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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

的“核心纲要”，由百篇历史人物
评论组成， 除那些醒目的路标式
人物， 更多的是被留存在遗忘边
缘的名字。作者意在提醒人们，人
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

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
忆。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
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 以此抵
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艺术三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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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海宁/译
后浪·四川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8 月版
本书选取约 600件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艺术
杰作。 从三万年前人类完成的首幅
洞穴壁画到 20? 21世纪的抽象
绘画，每件艺术作品都附有详尽的
解说， 以说明该作品为何重要，是
何种因素造就了它在艺术史演进
过程中的地位。本书还展示了千百
年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创作是如何
相互交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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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官网验证。 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

品，认真编排校对，精心设计策划。 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

精神，多年来 ，南京远东书局代为出版策划的图书出版质量和

艺术品质有口皆碑。

图书出版后 ，将安排在 《文艺报 》或 《文学报 》发布新书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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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很冷。

她尝试着推门， 寒流从缝隙里钻进来。 树

叶可怜地晃荡在枝头，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

咖啡机磨豆的声音吱吱响， 还是昨天那个

酒保，平顶头，手脚麻利，衣领洁净，可能是克罗

地亚人。 她在世界杯足球赛见识过几位足球明

星，于是她固执地认为他就是克罗地亚人。

她在贝尔格莱德 。她决定这一天不出门 ，

窝在酒店 ， 干什么都可以 。 昨天收到了他的

微信 ，他说 ，他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 ，都是他

的错 。

那时她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的自由广场，

坐在教堂台阶上读完了一个短篇小说，很久没

有这样投入读文字。 阳光照在她身上， 她的眼

泪涌出，小说里那个男主人公有多孤独啊，他在

铁路边的旅馆进进出出。 小说还配了爱德华·霍

泊的油画。 广场上鸽子飞起来，掠过她的头发，

她忽然忘了她是谁，身在何处。

贝尔格莱德的一日游， 她随当地旅行团出

发。 导游喋喋不休，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他一刻

不停讲述着当地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听得她昏

昏欲睡。 后排是一对中国小年轻。 男生英文较

好，默默在听，女生叫小月，喜欢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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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窗前抽烟。

他在窗格上摁灭香烟，随即扔掉了烟屁股。

她曾警告过他抽烟会导致多种毛病。 他笑

着说， 他村上活得最长久的老爷子就是抽烟最

厉害的。 起初她爱上他还要归结于那淡淡的烟

草味。 烟是很普通的烟，红南京，以前江苏人爱

抽这个。 她在一所大专读贸易， 而他已经是河

海大学的高材生了。

她不想让自己回忆。 回忆是一条长长的铁

轨线，老套、过时、甜蜜和心酸糅杂，且一去不复

返。 她看见小月兴奋地拍打着男友的肩膀，女

孩笑起来有个酒窝，白色衬衫扎在牛仔裤中十

分英挺。

即将生发的感觉，她想，恋人在奔向激情的

时候都是这样。

他的烟屁股扔得到处都是， 只要有孔可插

的地方，他都不会放过，最可恶的是还浇了水，

有时看上去像一汪便池里的污秽物。 她为此和

他争吵过。

他先是好脾气，然后不说话，夜晚他揽过来

吻她，一笑泯恩仇的那种。她闻着他的烟丝味却

睡不着了。夜晚是没有阳光的，她的心跳需要在

阳光下加速。他大约是感觉到了她内心的骚动，

温柔地按揉她，熟稔、准确，她犹如小鹿听话般

臣服。

小月在修道院苹果树下叽叽咕咕。 果子太

多了，很自然地从枝头掉落腐烂在地上，空气里

都是甜稠的味道。 她不知道小月认识男友多久

了，既然开始，就像一根箭会嗖嗖向前进。 修道

院的湿壁画宗教色彩很浓，有一幅剥落严重，圣

徒面容悲戚但平和， 她联想到了敦煌壁画里的

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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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着酒保上白葡萄酒。

