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第191
本版邮箱：ysling2012@163.com

■ 副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 杨淑玲 电话：0791-86849979 B3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JIANGXI DAILY

WENHUA GANPO
读 书

新书架

当张爱玲遇上夏志清

书现场 书畅想

折翼的翅膀展现生命之美
□ 向美林

书己见

在商业化大潮的席卷下，许
多人，将自己投身于这股浪潮之
中。而也有些人，却依然坚守让
灵魂跟上脚步，依然坚守用自己
的笔、自己的灵魂，去打造一个
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精神高
地。张品成就是其中之一，多年
来，他坚持用自己的笔书写红色
年代的儿童命运与成长心路，在
他的笔下不是人们常见的充满
大喜大悲、荡气回肠、惊天地泣
鬼神的红色故事，亦少了硝烟弥
漫的战争场面，而展现的是一场
又一场人性之战。他的最近新
作《王坪往事》依然如此。

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四
川的一个红军后方战场王坪，由
此王坪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王
坪的人演绎了一个蕴含着人性
挣扎、心灵成长、价值观否定与
再生的画面：神秘而脾气怪异的
潘婆、坚守医德也试图坚守自我
立场的阿红、喜欢乱认干爹的孤
儿小号手藍都米、整天带着一副
破损眼睛研究枪械的机械师戴
永和、为了一只下蛋的芦花鸡可
以骂娘的厨师唐发儿、整天到处
转溜的哈儿烂袄……

作者将浓重的笔墨放在了
叙述三个部队少年成长上，三个
年龄相仿、性格相异的男孩，小
裁缝谢模理、小剃头匠万小坎、
小铁匠张乐生，或内向或活泼或
单纯，因为命运与经历的相似而
结成好友，这三个少年在后方医
院王坪的大背景下，演绎了在个
体生命生理成长的过程中，对自
我价值的发现、确认和发展，让
精神与生命同轨运行的故事。

在《王坪往事》中最为突出
的是生离死别的撞击，因为生命
的消亡在某个程度上也是生命
的重新发现，是儿童心灵成长过
程中一条需要冲破的关节，三个
少年近距离的了解了生与死的
距离。万小坎更因为突发的瘟
疫，与死神有了零距离，“盘旋着
进了死亡的烟雾里了，他转呀转
呀想走出来就是没有办法，”不
过，此刻12岁的万小坎内心对死
亡和对现世还处于一直儿童的
解读，“这就是死吗？这就是说

从此离开人间上了黄泉路去了
阴间了吗？他有些悲戚，他感觉
自己充满了恐惧，他还有很多事
情要做，他还年轻，红云岩上石
匠们的字还没刻完呢。阎王爷
哟，你至少让我看见那些字刻个
完完整整。”直到对这些孩子宠
爱有加的潘婆倒在这场瘟疫之
时，万小坎们才真正理解死亡，
他们接受了潘婆曾经说过如果
死了，要开开心心地被安葬的话
语，明明个个充满了悲切之感，
却强忍受着内心的绞痛，有序地
安排着怎么安葬潘婆，这一刻，
他们不再是儿童的固有依从，而
有了一种主动的选择。

与当下儿童的成长相比，战
争时期的儿童的成长像沙漠中
的胡杨树，没有肥沃的泥土支
撑，依靠的是风沙的洗礼，但也
是这份风沙的淬炼，让他们更为
坚强地成长。“其实万小坎他们
虽然是男娃，可心上某个地方也
很那个，一只手撕撕就把什么撕
破了，泪也会夺眶而出，毕竟他
们才多大年纪哟，每天都经历生
离死别。他们没加入编织花圈，
他们和那些男人一起搬石头筑
坟头垒碑……做的都是力气活，
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和男人们没
什么两样，他们长大了。”

与众多红色儿童小说的表
示方式不同，张品成作品里人物
没有血淋淋、激烈的对抗场面，
而是独特地表现为一种细腻而
又深沉的挣扎。在张品成的作
品里，儿童们在战争的大背景
下，于风雨里成长着，真真切切
地表露出质朴率真的稚气天性，
彰显出人性的力量，表达着对生
命价值的永恒追寻。

