的模样。

《停车暂借问 》是钟晓阳

18 岁时的成名作，以中国东北

为主要背景，从上世纪四十年

代到六十年代 ， 从东北到香

港，讲述了女主人公赵宁静一

生的爱情传奇。 无论是文字技

巧的运用上，还是写情写意的

经营上都有独到之处，不仅将

少女情思刻画得丝丝入扣 ，同

时还展现了一幅活灵活现的

东北风土人情画卷。

《哀伤纪 》分为 《哀歌 》和

《哀伤书》两部分。 《哀歌》写于

1986 年，一位少女孤身到美国

三藩市读书，认识了一对打鱼伙伴，一个华人和

一个美国人。三人成为好友，在爱情和友情中发

展着，后来，女孩因故离开美国，这段感情也无

疾而终。 2014 年，钟晓阳再次执笔对《哀歌》进

行续写，书中的角色跟随她迈入中年，在她的笔

下重逢，是为《哀伤书》。

《遗恨 》较之前两本 ，风格有不小的转变 ，

但本质上还是在写 “情”。 本书根据钟晓阳于

1996 年出版的《遗恨传奇》改写而来。 故事从

1982 年珠宝世家黄老太太的过世开始，中学老

师于一平因为一个电话而踏入了一个不属于

他的世界。

《与书同在》新书
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由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共同主办

的“七嘴八舌说老楼———楼乘震《与书同在》新

书座谈会”日前在上海作家书店举行。

在 40 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作者楼乘震奔走

于各类文化活动现场， 历经许多重要的文学事

件，此次出版的新作收录了他 40 年来写下的与

书和写书人有关的文字。“他是巴金研究会的会

员，也是巴金研究会和巴金故居的‘义工’。 ”巴

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

立民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巴金研究

会副会长陈子善看来， 楼乘震的写作不仅具有

文学意义， 也是在为今后的当代文学研究工作

者提供方便。 “他写的很多人都已经进入了历

史，已经走了，如果他没有留下这些对谈、对话，

这些材料很可能就散失了， 我不知道他自己有

没有意识到这点，这是在抢救文化资料。 ”

本报记者 张滢莹

（上接第 2 版）以此推测，作为一个卓有

成就的小说家的余华，并非作为内容提

供者的余华。 但实际的情况是，很少有

作家像余华那样很好地兼顾了这两种

角色，他的作品涉及路内所说的一个小

说家所涉及的出版、自媒体、影视等产

业领域， 他的部分作品畅销且长销；他

即使不密集出版作品，也一样被媒体强

烈关注； 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

也同样有很好的票房， 有的还成了经

典。唯一例外的是余华似乎与文学奖不

是那么有缘。 所以，对于获《扬子江评

论》奖，他也深感意外。 “我知道有些奖

是我永远拿不到的，有些奖是我有希望

拿到的， 但还有一些奖是我想不到的。

这个奖就属于那种我想不到的奖。 ”好

在以路内的看法，暂时不必把文学奖算

成是产业，尽管商业冠名或者学院类的

文学奖在我国已经很多。 如此一来，更

可以坐实余华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内

容提供者了。

如此，“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这

两个形象，就像青年评论家李振说的那

样，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 有学生曾问

他：“在写作中如何抵抗商业化？ ”在李

振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很奇怪的预

设。 一是商业化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所

有写作者想商业化就能商业化；二是商

业化有什么不好？ 以李振的理解，商业

化内容提供者和小说家从事不同的事

情。 “目前我们还会把这两者放一起谈，

但随着产业成熟，他们之间的界限会逐

渐明确。 内容提供者就是内容提供者，

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就像我们今天已经

不会认为，有网络文学了，人们就不会

去读严肃文学。 事实证明，把两者并置

只是体现了时代的焦虑， 但这是两码

事。 相互并不妨碍。 你是内容提供者也

不妨碍你是小说家。 ”

话虽如此 ， 当内容提供者的形象

被抬高、被追捧，却也有可能对整体的

文学， 乃至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从业者

的创作，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路内所

说，内容提供者的属性被强化以后，其

不幸之处在于， 这一属性否决了文本

的意义，作者不再是意义的提供者，并

会让内容需求者的审美品位变得糟

糕。 “糟糕的内容需求者和某一类糟糕

的文学批评相似，不讨论文本节奏，不

在乎修辞 ，不讲究品位 ，不细读作品 ，

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进行‘策划’。 两者

的差别在于， 糟糕的影视策划专注他

所要的内容， 糟糕的文学批评家专注

于他想要的意义。 而作为文学核心部

分的文学性的有无与表现如何， 却被

搁置不谈了。 ”

