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HUA GANPO ■ 主编 杨淑玲 美编 杨 数 11JIANGXI DAILY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 读 书

本版邮箱本版邮箱：：yslingysling20122012@@163163.com.com 期第
366366电话电话：：07910791--8684997986849979

推荐重重磅磅

品书品书

《
对
话
百
家
》

李
清
川

主
编

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

对于读书，作家且庵认
为：“书海无边，人生有涯，读
书总是要有所不读的。”其

“有所不读”可谓读书之经验
之谈。读书虽为私人之事，
但不可不慎重选择。取法乎
上，有所取舍，才能更好地

“有所读”。笔者以为至少有
三类书是不要读的。

低俗的书不读。对于读
书，老作家孙犁先生的观点
是：“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
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
面浪费时光。”“浅薄无聊”
的书，本身不能给人以向上
的正能量，读来无益；至于

“下流黄色”书籍，不仅无益，
反而有害，更能腐蚀人的心
灵，青年人尤其要慎之又
慎。不读低俗的书，才有更
多的时间来读高尚的书，读
更多充满正能量的书！

媚俗的书不读。“媚俗”
就是为迎合世俗，缺乏自我
思想、自我理智，只知随波逐
流，迎合芸芸众生。比如近
年来涌现出的那些励志类，
迅速发财致富类，成功厚黑
学之类的书籍，就是典型的

“媚俗”。他们往往利用名人
效应，大打广告，忽悠读者。

这类书籍，不仅不能提升自
我，甚至会使人的“三观”出
现偏差。且庵更是鲜明地表
示“如今的畅销书和时兴书
一定不读。”他的读书原则是

“从前往后读，读到民国足
矣。”虽为一家之言，却不乏
锐利眼光，对我们读书选择
有很好的提示！

庸俗的书不读。庸俗，
是指平庸鄙陋、不高尚。学
者何满子在《文学呈臆编·论
庸俗下》中说：“庸俗是一种
假风雅、赝美，有如混珠的鱼
目；但它比鱼目更坏。”庸俗
类书籍，容易混淆视听，乱人
耳目；怪力乱神，深藏不露；
这类书说不出什么不好，但
对人的心灵有一定的腐蚀
性，读之使人消沉，害人不
浅。表面赝美，难掩真实价
值；鱼目混珠，最应警惕！

“三俗”类书籍坚决不
读，把更多精力用于阅读人
类古老的经典作品，是读书
正确的选择。且庵说：“只拣
那要紧之书，不慌不忙的读
一本是一本。读一辈子的
书，若真正能把几部书嚼烂
在肚子里，最是受用。”是颇
值得借鉴的经验之谈！

如果有人向你请教有关
晚清中国的一些话题，你是
否会因为对这段短暂而漫长
的历史的谙熟而得意？

如果你不屑于网络上那
些“趣事风闻”，而又想真实
地了解晚清中国的外交、政
治、改革等诸多事件来丰富
自己的见闻，你会不会感到
很无助？

如果只用读一本书的时
间，就能让你真切地走进晚
清中国宏大的历史现场，感
悟那动荡、纠结、妥协而又渴
望强大起来的王朝时代，你
是否会有一种切身晚清官
场，与晚清政治人物、中外名
流对话的乐趣？

作家李书纬的新书《晚
清官场洋大人》打破传统历
史著作的表述方法，用读一
套书的时间颠覆三观，告诉
你一个最纠结的晚清官场。

之所以说晚清中国是历
史上最纠结的一个王朝，是
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惬意地
抱持着“天朝上国”的自大
感，还在延续着千年迷蒙的
时候，突然有一个早晨，一个
叫“舰船利炮”的劲敌，轰然
洞开了中国的大门。两次鸦
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中法战
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
等诸多的事件，大清王朝都
是以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既割地又
赔款的，颜面丧失殆尽。

战争失败，外交上屈辱
妥协，因而自第一次鸦片战
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
识之士就提出了“睁眼看世
界”自强中国。第二次鸦片
战争中，英法联军一把火焚
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更成为晚清帝国永远的痛。

