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展记忆
这个暑期 ， 接踵而至的图书盛会让

许多读者倍感惊喜：西安、上海、广州 、北
京……无论大江南北 ，逛书展 、读好书 ，

似乎已经成为许多人消暑的一大选择 。

在您与书展的记忆中 ， 是否有哪些难忘
的片段？

杜湘涛
年年书展年年去， 书香音韵洒满城。

逛书展成了我冒酷暑的第一目标去处。 今

年除了买书，也遇到正在讲评的陈子善教

授，以及毛尖教授，絮语之后收获颇丰。 作

为思南读书会的一行人，在上海书展期间

我们深度参与了多项文化活动，我刚做完

小手术，也坚持出席在思南公馆举办的全

部十二场讲座， 拍下了近五百张现场照

片，得到了众多书友们称赞。 书展是上海

符号，是读者们心中盛事。 书展记录着广

大群众阅读的大场面，展延着城市文化的

内涵，体现着阅读空间的大景观。

唐经欧
今夏苦热 ， 高温始终不退 ， 处暑已

过，仍未有收敛之意。 与此相对照的是 ，

为期一周的 2019 上海书展 ，暨 “书香中

国”上海周的盛大壮观，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 一是读者人数超历史 。 无论男女老

少， 都对书展书香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和

饥渴感 ，不怕酷暑高温 ，汗流浃背 ，摩肩

接踵 ，形成长龙。 二是精品图书满书架 ，

在全民阅读态势下 ， 人们对图书的胃口

越来越大，不但求其多，更求其好 。 古今

中外，流光溢彩哉。 三是室内环境好。 读

书需要冷静思考的好氛围，与室外骄阳似

火对比，水火两重天矣。

陈晶龙
北京出版社一套 《大家小书 》丛书 ，

大部分作者已经故世，但他们为读者普及

文学知识所付出的心血一直为我们肯定。

如王力 《诗词格律概要 》、朱光潜 《诗论 》、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 》等，不仅当年脍炙

人口 ， 至今仍是我们反复阅读学习的典

范。 最近几年上海书展，我都会到设在中

央大厅的该社摊位逛一逛带上几本回家。

今年书展起初找不到摊位，后经工作人员

指点才找到，兴奋地又买了几本。 此外前

几年我曾在上海书展淘到簇新的《日汉大

辞典》，收录条目 18 万余条，仅售一百元，

让我喜出望外；去年则曾买到盖国梁主编

的 《中华韵典 》，各大书店早已售罄 ，却在

书展上偶遇，让我如获至宝，经常翻检。

下期话题预告

我心中的“文学 70 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砥
砺奋进， 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这些变化，在文学史上亦形成了浓墨重
彩的华彩篇章。在您的阅读记忆中，哪些作
品、哪些文学现场，展现了时代风貌，并深
深影响过一代代读者？

我们将就该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您给
本报来函发邮件（zyy@whb.cn）登录（http:

//blog.news365.com.cn/wenxue），也可在我
报官方微信参与发言，聊聊您的看法。

宁肯

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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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非虚构 《中

关村笔记》， 恢复小

说的感觉，最初读的

是弋舟的早期的小

说集《怀雨人》《所有

的故事》。 就像月光宝盒，认为可以重

新找回自己。 果然， 读之不仅找回自

己，还是一个新的自己，短篇的自己，

梦想的自己。好像又回到庙宇中，如此

宁静，自我，清晰。

“背对市场”的文学写作

http://blog.news365.com.cn/wenxue

昊 昊

不久前公布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梁晓

声《人世间》以最高票获奖。梁晓声说，《人世

间》的写作是他的一个情节，“是向现实主义

致敬的一种写作，也是向民间生活的一种致

敬”， 可谓道尽了梁晓声几十年来文学写作

的甘苦艰辛、理想追求、文学信仰……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梁晓声已创作了

超过 1000 万字的文学作品。 这其中知青文

学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

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文学痕迹。

但是，梁晓声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为读

者们熟知的知青文学。 在新旧世纪之交，梁

晓声出版了一系列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矛盾、

关注社会底层百姓命运的书籍，如《中国社

会各阶层分析》《中国生存启示录》。由此，梁

晓声“逐渐完成了由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向现

实批判者的角色转变”。

《人世间》则仍然是梁晓声坚持现实主

义创作原则、拷问时代焦点、关注社会底层

民众、向文学致敬的一部重要作品。

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市，熟悉故乡的历

史文化、故乡的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

活，他更是感同身受，他与他生活过的这座

城市一起历经世事沧桑。 在《人世间》这部

作品中，梁晓声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 小

说书写了周氏三兄妹的奋斗和选择，其中既

有他最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的人生轨迹，也有

哈尔滨 50 年来的发展变迁。 他从自己熟悉

的城市底层生活写起，然后一步步发散到社

会的其他阶层和人群，勾画出一幅错落有致

的世间百姓群像图。

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一个重要作品，不

仅因为是梁晓声写的， 不仅因为篇幅长，而

是小说有力地刻画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时代

变迁中的人物，他们一再向我们发问：人可

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那些人，那些

精神形象，是立得住的”。

《人世间》四十多万字一本，共有三本。

在这个视听时代，会有人读吗？ 有朋友提醒

梁晓声，最好只有二三十万字，写那么长谁

看呀？ 梁晓声的回答是，他要把《人世间》写

成 “一部背对市场的作品”，“畅销不是写作

的唯一目的”。

这让如今动辄试图制造“畅销书”的作

者，不知当如何想。 的确，在商业环境中，一

些写作者的文学意识、精神意识，被图书市

场意识、 自我宣传和商业文化包装头脑取

代，作家的文化身份、人格特质向商业作家、

市场人格角色转变。 这些畅销书作家，把为

市场写作作为前置条件，却很少自问一句作

品中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

实际上，梁晓声曾说过，他知道怎样的

作品能够获得商业化的成功，太知道加入什

么元素、怎么操弄能写出畅销书，但他不愿

去迎合市场。 “越写年纪越大，写到 70 岁的

时候，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人们到

底喜欢看什么？ 我加进哪一些，他们更喜欢

看，这样我能多印多少册，多得多少稿费，不

觉得自己太悲催了吗？ 这时候可能就只剩下

一个愿望，向文学致敬。 向文学致敬———我

是因为这而写的。 ”