□ 崔华林

风在不住地吹，稍微转到东北方去，
他知道这就是说风不会减退了。老头儿
朝前面望了一望，但是他看不见帆，看不
见船，也看不见船上冒出的烟。只有飞
鱼从船头那边飞出来，向两边仓皇地飞
走，还有一簇簇黄色的马尾藻。他连一
只鸟儿也看不见。

（选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赏析】这是一段否定式的景物描

写，看似无景，实则有景。老人太孤独
了，他多么想看自己想象中的这一切啊，
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因而情中生景。

书赏析 阅读经典，在享受阅读带来美感的同时，能引发对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从而能在物化时代寻找灵魂之最初的
眺望。一部经典可以让我们坚定信仰、坚守自我，使自己不会在世俗的大海中沉没竞渡的方舟。

一阵风顺着月桂树中间的小径吹来，颤抖
着穿过七叶树的枝叶，飘然而去——吹向渺茫
的远方——消失了。只有夜莺的歌声是这时唯
一的声响。

（选自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赏析】这段句子运用拟人的方法，形象而

生动，描绘了风虚无缥缈的形态，恰到好处地表
现了简·爱此时的心境，像风一样缥缈，却又能
让人感觉到。

□ 青 菱

1995年 9月 8日，在纽约的一间
公寓里，张爱玲的遗体被发现。从
那个时候算起，19年了，“人人仿佛
张爱玲”——醉心文艺的，试图从张
爱玲的小说里发现旧时的情调；痴
迷小资的，带着考究的劲头学习张
爱玲的发型、旗袍，乃至文章里的饮
食癖好；热衷八卦的，则干脆将目光
投向张爱玲的身世、婚恋……

热爱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 20
岁便惊艳文坛，书写出许多精彩佳
作，一生传奇。但许多人并不清楚，
张爱玲的文学辉煌，和一个人密切
相关。这个人便是夏志清。可以
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

夏志清，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
博士。他是学界传奇。没有夏志清
的评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少了
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三个闪亮
的名字；也正是由于夏志清的极力
推崇，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
家登上世界文学舞台。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
恩”；张爱玲曾说过，夏志清是她唯
一信任的人。

上世纪 70年代以后，张爱玲逐
渐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张过世之后，
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信

件，仿佛片言只语都是特殊的荣
宠。但与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
件相比，那些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近日，张爱玲与夏志清 30余年
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
件》出版。在与夏志清的通信中，张
爱玲那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裹的人生
真相渐次浮现在世人眼前。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夏志清 编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7月

陈子善谈张爱玲与夏志清

一位作家和
一位评论家

熟悉张爱玲的人，一定都知道夏志
清。正是后者不遗余力的赞赏，才让这位
天才作家不至于百年后才被世人知晓。近
日，夏志清生前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
件》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 1963年至 1994
年，张爱玲在美国期间写给夏志清的 100
多封信。

在知名学者陈子善看来，这本书无疑
对张爱玲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甚至

“研究张爱玲，这本书不能不看”。至于张
爱玲和夏志清的关系，陈子善则认为，就是

“一位作家和一位评论家”的关系。

信件中有很多对文学的理解
陈子善介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

本书的诞生有个过程。起初这些信于1990
年在台湾的《联合文学》杂志上不定期连
载，他当时还追看过。后来由于夏志清上
了年纪，事情又多，信件的事情渐渐被耽搁
下来。一直到去世前，夏志清才委托朋友，
把每封信的注释弄完。去年，台湾地区出
版社将相关信件收集起来，推出了单行本。

陈子善说，张爱玲晚年写信不多，除了
宋淇、邝文美夫妇，接下来就是夏志清。在
陈子善看来，这本书囊括了两人 30多年的
通信，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线索。比如张
爱玲在信里说，自己正在修改《十八春》，又
说正在写《同学少年都不贱》等。信件中，
两人交谈的话题涉及面广，有很多关于文
学的见解，对研究张爱玲的人来说很有参
考价值。

他们就是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
陈子善表示，夏志清对张爱玲有很充

分的评价，张爱玲也很感谢、感激他。从某
种程度上讲，两人对文学的态度比较接
近。陈子善不赞同“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
遇之恩”的说法。在他看来，这两个人同
龄，不是前后辈的关系，用“作家和评论家”
来形容更准确。