这是怎么了？噩梦中惊
醒的晚清士大夫们大呼：天朝
可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老
大”啊！曾几何时，当英国人
提出，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
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
来，可自大的清皇帝和官场大
爷们自感，中国什么都有，什
么都是优越的，不需要与外人

“互通有无”。
当列强的愿望难以实

现，便凶相毕露地动用了“洋
枪洋炮”。当中国人面对被
掠夺、被奴役、被屠杀、被动
外交的局面之时，延续千年
的虚骄感短时间内是难以被
洋枪洋炮征服的。但大清却
不得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和先
进的生产力打交道，强烈的

优越感、被动挨打的挫折感，
便使大清王朝形成了惯性的
纠结心态。

但是，面对国家、民族存
亡绝续的严峻现实，大清帝
国又不得不有所反思，也试
图为中国寻找一条引领世界
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因此，
积极地开展外交，学习强国
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文
化，引进先进文明就成为必
然的趋势。

从此，在大清帝国的官
场舞台上活跃着一群洋人。
他们是来自英、美、德、俄、
法、日等国的人员。这些人
中有传教士、商人、外交人
员、军官以及中国洋务运动、
新政改革等历史进程中雇佣
的各种来华人员，他们的活
动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
他们在固步自封的王朝时代
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成为一
个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分
为外交、改革两部。外交篇
以借师助剿登场，以晚清外
交为背景，展现列强与“洋大
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的立场和行为，此后大清被
动开展外交后，赫德、德璀琳
等“洋大人”在外交活动中所
扮演的角色及调停活动；改
革篇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
等改革运动为主线，展现了

“洋大人”所参与的改革事
件。全书采用海内外第一手
史料，视野开阔；作者在遍览
史料的同时剥茧抽丝，将故
事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首
次全景再现了“洋大人”在晚
清中国的历史全貌，生动再
现了“洋大人”这一特殊群体
在中国近代历史长河中的活
动轨迹，也展现了晚清中国
与西方国家及世界融合的艰
难历程。

首次全景再现“洋大人”
在晚清的历史全貌

□ 马耀飞

有所不读
□ 孟祥海

““读读””具匠心具匠心

麦家出生于浙江省富
阳区大源镇，父母都是普通
的农民。曾经的麦家怨恨
父亲带给他的耻辱，怨恨故
乡让他的童年变得孤独和
郁闷。这些年来，麦家逐渐
原谅了父亲和故乡。因为
他明白，这一切的变故都跟
父亲的本意无关，父亲根本
无力改变命运强加给他的
磨难。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
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
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
事情像水印子，韶得了一时
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
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
麦家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
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
的疤，不但消不失，还会在

阴雨天隐隐疼。”但是在麦
家心中，父亲其实是个英
雄 ，因 为 父 亲 给 了 他 很
多。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
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
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麦家
喜欢塑造英雄，在长篇小
说《人生海海》中，我们就
能看到许多勇敢面对生活
的英雄，譬如蒋正南及妻
子林阿姨、爷爷、老保长、
父亲、“我”和前妻。

而在这些人物身上，有
麦家自己、父亲和乡亲们的
影子。也即是说，通过这部
小说，麦家在某种程度上与
家人及故乡达成了一种和
解。麦家巧用孩童视角，围
绕蒋正南是否是太监、鸡奸
犯及叛徒等谜团，讲述了这
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
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
人悠长叹息的人生况味。
麦家说，“我想写的是在绝
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
卓绝的道德。我要另立山
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
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麦家将人性的解剖刀对准
了蒋正南这个人：他当过国
民党上校，利用医术和身体
作掩护，从日伪那里获取情
报。另外，他也参加过解放
军，还上过抗美援朝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拒绝跟
林阿姨结婚导致误会，被其
举报有男女问题，蒋正南被
取消了军籍和一切待遇，黯
然回乡，凭着手术刀养活自