梁晓声秉承他坚守的文学创作原则 ，

他的文学“跟金钱的关系那样远，写作当然

就变得很纯粹”。 《人世间》是要“写更多的

他者，给更多更多的人看。 尤其要关注那些

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 此时的作家应代替

更多更多的人的眼 ， 如同 社 会 本 身 的

眼———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 ， 很重要的一

种”，要“通过人物写时代。 将时代与时代演

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 ， 则史性一定程

度在焉”。

透过 《人世间》， 梁晓声的写作为什么

“背对市场”？ 就是因为他自己永远不变的

文学情怀， 就是坚持文学的本分 ， 坚守作

家的责任和社会的担当 ， 要写出能更客观

更全面地看中国的、 时代的、 史性的作品。

梁晓声写作 《人世间》， 是要 “向现实主义

致敬”， “向文学致敬”； 其实， 读者不仅

该向 《人世间》 致敬， 更应向梁晓声致敬。

他以自己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 ， 坚守自己

的文学态度和写作立场 ， 不为 “市场 ”

“畅销” 写作， 当喧嚣、 浮躁的潮流退去 ，

必将凸显 、 展露出其所追求的文学理想 、

文化人格、 精神品质的光芒。

爱不可得
何 晶

近来编辑张怡微在本报
的专栏文章 《文学中的 “母
职”》 时， 对其中一点颇有
认同， “母亲可以不是一个
完美的人； 爱不是每时每刻
都带有完美救援的功能， 也
会迷茫， 也会完全不知道。”

放置到章缘最近刊发在
《小说界 》 杂志上的小说
《大海拥抱过她 》 中来说 ，

母女关系显得更为淡漠。 母
亲早年带着弟弟去往美国 ，

晚年生病后甚至不记得她 ，

只有提及弟弟时才有所反
应。 为了 “打捞” 那点稀薄
的亲缘 ， 她去异国照顾母
亲。 母亲居住在她并不喜欢
的海边 ， 她无数次想要逃
离， 但想要获得爱的渴望也
同样牢牢牵扯着她。 然而一
切爱的幻象都被母亲的遗嘱
撕裂开来， 母亲将房子和所
有财产都留给了弟弟， 给她
的仅有5万美金。 她毅然打
包了行李， 叫来了以种种借
口逃避照顾母亲的弟弟， 她
终究离那片海越来越远了。

母女、 父子关系， 来自
血缘牵连的隐秘、 幽微、 亲
密、 激烈、 决绝， “我” 之
外最初接触也最切近的人与
世界， 注定了其间的阐释空
间。 这关系如此难以界定 ，

也如此难以处理。 在成为父
母亲的路上 ， 一切都是未
知 ， 这个成为父母亲的人 ，

在自我教育的过程里， 完成
度如何？ 作为个体存在者 ，

她/他的欲望 、 偏好 、 情
感 ， 人性的复杂投射在母
女、 父子这样的至亲关系中
时， 或许恰恰是至疏。

母女、 父子关系的复杂
性， 或许也在于， 父母亲是
离你最近的同性别对象 ，某
种时候是你想要效仿或者拼
命远离的人群类别。 你生命
历程中的每个阶段， 他们都
曾经经历， 当他们的行为模
式、 个体选择与你的预期发
生偏差之时， 或许就是分别
之时。 父母必然会给子女完
美的爱吗？总有无数的事实，

给予否定的答案。 在做父母
之外，他们是一个完整的人，

人的一切在此映射，有优点，

也包括自私、冷漠、以及恶。

“大海拥抱过她 ”， 她
曾经也亲近过大海。 但在拥
抱的过程里， 带来了伤害 。

一次次亲近 ， 一次次又推
远 。 大海作为母亲的隐喻 ，

她不喜欢却又忍不住靠近 。

每次站到海边， 就是内心深
处对爱的渴求。 这渴求， 被
母亲拒之门外， 母亲转而将
所有的爱， 给予了血脉里的
另一个人 。 爱的不可能获
得， 或许是一种注定。

最近看了詹姆

斯·伍德的文学评

论，写得很好，受益

良多。 其中一篇讲

到堂吉诃德。 想想

这部小说的上下卷还是挺有意思的，

上卷他生活在一种模仿中 （生活模仿

传奇）， 下卷他生活在另一种模仿中

（生活是为了回应自身的虚构性）。 想

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不都是这

样，逐渐活成了对自己的虚构。

博
客 讁訛评 论· B O K E·

周国平

我读书的时候，

会感觉到历史上的

某些作家、某些哲学

家和我特别亲近，特

别容易和他发生共

鸣，我把这个解释为我和他灵魂是有亲

缘关系的，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亲缘

关系。 读书就是要去寻找那些和你的灵

魂有亲缘关系的作家、思想家。 每个人

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思想家。

作家微博 文学会客厅

编辑谈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