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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后，狄德罗何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观察者”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在消费主义旺盛的当下 ，“狄德罗效

应” 大概是许多人离德尼·狄德罗最近的

片刻接触了。 以一篇散文《与旧睡袍分别

后的烦恼》中“越拥有，想要的越多”的念

头，哲学家狄德罗预见了两个世纪后被琳

琅满目的商品及各色配套物件、服务所簇

拥时的困惑。 作为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代表人物之一，狄德罗留给我们的显然不

止这些。 近期，狄德罗作品集由上海译文

出版社推出。 日前在上海建投书局举行的

新书分享会上， 复旦大学教授徐英瑾、作

家维舟与《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贝小戎就

狄德罗作品的当下性展开探讨。 他们所面

对的问题， 也是不少读者在阅读中的感

慨：200 多年过去了，由前人所发现的那些

“关于头脑世界的真相”，为何依旧鲜活？

作为哲学家，狄德罗在文学、戏剧、美

学方面都有许多杰出贡献，他不仅是法国

启蒙思想家、唯物辩证主义哲学家，也是

“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在唯物辩证主

义和契约论上多有建树。 他所创立的“严

肃剧种”理论，在戏剧史上形成了划时代

的意义，而身为小说家的他，则被认为开

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其中《拉摩的侄儿》

被恩格斯誉为 “辩证法的杰作”，《宿命论

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则被米兰·昆德拉誉

为“十八世纪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以狄

德罗为代表人物之一的启蒙时代所倡导

的理性、科学与平等，更是了解现代社会

的一把钥匙。

其实，与同期的哲学“大拿”相比 ，因

为行文晦涩难懂，以及译本流布过程的复

杂性，狄德罗的作品以及相关研究即使在

学界也并非热门。 他被黑格尔和歌德盛赞

的《拉摩的侄儿》在法国被禁多年，直到他

本人去世后才得以“回流”。 徐英瑾表示，

《拉摩的侄儿》之所以被哲学界重视，是因

为他在自己所处的 18 世纪， 便 “敢于知

道”社会运行的规则，并将其以大量隐喻

写在书中。 “《拉摩的侄儿》所发生的场所

是在巴黎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下棋的地方，

在这种充满博弈的场合中，他通过作品去

讨论人世间的百态，以非常好的双关隐喻

向我们展示他写这部作品背后的深意。 ”

的确，即使从哲学层面讨论，这部小说也

是很难读懂的作品，但狄德罗的独特之处

恰恰在于，这部小说不能用忽略作品的文

艺成分、筛出结构部分进行分析的主流哲

学方式进行解读，而恰恰是在一些细微表

达里体现了他的看法。 “所以读这部作品

最大的难度，是当一个人用一种玩世不恭

的语态来说话时，你根本分不清他说的哪

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 ”在徐英瑾看

来，当结合狄德罗独特的人称表达以及当

时的社会阶级分化来细读这样一部作品

时 ，会发现“它在细微平缓的地方都是有

‘匕首’的”。

在维舟的理解中， 狄德罗所代表的，

是在印刷术诞生后，终于能够让自己的声

音被更多人所听到的那一批人。 “他代表

了当时一部分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而这

种不满导致了批判， 并诞生了新的认知。

我们如今无论定义他为哲学家，还是文学

家，这些身份意义并不大。 对他自己而言，

哲学论点和小说都只是实现他自己思想

的一种载体、一种形式。 ”比如从作品《论

盲人书简》《哲学思想录》中，狄德罗就经

常借用他人的视角来达成对现实社会的

批判。 “这些作品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现

实处境的真实反馈。 充分理解他当时所处

的社会，并代入进来想象一下，就会明白

其中的道理。 ”