己及母亲。
在特殊的年代，蒋正南

是革命群众斗争的对象，但
大家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
结讨好他，家里出什么事都
去找他拿主意。为了维护
自己身体上的一个秘密和
尊严，蒋正南疯了。林阿姨
重新接纳了他，不过他的智
力永远停留在了七八岁。
蒋正南高龄去世时，林阿姨
也服药殉情。蒋正南的坎
坷人生分明就是一个传奇，
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却是通
过父亲、爷爷、老保长和林
阿姨讲出来的。这样的叙
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虽然
看似零散杂乱，其间却有着
紧密的联系。很多人的命
运都因为蒋正南而改变，譬
如爷爷因为出卖蒋正南而
羞愧自杀，大哥做了倒插门
女婿，二哥年纪轻轻暴病而
亡，而“我”则偷渡到了西班
牙，最终成为企业家。

有人说，稀奇古怪的故
事和经典文学的直线距离
只差三步。但走不完的也
正是这三步。麦家的了不
起在于他走完了这三步，且
步伐坚定，缓慢有力，留下
的脚印竟成了一幅精巧诡
秘的地图。人生似海，装载
着时代、传奇与人心，既有
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
带来的仁慈。麦家试图告
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仅凭内
心的高贵超出时代，愿我们
都做这样的人！

书书畅想畅想

人生似海况味深

“给你一束光”，是写在《对话百
家》丛书扉页上的一句话，这套丛书收
录了 130 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对话
录，既有王蒙、王安忆、陈忠实、莫言、
贾平凹等文学巨擘，也有徐则臣、弋
舟、张悦然、石一枫、葛亮等活跃于文
坛的青年力量。他们的生活阅历、创
作轨迹、艺术观点，因为年龄、环境、认
知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在读者面前展
现出了和而不同、各呈异彩的文学生
态图景。

全书的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创作思
想、构思方法、写作技巧、艺术创新、文
学理论等。其中，《安顿灵魂》是一本
有关文化生态和灵魂安顿的书，收录
了 21 位作家的访谈。从他们最具开
放意识、国际视野和碰撞力的谈话中，
可以看出老中青三代作家之间的发展
脉络和血缘关系。《文化酵母》充满文
化反应和发酵意识，收录了 22 位作家
和诗人的访谈。他们充满深情、极具
现实主义和思想力的谈话，充分阐释
了现实与生活的关系、现实对生命的
意义、现实对历史的无尽转化。《精神
胎记》讲述文化继承和精神遗传，收录
了 22 位青年作家的访谈。他们一边
继承前辈作家的文化血统，一边吸收
新时代的精神品格，在网络化时代与
文学市场化的变革中，在经典化与传
播力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道，逐步崛起
为中国文坛的真正力量。《生命暗道》
记录文化生命和生活现场，收录了 22
位作家的访谈。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关
注、对生命价值的探寻和对文学生活
的思考，放射出一束束温暖而智慧的
光芒，成为人们走出现实重围的秘密

通道。《光的方向》展现文化之光和照
耀方向，收录了 21 位作家的访谈。他
们把理想追求无所不在地埋伏在文学
作品和现实生活中，并且以人格魅力、
人性温暖与生命哲学使之有了照耀的
方向。《世相人心》揭示文化百态和人
心世道，收录了 22 位作家的访谈。不
管人心多么复杂、世道多么艰险，他们
既是文学理想的守护者，又是人生价
值的践行者，更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

众多作家在访谈中敞开心扉，讲
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历
程。作家李春雷坦言，如何真实再现
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的真挚情谊，是
写作《朋友》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
战。他说，过去，对于领袖人物，我们
总是不自觉地习惯于“高大全”，写他
们的伟岸与光辉，而恰恰是这种写
法，让很多作品脱离了群众，淡薄了
人气。所以，创作之初，李春雷就决
定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切入，写出生活
中、工作中本色的习近平。习近平与
大山是朋友，与我们也是朋友，他的
微笑和真诚是面对大山的，也是面对
大家的。所以，在文中，除了必要的
时候，李春雷大都直呼其名：近平。
作家张炜耗时 22 年写就 450 万字长
篇小说《你在高原》，只因有一个声音
在内心告诉他“如果不写完这部作
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麦家的
长篇小说《解密》经历 17 次退稿，他
却从不放弃，戏言“每一次退稿对作
品来说都是‘打铁’”。王十月早年辗
转数座城市，为生计奔波，灵魂无处
安放之余寄情于写作，最终为无数跌
宕起伏的命运回声作出见证。