当然，无论是提供内容 ，还是提供

意义，“提供” 这个词本身已经凸显了

一个文学从业者或是小说家的附庸或

从属地位， 而超然于内容或意义的独

立性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极为重要

的。评论家张定浩表示，曾经小说受到

代表权力和正统的主流文学批评的影

响，它要求小说家提供意义。而现在小

说更受到代表金钱的市场的影响 ，它

要求小说家提供内容。 也就是当年的

意义提供者不再受宠， 如今的宠儿是

内容提供者。 “无论是‘内容提供者’，

还是 ‘意义提供者 ’，其中共同的关键

词是‘提供’。 ‘提供’这个词就决定了

他们只能生产出一些已经被固化设定

好的意义和内容， 就像流水线产品一

样，在生产之前就已经被确定。而制造

产品， 永远不应是所谓艺术家或者小

说家该做的事。 ”

进一步的问题是，小说家应该做什

么？ 张定浩援引作家纳博科夫的话说，

小说家有三种身份： 一是讲故事的人，

一是魔法师，一是教育家。 如果说讲故

事的人提供内容， 教育家提供意义，那

么我们还需要魔法师，一次次去更新这

些陈旧的内容和意义，将它们融合进美

妙的文体， 让读者或用户浸淫其中，令

他们的生命因此萌发新的意义，新的内

容。 “这三种身份是三位一体，缺少任何

一种，就不再是小说家，他的焦虑也不

再是小说家的焦虑。 ”

同日上午，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

颁奖。 除余华凭 《我叙述中的障碍物》

获奖外， 其余 5 篇作品分别是： 王尧

《关于梁鸿的阅读札记》、王东东《诗歌

宗教与文学政治———两个郑小琼，或另

一个 》、 李建军 《有助于善 ， 方成其

美———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

批评》、吴义勤《照亮被遗忘的角落———

读张平长篇新作 〈重新生活 〉》、 岳雯

《“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

枫〈借命而生〉》。

“《扬子江评论》奖”是紫金·江苏文

学期刊优秀作品奖之一，江苏省委宣传

部 2013 年设立，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每

两年评选一次。本届获奖作者来自全国

各地，职业分布广泛，年龄结构涵盖老

中青三代， 获奖篇目有作家创作谈、作

家作品论，彰显了《扬子江评论》多元开

放、兼收并蓄的办刊品质。

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在致

辞中表示，今年是《扬子江评论》创刊第

十三年，应当说还正当年少，意气风发

之时，希望这本评论刊物继续发挥专业

影响力，引领文学批评的潮流。 该刊主

编、评论家丁帆表示，《扬子江评论》近

几年倾注大量心血用于打造“大家读大

家”“文学史新视野”等栏目。 既重视经

典问题的重新阐释，也强调前沿现象的

敏锐捕捉， 既强调严谨的理性表述，也

欢迎灵活的文体形式。 “总而言之，我

们将努力把《扬子江评论》办成一本多

元、开放、前沿的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

刊物。 ”

名家构筑
亲历稿费六十年 陆建华

寻寻觅觅的青州时光 韩嘉川

三叶草（栏目主持：张羊羊）

斑马 朱斌峰

在香港 周洁茹

拾句集 诺布朗杰

小说
孟家湾今昔 严 苏

圆圈 周齐林

麦蝴蝶 詹政伟

一刀之差 金 泓

分岔 李彦雯

散文
宋朝的“温度”（外一篇） 卢江良

圣贤皆寂寞 陆林深

岱宗馆记（外二篇） 李沛然

光阴里的光影 邓 超

烟雨角里（外一篇） 木 火

渐行远逝的芦苇（外一篇） 陆汉洲

诗歌
爸爸谣（组诗） 龚学明

天鹰（组诗） 巩大兵

杂事诗（组诗） 徐海龙

热风（栏目主持：陆克寒）

1920：那一场青春告别 陆克寒

从现代启蒙理性退守古典伦常信念

谢燕红

中吴风色
食味 朱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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