哲学家陈嘉映曾在一篇谈论 《拉摩的

侄儿》的文章中发问，有谁能给我们写一个

现代版的《拉摩的侄儿》？ 贝小戎对此表示，

在启蒙理性之外， 狄德罗始终想要变革社

会，但限于时局，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只是

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些时代的气息， 也并没

有看到后来大革命的曙光， 他所代表的是

一种当时社会系统内部自我更新的能力。

对于狄德罗作品中体现出的现代性，

也可以放置回当时的社会氛围来理解。 徐

英瑾表示，在他所处的时代，文艺的形式

以戏剧而非小说为主，戏剧就是用来上演

的，其结构必须严谨。 但在狄德罗的作品

中，你已经能读到在主流戏剧之外进行开

拓的可能性，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完全

放任自己的个性来写作，这种随性我们其

实更多见于现当代的小说作品。 “有意思

的是，在他之后的 19 世纪的小说，如巴尔

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写作又

回到了戏剧结构的严谨性和长篇的篇幅。

狄德罗的写作路线，包括他在 《拉摩的侄

儿》中展现的类似后现代的先声，需要回

到西方后来宗教弱化、信仰支柱一度崩溃

的现实中去考量。 ”这种后现代的声音，也

是维舟在狄德罗身上所看到的最为敏锐

的部分：“在宗教主导的时代，一些被认为

不可变更的价值观其实在现代被逐渐拆

解，所谓神圣的东西也已祛魅。 但回到当

时，在关注瞬间、关注当下，而非永恒这一

方面，狄德罗的确是一个先驱。 他更加敏

锐地体会到这些东西，并从中挣脱出来。 ”

（上接第 3 版）书博会现场首发的《女性的

河流：虹影词典》便是汇聚她多年来文学阅

读、创作经验、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的“个

人经典”，这本散文随笔集包括“女子虹影”

“外界之外”“内心之内”“文学疆域”和“生

活道场”五个部分，这其中有故事，有经历，

有见闻，有思考，读者可以借此重新认识作

为散文家的虹影。 而通过她新鲜出炉的长

篇小说《月光武士》，读者自然还可以感知

作为小说家的虹影。

与此相仿， 李东华早先作为评论家为

儿童文学界熟识， 此次书博会上推出内容

各自独立但主题相关的成长励志小说 《焰

火》《小满》《星芒》，也意味着她在儿童文学

创作上的大收获。 如作家曹文轩所说，李

东华很在意写故事，善于写故事，她的小说

和文字在别致的故事里蕴含着特殊的气

味。 女性的眼光和心态、 对世界的善意和

默默的温情，使她更善于表达微妙的情感，

三部作品无不沉浸在细腻的情感氛围中，

让读者跟随文字慢慢地无边界地流淌 。

“三部图书的成功，也离不开李东华扎实的

基本功，对细节描写的把握，成就了她的故

事，成全了她笔下的人物。 ”谈到这套书的

创作初衷，李东华说因为她是一个母亲，她

更愿意去聆听孩子内心真实的声音。 小说

里的主人公们都是日常生活中她身边真实

存在过的，自己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从他

们身上观察到了成长的力量， 进而希望自

己能够创作出发光的文字， 希望每一个读

者都能读到发光的作品，成为发光的人。

“90 后”青年作家王天宁创作儿童小

说《三千星》，也是为了让读者学会将成长

路上的困难变成独属个人的“星光”。 小说

用青春感的笔触描绘了父亲洪七爷和儿子

洪大梦想差异和共同成长的故事。 他透露

写这个故事源于一次买爆米花的经历，洪

七爷的原型就是卖爆米花的老爷爷。 洪七

爷最大的爱好是用闪电做星星爆米花，这

也是洪七爷年轻时的梦想， 儿子洪大一直

在山野农场帮助父亲收集闪电， 他的梦想

却是成为一名歌手， 父子之间的冲突和情

感纠葛随之而来。但在成长过程中，儿子逐

渐摆脱了成长的羁绊， 父亲也学着改变方

式理解孩子。

孩子们也终将学着以以自己的方式理

解世界， 这有赖于他们掌握大量相应的知

识，学好语文知识则是基础。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新时代学生字典》就是这样一套适

