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奖特别策划

《远山淡影》
石黑一雄 著
张晓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又译《群山淡景》，是石
黑 一 雄 技 惊 文 坛 的 处 女
作。二战后的长崎，一对饱
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
新生，远走英国，却始终走
不出战乱的阴影与心魔。

《浮世画家》
石黑一雄 著
马爱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小说主人公是显赫一
时的浮世绘画家，随着二战
日本的战败，他才恍然大
悟，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
去竟是在为一种荒诞虚幻
的理想献身，他的艺术理想
不过虚浮于世。

《被掩埋的巨人》
石黑一雄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1月

讲述公元 6 世纪的英
格兰，借奇幻史诗的外衣，
探讨了一个沉重的话题：民
族与个人面对历史宿怨应
当如何在记忆与宽恕间作
出抉择。

《长日留痕》
石黑一雄 著
冒国安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2月

布克奖作品，以最能代
表英格兰社会和文化特征
的男管家为主角，表现了英
格兰的政治、历史、文化、传
统与人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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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治与德治
“双翼齐飞”

□ 张 衍

系列书评⑤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
道——坚持依法治国与以
德治国相结合》
戴木才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年9月版

石黑一雄，名字便昭示
了他的日本血统，他至今仍
保留着日式得体的社交礼

节，一开口却是纯正的英伦腔，两个国
家的文化在他身上像影子般相互交叠，
难以割离。

1954年，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
5岁时，身为海洋学家的父亲石黑静男
因替英国北海石油公司工作，全家移民
英国。离开日本时，石黑一雄以为这次
搬家只是暂时的，身上还带着日语教
材，未料想之后全家一直定居于英国东
南部的吉尔福德市。

石黑一雄的写作兴趣最早源自对
间谍小说的喜爱。上世纪六十年代中
期，他就读的公立小学正进行现代化的
教育试验，不设置“课程”概念，校长鼓
励学生遵从自己的自主选择。石黑一
雄开始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并模仿
维多利亚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在作品
中塑造了一个叫做“西尼尔先生”（Mr.
Senior）的间谍角色。从那时起，他便意
识到：“当你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写作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凭借着比同龄人出众的写作才能，
石黑一雄进入英国沃金语法学校，在这
所沿袭了英国社会传统风俗的学校里，
他的音乐爱好得以萌芽。在那台父亲
从日本买给他的小型索尼台盘式录音

机里，少年石黑一雄竭力从嘈杂的嗡嗡
声中分辨每一句歌词。

13 岁那年，他买下人生第一张鲍
勃·迪伦的唱片《约翰·韦斯利·哈丁》，
深深为其“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而
着迷。莱昂纳德·科恩歌词中“天主教
徒式”的意象、琼尼·米歇尔自由自在的
牛仔生活，蛊惑着石黑一雄写下第一首
歌的开头：“你是否永不再睁开双眼，在
我们生活和嬉闹的海岸。”这段与音乐
的缘分最终化为《小夜曲》中5个与音乐
相关的哀伤故事。

从日本到英国，除了经常被叫错
名字之外，石黑一雄并未感到太多心
理上的隔阂。唯一不那么舒服的经
验，便是在学校玩战争游戏时，他习惯
将攻击目标设定为德国人而非日本
人；另一件令他不快的事，是母亲遭到
一向友好的邻居的冷遇，原来那男人
曾是日军俘虏，与母亲的碰面勾起了
他的痛苦记忆。

出生于二战结束 9年之后，石黑一
雄并未亲身经历过战争，即使是曾生逢
战时的父辈，也极少和他提及这一改写
世界格局的事件。但战争仿若一朵巨
大的云，笼罩在他的生命之空，绕过它，
便无法理解身边的人和事。于是，他决
定以文学的方式，挖进这座人人可见却
人人佯装视而不见的深井。

北京时间10
月5日，瑞典文学
院诺贝尔奖评审
委员会宣布，将
2017年诺贝尔文
学奖授予日裔英
国 作 家 石 黑 一
雄 ，颁 奖 词 说 ：

“他的小说富有
激情的力量，在
我们与世界连为
一体的幻觉下，他
展现了一道深渊。”

石黑一雄，日裔
英国小说家，新晋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
1954 年生于日本长
崎，1960年随家人移
居英国，曾获1989年
布克奖、大英帝国勋
章、法国艺术及文学
骑士勋章。代表作有
《远山淡影》《浮世画
家》《长日留痕》《无可
慰藉》《上海孤儿》《被
掩埋的巨人》等。

你不能永远总是对过去发生的事
耿耿于怀。

——《长日留痕》

人在一段时间内过分沉湎于思考
一些问题时，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是
屡见不鲜的；而人往往要受到某些外
部事件的偶然刺激时才会清醒地面对
即成的现实。