陈子善说，一般的作家和评论家关系
并不好，张爱玲和夏志清却相互欣赏。他
同时也承认，两人的融洽关系得益于前面
有铺垫，即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作品持正面
评价，两人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在
信件里，夏志清会提出很多意见，张爱玲
则认真听取。当然，张爱玲的个性一向很
强，不会完全按照别人说的去做，这些夏志
清在注释里做了说明。

信件保存不全成憾事
谈及夏志清之于张爱玲作品的作用，陈

子善认为，客观地讲，张爱玲的文字才华和
成就迟早会被人认识，就像曹雪芹的手抄
本，一百多年后被人知道。夏志清的贡献
在于把张爱玲的作品和长处介绍给读者，
加上苏伟贞对张爱玲的研究，后人就慢慢
跟上了。陈子善说，如果没有夏志清，张爱
玲被人认识的时间肯定要往后推迟。

还有一点是陈子善强调的。当时张爱
玲的作品得过不少名人，比如傅雷的好
评。但夏志清是第一个将张爱玲的作品评
价写进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这样分量就不
一样了。

不过，陈子善也提到这本书的遗憾之
处，那就是二人来往信件保存不全。晚年
张爱玲经常搬家，连自己的手稿都没保存
好，夏志清写的信件保存下来的就更少
了。如果两个人全部的信件能放在一起对
照着看，想来会更好。

夏先生：
上次匆匆一面，您一口答应帮忙，使我

感愧万分。英文金锁记我这里只有一份模
糊的 copy，向代理人处取回原稿很费周折，
迄今还未收到，拿到了还有几页需要重打，
不然可以请您直接到她办公室去拿，同在
纽约，省得寄来寄去费时间。这两天我也
正在担心耽搁太久，等您拿去给人看，已经
都避暑去了。昨天听高先生给您带口信，
真是从何说起，怎么会怀疑您的诚意，都怪
我没早写信来解释耽延的缘故，实在内
疚。令兄是否仍在西岸，通信时望代问
候。我因为您二位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
友，感慨太深，只想避免这心理上的重负，
急不择题地找着陈教授讲西游记，自己也
觉得可笑。《金锁记》一经收到稍加整理就
寄来，许多改动的地方也许您不赞成，看过
后希望尽管告诉我。

祝阖宅安好
Eileen

一九六四年四月廿三日

志清：
这两天正忙着搬家，又寄了封挂号信

给平鑫涛，附在这里给你看。
上一封忘了挂号，看来又是“相应不

理”，实在奇怪。他不会找你的，甚至会避
不见面，只好请你打电话找他声明出不出
都在其次，第一不能根据连载出单行本。
等到出版，香港版当然可以由正文销。我

《传奇》等书都已找到，一场虚惊。要你费
事代买，实在抱歉。如已买到，过天请平邮
寄给我，c/o Mr. Keebler, Western Col⁃
lege, Oxford, Ohio.

爱玲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晨五时

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
延伸阅读 《王坪往事》

张品成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3月

《Why?》 [美]查尔斯·蒂利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定价：39.8元

近日，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新职场
小说《错位》《鱼石》《阴谋与阳谋》已经出
版发行。这三部作品均为草根作者原创
作品，并在该社与“天涯读书”联合举办的

“财经、职场”主题征文大赛中获奖。当今
网络阅读与传统出版相结合已成趋势。
经济日报出版社因此有意在向市场推出
优秀原创职场小说作品和潜力作者方面，
进行有意义的尝试。（新闻见新华网“经济
日报出版社力推三部草根原创精品职场
小说”报道）

这次小说大赛，经济日报出版社和
“天涯读书”在获奖作品选择上，坚持以下
原则：思想内容深刻，传递正能量，注重题
材与时代同步，创作体裁新颖，故事情节
跌宕，人物塑造真实等，在艺术表现方面
有一定创新性。这次大赛体现了“力挺草
根作者，点赞原创精品”的宗旨。《错位》

《鱼石》《阴谋与阳谋》的三位作者，均为长

期从事文学创作的草根作者。他们创作
的源泉来自于自己所亲历的工作和生活，
因此作品读来很真实，写作手法也很大众
化，非常适合有职场经历又热爱文学阅读
的读者品味。

这些“草根作者”，生活于社会基层，
长期浸淫于自我熟悉的生活，有着直观、
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这样的生活
经历，对文学的感悟以及包含的文学创作
因素，使笔者想到近日看到《现代快报》上
的一篇同样反映“草根作者”、“草根作家”
文学成长的文化报道。