合新时代广大师生使用的原创性语文字

典。 该字典有四大特点。 一、体现规范，收

字科学。 收录《通用规范汉字表》中规范汉

字和表外的统编语文教材用字等约 8300

个；二、功能丰富，实用性强。 正文设有注

音、笔画、部首、释义、组词、提示、辨析、字

源、字谜等 10 余种功能，附录包括《易错笔

顺 90 例》等 18 种学习资料；三、传承文化，

紧跟时代。 体现字词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

化与地域乡村文化。 收录近年来的新词新

义新用法，反映新时代新成果；四、图文并

茂，生动有趣。 附有 160 余幅插图，形象展

示字词相关内容， 直观展现丰富多彩的人

文历史与自然世界。如该社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顾青所言，字典是文化传承的纽带，阅

读字典，特别是经典的基础性字典，不仅可

以帮助中小学生打好语言文字基础， 提升

语文核心素养， 还可以为人生打下坚实的

文化基础。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自然

会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 亚洲超高

人气畅销漫画、网络点赞破 1100 万的“漫

画生命进化史”，可谓成功的范例。 这套书

用幽默的语言和 1000 余幅漫画，展现了数

亿年间恐龙、昆虫诞生、繁衍、进化的过程，

在韩国网络连载 6 个月， 获 400 万网友点

赞，销量突破 5 万册。其中《恐龙帝国》更是

深受读者欢迎。书博会现场，古生物科普作

家江泓由此书出发， 以恐龙的进化和灭绝

为例， 讲述地球历史上生物大灭绝事件发

生的规律， 警示读者重视当今人类自身的

生存状况和面临的困境。江泓表示，这本书

既有关于恐龙的细节， 如恐龙的骨骼、体

温、体色、羽毛等，又有恐龙从三叠纪到新

生代进化的宏观知识， 且不是一章章讲解

知识点， 而是以一句硬核科普配合一幅情

景漫画来呈现， 远比单纯文字呈现更生动

更形象，也易让人理解和记住。

可想而知，别出心裁的方式方法，更能

让孩子们收获意想不到的新知。“万物有化

学”系列是专为 8—14 岁孩子打造的“化学

简史”，包括《走进元素世界》等五册，涉猎

生命 、艺术 、科技 、军事 4 大主题 ，横跨化

学、物理、生物、艺术、军事、工业制造 6 大

学科领域，用 1000 多个知识点和 118 个元

素,帮助孩子掌握课堂内外的化学知识。 该

系列作者、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胡杨，就以

独具一格的化学视角引领孩子们重新认识

世界万物。 他将化学实验搬进了书博会现

场， 邀请到场的小朋友一起开展 “大象牙

膏”的实验，感受身边化学的奇妙。 接力出

版社近年也陆续出版了不少可以满足不同

年龄层需求的科普读物。如选自畅销 50 多

年的经典科普品牌《科学之友》杂志的“科

学之友经典图画书”系列，获得第十六届文

津图书奖的《六极物理》，荣获首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图书）奖等数十项大奖的《万物

简史》等，带给读者异彩纷呈的科学知识和

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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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讯 以“文化传

承与工具书阅读” 为主题的

“为中国未来而读———2021

阅读行动研讨会” 近期在贵

州省贵阳市举行。 研讨会由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指导， 商务印书馆、《中国教

育报》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

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

田立新表示， 经典阅读

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启迪智

慧、 启蒙人生和奠基未来的

重要作用， 各界应该助力青

少年阅读， 充分发挥阅读的

育人功能。 她认为本次会议

的研讨主题有重要意义 ，十

分必要： 一是阅读工具书是

推动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途

径； 二是阅读工具书有助于

夯实学生的语言文字基础 ，

提升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

研讨会邀请厦门大学中

文系教授、 教育部中小学语

文教材审订专家苏新春，中国辞书学会

副会长、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分别

作了题为《教育教材语言特性与工具书

的使用》《传统文化学习与工具书阅读》

的主题报告。 苏新春认为，工具书在语

文学习中有着特别的作用，是教师的良

师益友。工具书既是认识教材语言的依

据和工具，又是教材语言研究的精华呈

现，对于一线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顾青

强调，工具书在文化教育、文化传承方

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基础性工具

书是对中国文化最精粹的知识总结，熟

读优质的基础性工具书可以为人生打

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研讨会还设置了

“公开课”和“名师讲座”环节。 贵讯党史题材文艺作品巡礼

百年奋斗
初心弥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