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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隐渔原名显达，字雪江，
遂宁人氏，生于1901年，约卒于
1933年。

他是诗人、作家、翻译家、中
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者。他曾
首次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
斯朵夫》译成中文（没有最后完
稿），介绍到中国；还曾首次将鲁
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介绍
到欧洲，并得到罗曼·罗兰、郭沫
若、茅盾、成仿吾等人的高度评
价，被目为创作、翻译和学术研
究的“天才”。

遂宁是敬隐渔的故乡，蓬溪
是我的故乡，后者辖于前者，所
以说敬隐渔也算是我的乡贤。我
以弱冠之岁，从1996年到1998
年，负笈于成都，购得王锦厚先
生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就知道了敬隐渔及他与罗曼·罗
兰的奇缘。

2013年11月15日，我为自己
主编的《元写作》第五卷撰写《编

后记》时，曾向敬隐渔致敬，并发
出了“其人可悯、其才可赞、其志
可嘉”的浩叹。也正是在此前后，
我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生张丹女士曾多次讨论编译出
版敬隐渔文集和研究文集的相
关事宜。

就在我们兴致勃勃地描绘
着这个乌托邦的时候，张英伦先
生的《敬隐渔传奇》，已于2015年
6月印行。

张英伦先生旅居法国，遍游
欧洲，精通法国文学和中国现代
文学，富有传记写作经验，对敬
隐渔饶有兴趣。他历时五年，行
程万里，从遂宁到上海，从法国
到瑞士，既考察了田野，又查阅
了若干图书馆和档案馆，终于完
成了这部填补空白的重要著作

《敬隐渔传奇》。
后来张英伦又编译出《敬隐

渔文集》，囊括了作者的旧体诗
词、新诗、小说、散文、评论、书信

和译文（包括法译和汉译）——
作者的法文作品和法译作品，也
经张英伦先生译成汉文。

敬隐渔将《阿Q正传》节译
成法文，张英伦先生又将法文回
译成汉文，而不直接采用鲁迅先
生的原文，是为了让中国读者感
知敬隐渔的节译和改译风格。

因这两部书的面世，国内敬
隐渔研究已然掀起了一个小小
的热潮。我便与张英伦先生先生
商议，欲辑录相关成果，汇编出
版《敬隐渔研究文集》。

商议之后，我们最终将研究
文集编为三卷，亦即史料卷、论
文卷和年谱卷。从最终编定的

《敬隐渔研究文集》来看，关于敬
隐渔的诗与译诗，小说的创作与
修改，汉译《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译《阿Q正传》和《函谷关》，与
罗曼·罗兰的交往，与鲁迅的交
往与误会，《敬隐渔传》的价值与
特点等等，都辑录了最新最重要

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中，不免也有

遗憾。比如，瑞士汉学家冯铁的
《敬隐渔的法文翻译与他的法文
写作——以郭沫若著<函谷关>
为例（1924年译）》（译者为何昊
佩），原文质量想来甚佳，汉译质
量却不敢恭维，我甚至怀疑译者
或有使用翻译软件。

又如，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研
究生钟沁的《初见伟人：寻求精
神救助的“新力”——品读<雷芒
湖畔>》，有提及希腊文明，却没
有提及希伯来文明，对敬隐渔自
小接受的异域文化资源或有所
误判。

2019年12月，该书由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精装出版，正好作
为敬隐渔出生一百二十虚年的
献礼。我所期待的敬隐渔研究四
大工程，亦即年谱、评传、文集和
研究文集，经张英伦先生十年努
力，已然全部完成。

读完这本《饥饿：一部身体
的回忆录》，某种程度上解开了
我对一位童年好友如今境况的
困惑。这位童年好友曾经是学校
里最优秀、最温驯的好学生，老
师们眼中的宠儿，“别人家的孩
子”。再加上秀丽的容貌和高挑
的身材，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她
在同学们眼中都闪亮如星。

但在高中时，因为一场意外
的疾病，她的学习成绩受到严重
影响，只考了一所很普通的大
学。自那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重新找到她时，时间已经过去了
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她的生活仍不
尽如人意，其中曲折一言难尽。
但最令我震惊的，还是她如今长
胖了那么多，仿佛凭空多出来一
个自己。在我们所有人的回忆
里，她一直是个苗条爱美的女
孩。我能意识到过去那段经历对
她造成了影响，但我不知道这影
响与肥胖有什么关联。

本书作者罗克珊·盖伊今年
46岁，她在12岁那年遭遇了性
侵。“我的身体是犯罪现场。那天
之后，我被挖空了。12岁时，我的
人生被分成了两半，边界被劈得
参差不齐。”