文学的未来属于青年，叶辛、赵
丽宏等著名作家在本书中都谈到了
自己年轻时代阅读与文学的处境，文
学丰富了他们的青年时代，滋养了他
们的生命，给他们以人生的指引。叶
辛说，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文学给
了他很多启示。那时知青中有不少
人发自内心地喜欢文学，他们从文学
中获得启发，用文学去展示生活。这
也是为什么后来在知青中出现了那
么多作家的原因。众多作家还在访
谈中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并对青年
作家提出指点和建议。贾平凹认为，
作家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容易

“打滑”，容易写不动，或者跟社会脱
钩。所以对于生活、对于社会，一定
要有精灵警觉之心，适度保持对生活
的“饥饿感”。从事写作，永远要有一
种激动感。刘醒龙直言，写作如四
季，一年四季，风花雪月各样景致不
断轮回。写作中的每个人、每篇作
品，都会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的。一
个人，从年轻到年迈除非他一辈子只
写一部作品，否则很难做到在写作上
一成不变。变是创造，创作就是要
变。李佩甫相信情感是写作的灵魂，
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
大影响。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很多东
西会被看得很清楚，藏是藏不住的，
一点小心机在文字里是很容易被内
行人一眼看出的。文字是骗不了人
的。初写不显，即使编造也可以蒙混
过关，但一旦进入文学深处你就无处
可藏。你的心性你的小伎俩会在文
字中一览无余。要咬住、坚持住，每
次写作都要重新开始。

光是有方向的，光也能生出光。
文学的精神需要代代传承，纪念昨天，
是为创造明天积累素材、指引方向。
在作家们精心创作的作品中，往往充
满着修辞和隐喻，思想被藏在雾气重
重的文字森林的深处，轻易不教人找
到，不仅需要努力，还需要悟性才能够
领悟。而《对话百家》系列丛书通过问
答形式让作家们来不及隐藏自己，用
直觉和内心深处最深信不疑的信念来
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为读者提供了
一次不受时空限制的与作家面对面深
度交谈的机会。这种利用纸媒积攒

“光”，再借助书投照“光”的愿景，悄然
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录和思想沉淀。

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五四运动 100周年，六卷本文学访谈录《对话百家》是一套致敬之书。近
日，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这套丛书分为《安顿灵魂》《文化酵母》《精神胎记》《生命暗道》《光的方向》《世
相人心》六卷，收录了王蒙、王安忆、迟子建、阿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麦家、刘慈欣等130位当代中国作家
的对话实录，以文学照亮心灵。

文学之光文学之光 烛照人生烛照人生
□ 本报记者 张 衍

《人生海海》
麦 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彭忠富 书
语
书
语

美国作家威尔·施瓦尔贝在《为生
命而阅读》一书中说，他时不时会做这
样一个噩梦：在繁忙的机场里，航班快
要起飞了。突然间，他意识到在飞机
上将无书可读，他奔跑着四处寻找书
店，可还是一本书都找不到。他开始
尖叫，最后在冷汗中惊醒。

威尔把这样的梦称为读者的噩
梦。我大约是一名“伪读者”，未曾做
过这样热忱沸腾的梦，但对书，对于读
书，我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种羁绊
的。这种羁绊就像一个影子，不论晨
昏忧乐，它都跟随着我，不，应该是我
迫不及待地拉着它的手。

和多数人一样，遇到开心或不开
心的事时，倾诉、运动、购物是我常选
择的对待方式。直到几年前，我的目
光重新落在了书上。为什么说是“重
新”呢？以往或功利或消遣，我会读
书，但甚少会有想读爱读融入享受的
感觉。后来，这种全然不同的感觉像
是有股力量在牵引着我，开心时，一篇
小短文一则小故事会让我不亦乐乎，
失意时，我会急于把头埋进喜欢的书
里，在字里行间找寻平静。