——《无可慰藉》

我认为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某个时
刻，需要坚守自己的决定。一个说“这
就是我，这就是我的选择”的时刻。

——《无可慰藉》

下棋就是不停地贯彻战略。就是
敌人破坏了你的计划也不放弃，而是
马上想出另一个战略。胜负并不是在
王被将时决定的。当棋手放弃运用任
何战略时，胜负就已经定局了。

——《远山淡影》

小时候我十分渴望成为舞蹈家或
歌唱家。我努力啊努力，老天知道我
努力了，可人们只知道笑话我，我觉得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但是后来我长大一些，发现这个
世界也不是那么不公平。即使是像我
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天赋的人，也仍然
是有机会的。你仍旧可以在天底下找
到自己的位置，不一定只能是个默默
无闻的人。

你得十分努力，不理会别人怎么
说。可机会一定有。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

如果一个人是在别人根本没有勇
气或意愿去尝试的事情上失败了，那
么他从这个角度回顾自己的一生时，
肯定会感到一种安慰，一种发自内心
的欣慰。

——《浮世画家》

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公布，今年的获
奖者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瑞典
文学院将其创作母题归纳为“记忆、时
间和自我欺骗”，并称：“石黑一雄的小
说以巨大的情感力量，揭露了我们与世
界联系的虚幻之下的深渊。”

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于英国，用
英文写作，自嘲日文“很烂”，喜欢以“国
际主义作家”自称，曾说自己是“一个不
知家在何处的作家”，与萨尔曼·拉什
迪、V·S·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的“移
民文学三雄”。身为一名移民作家，石
黑一雄既享有移民作家的天然优势
——更容易以局外人的视角观望日本

和英国的文化和社会，将浓厚的问题意
识诉诸笔下的人物，以此求得解答；同
时也不得不面对移民作家普遍面临的
道德困境——用更令西方人接受的叙
事方式，讲述早已与自身剥离的文化和
记忆，是不是一种天然的讨巧？

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言，人们
可以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一种特别坦诚
和温柔的品质，既亲切又自然”；小说的
背景、人物和时间可以随意置换，“地点
可以在任何地方，人物可以是任何人，
时间可以是任何时间”。石黑一雄书写
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境遇，这种境
遇可以关乎任何人。

从日本到英国：
一生交融难解的两个影子

1982 年，已经分别在
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
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的石黑一雄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远
山淡影》。小说以二战结束初期的日本
为故事背景，以居住在伦敦的日本寡妇
悦子作为叙述者，大女儿景子的自杀使
她回忆起二战后她在长崎的生活，记忆
一点点被点亮、激活，如早已不流血的
伤疤一般隐隐作痛。“那种恐怖从未消
失，但已经不再是傲骨的伤痛。人是可
能与任何恐怖的事生出一种亲密关系
的，就如同是自己身上的一个伤口那
样。”石黑一雄这样写道。那些生命中
的人和事，如一叶叶扁舟，随悦子的讲
述，从她身边缓缓而过，没人能操控他
们的命运，也没人知晓自身的归宿，他
们只是路过，不留一丝痕迹。

整部小说挑起的回忆若隐若现，并
未直面战争的眼泪、鲜血与剧痛，正因
如此，评论家喜欢用“物哀”来概括这部
处女作的气质，并视其为克制写作的典
范。然而实际上，远离故土 20余年，石
黑一雄对日本的印象早已模糊，最初设
定的主题也并非反战。在一次访谈中，
他坦言：“它（《远山淡影》）可以说是缺
乏经验，错误判断了显而易见和微妙无
比的东西。”尽管有诸多青涩之处，28岁
的石黑一雄笔下流淌的哀伤与对个体
生命体验的洞察，还是让英国文坛眼前
一亮。

初试牛刀的石黑一雄从此一发不
可收，以大约 4 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
作。在《远山淡影》中有一条支线，讲述
一位老教师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构建的
价值观，石黑一雄以此展开，写下第二
部长篇《浮世画家》（1986），展现一位二
战时曾帮助宣扬军国主义的日本浮世
绘画家在战后的回忆、反思和忏悔：原
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在为一种
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这部小说获“布

克奖”提名，并摘得1986年“怀特布雷德
奖”，被译成十余种文字。

延续《浮世画家》的主题，他再度尝
试写“荒芜人生”的主题：“当你年轻时，
你在意的都是自己的事业，最终才意识
到那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3年后，石
黑 一 雄 的 第 三 部 作 品《长 日 留 痕》
（1989）问世，将背景置于英国乡间，书
写了一位英国老式贵族宅邸的男管家
为维护尊严而压抑情感、否定自我的悲
剧人生。小说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轰
动，销量逾百万册，摘得布克奖，并被改
编成电影。