她长成了一个高大的姑娘，
身高6英尺3英寸（约1米9），而她
的体重在最重的时候曾达到577
磅（约262公斤）！

她说，“我一直吃啊吃，我想
只要我的体形变大，身体就会很
安全……超重会遭人嫌弃，而我
如果能遭人嫌弃，就能远离更多
伤害，或者，让更多伤害远离我。”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看到这
本书的同时，我在微博上看到有
人提到一本关于抑郁症的书，里
面有个关于减肥失败的故事
——1985年左右，美国加州的一
个医生试着帮一群严重肥胖、已
经出现糖尿病等并发症的患者
减肥。这些人的体重多半都高达
一两百公斤，甚至更重。

这位医生全力以赴，采取了
近乎极端的方式，严格监督这些
患者的减肥过程。几个月后，不
少病人的体重明显降下来了，变
得相当健康。正当这位医生为之
雀跃的时候，本来瘦得最多的那
几个人，又开始迅速复胖，并且
陷入严重的忧郁和恐慌情绪。

困惑不解之余，这位医生试
着去了解他们在此期间的经历
和想法。终于有名女患者告诉
他：我很胖的时候，男人对我毫
无兴趣。但在我降到理想体重
时，有已婚同事向我表示好感。
于是我又开始疯狂地大吃特吃。

医生问她，你是哪一年开始
变胖的？她说，11岁那年。

医生又问她，那年发生了什
么事？她说，那年她被性侵了。

通过这位医生的深入了解，
他发现减肥计划里的183个人，
几乎一半的人有类似的经历。他
终于发现，原来肥胖不是问题本
身，而是这些不幸的人用来“解
决某些问题”的方法。

肥胖对于他们，有种种令人
心酸的“好处。”比如，让别人对
自己的身体失去兴趣；通过展示
自己庞大的身躯，避免潜在的被
欺辱殴打的危险；以及“降低他
人的期望”，让别人对自己不抱
期望，也就不会造成失望。

对他们来说，肥胖是让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隐身”的一种方
式。隐身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
多么深的退缩，又是多么坚决的
自我否定。 （文/黎纳）

书法是一门传统艺术，更是
文心的修炼与养成。学习书法，
不只是为了把字写好，而且要经
由它、经由专注自律的日课精
进，在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往来交
流中，学习为人的修养、风骨和
趣味，学习欣赏万千笔墨，欣赏
这难得的抽象之美，领悟更为细
微及更为远大的世界。

本书作者林曦总结自己
十年来面向零基础成年人的
教学经验，全面呈现了学习书
法的方法，涵盖具体技艺的练
习、学习的步骤、功夫的积累
与精进、学习心态的调整落
定、书法的内涵与意义、艺术
欣赏的方法等方面。为热爱传
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了系统学
习和实践的可能。 （斑斓）

周 末 荐 书

//我的读书笔记我的读书笔记//

陇南韵味绵长的诗意
与天才而早逝的传奇

地处秦巴山区、青藏高原和
黄土高原交汇地带的陇南，多种
地质地貌纵横交错，多样性气候
错落分布，氐羌、白马、汉、藏民
族文化交相辉映，又有黄河、长
江两大水系畅流交织，其自然景
观之秀美、历史文化之厚重、地
域风情之独特，在甘肃乃至西北
独树一帜。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不仅让陇南成为甘肃境内唯
一既拥有江南神韵、又弥漫巴蜀
风情的秀美之地，其别具一格的
地域风情和韵味绵长的人文传
统，也让陇南成为甘肃大地一片
淋漓着浪漫诗情、流淌着浓郁诗

意的诗歌沃土。
新中国成立之初，陇南曾一

度成为备受全国关注的“新民歌
运动”热点地区；新时期以来，陇
南地区生机勃发的青年诗歌创
作活动，也为曾盛极一时的“甘
肃诗歌大省”提供了重要支撑。

“毛雨毛/割苦荞
割不开的缠山雾/唱不尽的

老山谣
夜夜梦山月/不知山月何处落
泪珠滚在镰刃上
情难舍，爱难割”（《山雾》）
这首诗的作者刘志清本是

个一天学也没有上过的放牛娃。
1956年，他从农村扫盲班脱盲后
开始诗歌创作，后来因发表自传
体长篇叙事诗《枯草俊了》，成为
当年名震全国的农民诗人。

紧随刘志清之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礼县雷坝乡兴起的

“甘山歌谣”，再次将陇南当代诗
歌创作群体推向一个与新中国
成立以来全国“新民歌运动”的
典型——天津小靳庄并驾齐驱
的高度。

应该是受了前后延续两千

多年诗歌传统血脉滋润的缘故
吧，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多年，陇
南诗歌创作延续了诗情汹涌、脚
踏实地、不断前行的态势。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
期以来，陇南青年诗歌创作骤然
间异军突起，其拥有诗人之多，
创作之活跃，成为甘肃诗歌高原
近年来一块最有生机与活力的
天地。