我已经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事促
使了这种改变，许是某段文字某部作
品与内心的契合，许是自己动笔后文字
带来的慰藉，也或许是因为某个人。在
书的面前，我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
子，试着舔了一颗新口味的糖，然后惊
喜地发现这种味道正是自己中意的。

我很庆幸有这样的改变。与书产
生的羁绊不同于任何一种与人与物的
牵绊，很自由又很充实。书与我们对
话，是体贴的一对一的对话。挚爱一
本书，你可以放下一切伪装在它面前
恣意哭笑，你也可以对它大声抱怨，涂
写乱画，宣泄情感，它都默默地全盘接

受，然后于无声处给予电光石火般的
回响。这种回响来源于每一本好书
背后的伟大作者，读他们的书，就是
在聆听他们在时光长河里的对话。
而这些作者大多是爱读书的人，他们
的书里都留着丝丝缕缕成千上万本作
者下笔前读过的书的痕迹。于是，我
从与一本书的牵绊中，又连接牵起千
千万万的羁绊。

友人说我的文字里有李娟的影
子，与我而言，这是莫大的赞誉，当然，
我还差着不止十万八千里哩。李娟是
我喜欢的作家，她的文字灵动如风干
净如云，笔下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能
让摇摆飘忽的心找到坚定的理由。李
娟是模仿不来的，但我向往李娟的生
活方式，而读书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学习
如何审视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法。比比
看自己做过的事和别人做过的事，自己
的想法、感受和别人的想法、感受，你会
愈发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也许这
就是为什么阅读是少数几个能独自完
成却让人感觉不那么孤单的事。阿勒
泰很大，而李娟很小，但我在她的文字
里嗅不到半点孤单的气息，反倒是现实
的很多不解和牛角尖，在阿勒泰的一人
一物一草一木里变得开阔明朗。

迷路的时候，打开手机地图就能
准确定位方向。在人生的某些时刻，
读书也一样能帮助找到答案。当看到
朋友圈里热闹鲜活地晒出游晒美食
时，我学会了静静享受《一人食》的温
暖；当想起曾经擦肩而过的那个人时，
我会把所有的遗憾悄悄藏在《莲的心
事》里；当软塌塌的梦境遭遇硬邦邦的
世界时，我朝着《遥远的向日葵地》望
去，风捎来了淡淡的葵花清香和结籽
的声音，生命很美，生活也很美。这些
都是我与书的羁绊。

与书的羁绊
□ 郑雯斌

王安忆，1954 年生，上海人，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
作有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启蒙
时代》《天香》《匿名》等。曾获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施耐庵文学奖、红楼梦·世
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评审团奖、华语文学传
媒大奖、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美国纽
曼华语文学奖，以及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
勋章。

景物铺陈应是我向来爱好的，《长恨
歌》前几章都令人不耐烦了，我重视空间的
戏剧性，将空间布置好，人不说话也自有传
达。小说依附在时间的流淌上，空间转瞬
即逝，挽留它停滞是义务。用文字语言刻
画建设，还是仰仗时间使它存在。作者的
想象力是主要的工具，身体经验是攫取的
材料，如何认识决定于如何启用，材料本身
是客观的，质和量都有限。小说写作则是
主观的工作。

陈忠实，1942 年生，2016 年 4 月病逝，
陕西西安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短篇小说
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等，中篇小
说集《初夏》《四妹子》等，以及《陈忠实小说
自选集》《陈忠实文集》等。曾获茅盾文学
奖，作品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
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
话，我是在《白鹿原》接近完成时，读一篇论
述巴尔扎克创作的文章里获知的。许是这
句话正好切中我正在写作的《白鹿原》的意
旨，许是又暗合我当时的写作心态，所以竟
然一遍成记，到写完《白鹿原》要送出书稿
时，便把巴尔扎克这句话题在书前。由此
可见，我在构思和整个写作过程中，尚无明
确的秘史这个概念，只是我对 20世纪前 50
年的白鹿原地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暗合
了秘史的意蕴。 （摘自《对话百家》）

先读为快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李书纬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