“Enjoy。 ”酒保轻轻说了声，谦和儒雅。他好

年轻啊，应该才二十出头。

她记得那个男子。在火车站走了很远，正在

谢顶的脑袋、 皱纹深深的前额、 开始灰白的胡

子，他在跟踪一个女孩，无意识地跟踪，只是厌

倦了日常生活的不堪， 忽然心怀美好地追逐一

个目标，然而并不掠夺。

她想叫住他， 她嘿一声从喉咙里冒出了一

个单词就噤声了。

她叫住他干什么 ？ 他并没有什么不轨之

意———

她喝了两杯白葡萄酒。 这儿距离火车站不

远，初来乍到，也没什么事，手胡乱插在兜里就

走到了。破败颓废之意让她惊诧，曾经是大名鼎

鼎的巴黎到伊斯坦布尔豪华的东方列车途径的

一站，如今门可罗雀。 铁轨旁稀疏的草尖摇晃，

站台旁仍有一些生锈的咖啡桌椅， 水泥地面裂

痕到处可见。速度很慢、车况较差的老式火车会

开过，缓缓地离开站台，驶向布达佩斯，驶向萨

格勒布———像一部老式电影， 黑白色， 冒着雾

气，轰隆隆向前，虽过时，却让人怀旧。

（《白色之城》 葛芳/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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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同名小说集。 该集子由 10 个中短篇构成，其中塑造的人物各异，背景不一，但

都围绕着一座座异域之城展开，它们或真实存在，或是纯粹的精神虚构之地。 它们是世

外之眼，打量着我们的人间，它们也是我们所处的复杂难言的世界的背面，与我们的世

界对抗又和解，守望又放逐，彼此镜鉴，又彼此成全。

葛芳， 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江苏省作协五届、六

届签约作家， 曾获江苏省

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 出

版散文集 《隐约江南》《南

极之南 远方之远》等，小

说集 《纸飞机》《六如偈 》

《白色之城》。 小说多次被

《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

选刊转载。 现居苏州。

广告

在葛芳笔下，艺术与生存、本土与异乡、行

走与安放、寻找与迷失……流转中国传统和西

方气质的奇异混响。

———金宇澄

葛芳小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才女气

质。她丰富的知与识，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并

且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

———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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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大运河

文化主题创作实践活动在浙

圆满收官

省作协赴丽水开展“三服务”

调研活动

批评立场

2019长篇小说： 日常生活如

何进入文学？ 刘小波

流动的南方 张玲玲

现实世相的手术刀 冯祉艾

人狗之间 叶桂杰

作家生活
木心：你是真葡萄树 子 张

小说的颜色 东 君

以“六艺”去开掘花文化的生

命之辉 高松年

翻动魂牵梦萦的历史

郑从彦

无法切换的城乡 黄咏梅

原创作品

生夏与他的蛇故事 张嘉丽

胆小的人 莫 飞

黑蜘蛛 柳 营

常玉，以及莫兰迪 草 白

青海，一个朝圣者的诗篇

张敏华

楼塔，那些寻找乡愁的人

麦 田

文学联盟
《云和文学》

地址：310005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

山路 73号金汇大厦 17层省作协

信箱：zjzuoji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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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家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
敬请登陆浙江作家网：

http://www.zjzj.org

南京远东书局新书目
读千卷好书，悟百味人生

老家旧时味（散文集） 杨德生著

被南京宠爱的 20 年（散文集） 吴 瑕著

德言堂记（散文集） 申双鱼著

课堂创新的研究源泉（随笔） 潘阿芳编

且行且吟（散文集） 黄 为著

水墨湿地（散文集） 陈文祥著

悠悠心雨（散文集） 王 莉著

云梦秦律说的啥（随笔） 彭树海著

走过城市（综合文集） 蔡 骞著

没有母亲的老家叫故乡（诗集） 彭召奇著

河洛芳草（散文） 赵克红主编

课堂创新的教育故事（随笔） 潘阿芳编

路（散文集） 王书庆著

让生命行走（散文集） 张永海著

由纳西人保存的波斯古经（随笔） 戈阿干著

山水炎陵（散文集） 黄建林著

砚斋文集（综合文集） 李建新著

清风绿叶艳阳天（诗集） 柳 岸著

遥想炊烟（散文集） 程魁星著

大地踏歌（散文集） 杨小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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