十多年过去了，开始于新时
期的陇南诗歌新浪潮不仅没有
出现浪缩潮退迹象，伴随着一批
接一批新生力量的崛起，陇南诗
歌创作无论从拥有诗人数量之
众、创作势头之活跃、代际结构
之完整，还是创作实力之雄厚、
写作氛围之和谐、诗歌活动之多
样、创作风格之多样等方面，已
经远远走在甘肃全省其他市州
前列。

我想，正是有上述半个世纪
以来，陇南诗歌创作所取得的诗
人辈出的局面、令人振奋的创作
成就做支撑，高天佑先生才有了
担纲主编这套“得陇望蜀诗丛”
的现实依据和诗歌底气。

“风吹动着所有柔顺光滑的
元素/像河水洗涮所有晶莹透亮
的石子”（老盖《醒着，成县黄渚
东河》）

“十月，阳光在河滩上嘻闹/
风从距河滩三尺高的苇草间穿
过/鹤，白色的鹤/白色的花朵开
放在秋天”（过河卒《十月，阳光
在河滩》）

“一条条小溪/从月亮的四
周向虚无的天空流淌/这天宇旋
动的瀑布/这酝酿人生的烈酒”
（毛树林《月亮里的溪流》）

“平常的事物/其实构成了
我们平常的生活”（秦戎《碧口油
菜花》）

诗人是大地之子。正是陇南
这片高山林立、峡谷纵横、万物
繁荣、多民族风情交相辉映、多
元文化相映生辉的土地，让包括
入选“得陇望蜀诗丛”第一辑的
诗人：过河卒、老盖、毛树林、秦
戎、向前，在同样青山绿水、群山
起伏的陇南大地，获得并体认到
了各自不同的诗情，写出了与他
们各自经历、生活、感受、审美取
向既相通、又相异的诗歌。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之处之处 诗情各自不同诗情各自不同
□王若冰

生于生于120120年前的敬隐渔年前的敬隐渔 一位早逝的文学翻译天才一位早逝的文学翻译天才
□胡亮

陇南地处出甘入川的要塞
地理位置，融汇了巴蜀文化、秦
陇文化和氐羌少数民族文化的
多元文化形态，也让陇南的诗人
们在诗歌创作上呈现出多姿多
彩的风貌与姿态。

由学者和诗人高天佑担纲
主编的“得陇望蜀诗丛”，让读者
能明确地感受到陇南这片贮满
诗意的土地，对不同气质、不同
诗歌风格取向的诗人的滋养。

83岁高龄的翻译家、法国
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伦，与
四川作家、学者胡亮联合编著的
《敬隐渔研究文集》，将目光锁定
在不幸早逝的天才翻译家、作家
敬隐渔身上，也一举填补了中国
现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是
一部值得收藏的名人评传。

作者简介

王若冰，甘肃天
水人，著名作家、诗
人、秦岭文化学者。
著 有《走 进 大 秦 岭
——中华民族父亲
山探寻》《渭河传》

《走读汉江》《仰望太
白山》《寻找大秦帝
国》《走笔山河》等多
部著作。

作者简介

胡亮，1975年生
于四川蓬溪，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巴金文
学院签约作家。著有

《阐释之雪：胡亮文论
集》《琉璃脆》《虚掩》
等多部，曾获袁可嘉
诗歌奖、四川文学奖、
建安文学奖。现居四
川遂宁。

巴基斯坦，在很多人
眼中都是一个充满了神
秘感的国度：一方面，因
为与中国友谊深厚而被
亲切地称作“巴铁”；另一
方面，大多数国人又对这
个国家所知甚少。

本书出自两位资深媒
体人的“一带一路”探访报
道计划：45天，从北到南，
走遍巴基斯坦7个城市，文
字记者杨晓与摄影师李英
武，用笔和镜头记录了自
己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巴
基斯坦。生动的记录文字，
配有300多张精美照片，为
读者们讲述巴基斯坦人民
的故事，以及这片土地的
神奇魅力与别样风情。

《是的，我们去了巴基斯坦》
中信出版社
2020年12月

如今的葡萄牙，似乎只是
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欧洲国
家，但学过中学历史的都知道，
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段十分辉煌
的“航海时代”。从15世纪到16
世纪，都是葡萄牙的高光时期，
涌现了著名航海家达·伽马和
恩里克王子等传奇人物。荷兰
与英国的海洋冒险，都沿用过
此前葡萄牙人开辟的航线。

那么，更古老的葡萄牙呢？
苏维汇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
先后为这里留下了怎样的统治
痕迹？中世纪，葡萄牙人又如何
收复了失去的土地？再后来，他
们和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又发生
了怎样的统治权斗争？在这本
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莱
克教授都会一一告诉你的。

《葡萄牙何以成为葡萄牙》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

《书法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

从此，对于肥胖
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