这篇报道介绍说：江苏太仓有一名叫
姚彩亚的送水工人，原在农村老家时就对
文学十分喜爱。十多年前，他来到太仓，
成为了一名送水工。每周，他都会抽空去
太仓图书馆借一本书，不断的“充电”，加
上对文学的热爱，姚彩亚至今已经公开发
表几十篇文学作品。2008年，姚彩亚加入
太仓市作家协会，萌生把自己10多年打工
经历写出来的想法，谁知这一写竟“根本
停不下来”。姚彩亚白天送水，经常扛着

几十斤重的水桶爬楼梯，一天下来，累得
腰酸背痛，晚上回到家里，等家人睡着了，
他才开始构思写作，因为坚持写作这几年
姚彩亚几乎没有在“晚上11点前”和“凌晨
4点后”休息过。6年里，他完成了《江南寻
梦》和《穷村破事》两部长篇小说。前一部
30万字，已修改完成；后一部20万字，还在
修改中。姚彩亚说，自己是对文学出于纯
粹的热爱，不会因为生活困难而改变，现
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写好的两部小说出
版，让更多人读到。

《现代快报》刊登这个报道后，引起北
京一家出版机构的注意。这家出版机构
负责人说，2012年，北大一名保安曾出过
一本书，名叫《站着上北大》，讲述自己从
一名北大保安，奋斗多年考上北大中文系
的励志故事，这位“送水工作家”的经历也
很励志，他们公司愿意免费出版这两本
书，让更多读者读到。

哪里有人的意愿和表现这种意愿的
方式和技巧，哪里就可能出现文学艺术。
报道介绍的这些“草根作者”、“草根作家”

的文学写作之路，印证了这句评论的朴素
和正确。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力量，往
往来自社会基层，属于草根阶层，这些“草
根作者”、“草根作家”的文学写作的环境
和条件，应该说都是不利甚或困难的，但
他们坚守自己的文学追求，不放弃自己的
文学信念，怀着对自己所表现的文学对象
的深厚情感，坚持写自己所感悟和体验的
生活，或者普通人的职业生活，带着朴实、
真切、自然的生活气息，具有出于这个“草
根”社会阶层的作者的特有的文学表现
力，表现出“草根作者”、“草根作家”独特
的文学精神。

“草根作者”、“草根作家”，是文学生
长的力量。所幸的是，这些“草根作者”、

“草根作家”得到了社会的、媒体的和文
学出版机构的及时的扶持和帮助，有了
更多的文学生长空间。这种扶助和支
持，是一种职责和使命使然，更是一种文
学态度的反映。我们呼唤这样的文学扶
助和支持，有更多的“草根作者”、“草根
作家”涌现出来。

给“草根作家”更多文学生长空间
□ 杜 浩

小
说

《绘帝国：天才歧路》王琰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定价:24.00元

《天才歧路(绘帝国)》是一
部关于一个天才诗人的心灵史
和成长史的故事，还是一部关
于救赎和自我救赎的小说。本
书的主人公许游生于六十年代
中期，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他
特定的命运，使他对孤零和绝
望拥有切肤之痛的同时，也使
他长时间地陷入了对时间和记
忆的反思……

社
科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所给
定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如何
给定的书。它考察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给出的理由如何取
决于社会关系，并反过来构建
社会关系。本书以简易平实
的风格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不
同的理由来确认、建立、协商、
修复或终止与他人的关系。

旅
行

这是本好玩的攻略书，不
仅有景点的攻略，同时还有对

“美丽”的攻略。全书共分为
六大部分：古城系列、山水系
列、城市系列、水乡系列，古村
古镇系列和天涯海角系列。
书中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者
梦想的地方。 《全国旅游艳遇地图》苏桑格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定价：38.00元

纪
实

《为爱而来》朱邵华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定价：32.00元

40多年前，朱邦月的朋友
临终时，将两岁的儿子和怀着5
个月身孕的妻子托付给他。虽
然是孩子的养父，但是朱邦月
却奉献了连生父都不能给予的
疼爱——他用一条腿撑起了这
个家庭。本书是朱邦月的二儿
子朱邵华以父亲的口吻写的自
传体。

夏志清夏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