在写作途中，石黑一雄不止一次忍
不住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如果稍微生
得早一些，生在那个法西斯主义盛行的
年代，自己会如何生存？是抗拒，还是
保持一定距离的旁观，抑或是加入到那
种狂热中去？”在这个令他内心焦灼的
追问中，他写下前三部小说，主人公无
一例外都是想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却因为缺乏思考而在周遭的狂热中成
为帮凶”。

石黑一雄最新的小说《被掩埋的巨
人》（2015）延续对这一追问的思考，以
公元 6世纪的不列颠岛为舞台，写传奇
人物亚瑟王死后的故事，不列颠人与撒
克逊人比邻而居，看似和平，却陷入失
去记忆的苦恼中。他设置了一只呼吸
能让人丧失记忆的母龙，同时制造了两
难境地：如果杀死它，这个族群就能回
想起自己的过去；但同时也会记起仇
恨，引发战争。杀，还是不杀？他想借
此探讨的是，一个个体、民族和社会，究
竟应该记得什么，又该忘记什么。

如石黑一雄所言，“一个人的写作不
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
的时代”。所谓“写给不同的时代”，在石
黑一雄的作品中，就是在人的脆弱中，既
揭示可能跌落的深渊，也望见人之为人
的精神的高山。

直指人性弱点：
人一旦被置于绝望，便不再设防

■

【
石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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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掌上”微平台
“走心”实体书店

□ 本报记者 杨淑玲

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之下，人们借助平板电脑、手
机等移动设备阅读的方式增多，快餐式、碎片化和数字
化的阅读方式直接冲击实体书店。面对这种冲击，上饶
市新华书店选择主动拥抱移动互联网，打造“掌上”微平
台，给传统书店带来了新的生机。

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上饶市新华书店于
2015年成立了营销策划部，结合“互联网+”提出打造两
个平台的建设，即线上全民阅读微平台与线下书城体验
平台。线上做宣传、聚人气、引人流，出售与门店差异化
需求的产品，线下打造上饶文化综合体。

2015年 4月，“上饶悦读吧”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公众号推出，吸粉是关键，书店先让员工、会员、大客户
等关注、推荐，然后通过营销活动寻找引爆点。2017年
4月，“上饶悦读吧”与“大美上饶”联合推出“全民阅读·
书香上饶”好书推荐活动，活动以“大美上饶”微信平台、
网站、报纸为载体，通过微信、文章的形式荐书、品书、秀
书，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同时也让“上饶悦读吧”短
时间内成为读者们关注的焦点。

线上线下营销活动的联动，极大地扩大了“新华书
店”这块金字招牌的品牌影响力。

上饶市新华书店做到周周有活动，每月有重大活
动，每逢重大节假日时，更是作为营销活动策划的重
点。2016 年全年举办活动达到 200 多场次。2017 年 5
月，通过线上报名举办了新华壹品手工创意大赛，吸引
了20多个家庭参加，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做手工，
通过初选后在线上投票评选人气奖，最终 2000多位热
心市民参与了线上投票活动。书店还举办了迎新春送
春联、书画大赛、小小营业员、朗读者计划、小俞手工烘
焙课等活动。其中朗读者计划让读者上台朗读，所读图
书按 8折出售，举办了 30多期，社会各界 300多人直接
参与了此项活动。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
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作为有着 96 年
历史、8900 多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把法治中国
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人认为，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谈德治，可能不
合时宜。那么，“法治”与“德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各自
优势是什么？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精品出版物，《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道——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结合》系统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内
涵、理论支撑和重要途径，科学解读了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之道。

本书从人类社会的基本治国方式起笔，作者戴木
才以深厚的学识梳理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同国家的
治国模式和治国方式，其中既有我国古代、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基本治国方式，也有苏联社会主义治国的
历史教训，还有我国社会主义治国方式的发展。

对这些治国方式进行历史考察和全面分析，得出
的结论便是“法治”以“德治”为基础，“德治”又需要以

“法治”作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存共生。
道德性是法治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在依
据，法治的价值、精神、原则、法理等大多建立在具有
道德性的基础之上。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只会沦为
惩罚的工具。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中，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
要求。

在书中，作者指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一方
面，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
可依”；另一方面，要重视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
仰的培育和确立。这一系列论述将“法治”与“德治”
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总结历史规
律，又回答现实问题，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真正落
到实处，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
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
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善于从中华
文明的传统治国智慧中汲取养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书紧紧围绕“德刑之辩”“德主刑辅”“为政以
德”等内容展开论述，告诫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
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
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全书在深刻把握“法
治”与“德治”的发展历史和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注重
阐释与事例相结合，文字通顺，表述流畅，可读性强，
图文并茂，尤其是对一些人物及知识点的注解，使得
阅读起来兴趣盎然，不忍释卷。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要推进依
法治国，领导干部是关键。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那样，“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
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
者”。本书的最后落脚点便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阐明了具体做法，将内容与形式做到较好的融合。

■【石黑一雄经典作品】■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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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