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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招保险咨询师，欢迎您的加入。
廖磊本人电子科技大学硕士，
美国MDRT、大童保险服务2020
年付费咨询师季军、 中国MBA
杰出奉献奖、MBA联盟副秘书
长，电话：18010504886
●成阿工业园标准厂房出租
电话：18349130170

声明·公告
●北京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在
成都银行华兴支行， 帐号：10
01300000243428，预留的原法
人陈润生印鉴章已经遗失，该
章不再使用，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宏远正信广告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1250
18363）遗失作废。
●成都鑫远隆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150028863， 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5MA69G6392D， 均遗
失作废。
●四川启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956
87030）遗失作废。
●成都永聚同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 （税号：91510124MA6641D0
0Y）， 税控盘盘号9299149844
67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西南交通大学于2019年5月27
日和2019年6月19日向教育部
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开具的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两张, 一张票据代码:0
0040118, 票据号码 :150521391
6, 发票金额为31486.03元 ,大
写: 叁万壹仟肆佰捌拾陆元叁
分; 另一张票据代码:00040118,
票据号码:1505213923, 发票金
额为1496.65元,大写:壹仟肆佰
玖拾陆元陆角伍分。以上两张票
据第二联收据联原件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4月9日
●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四川分公司吴燕法人章 (编
号5101095089433)遗失作废
●四川淘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冯文杰法人章 （编号：5101
095709654）遗失作废。
●四川乡村基餐饮有限公司北
大街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 号 JY25101050072449）、 副
本（编号JY25101050072449(1-
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娱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5
11301、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
5511302、 李小松法人章编号：
5101075511303遗失作废。

坟墓搬迁公告
因安德街道云桥村李家

岩水库输水管道工程项目需
要，现将项目施工范围内的坟
墓搬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敬
请涉及人员相互转告。（一）搬
迁范围：云桥村1组（云桥湿地
入口亭子旁）。（二）搬迁方式：
自行搬迁 。（三 ） 搬迁期限 ：
2021年4月16日前，搬迁完毕。
逾期未搬迁作无主坟处理 。
（四） 补偿标准： 按照郫都区
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联系人 :王先生 咨询电话：
13408072006 特此公告。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云
桥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4月10日
●兹有刘红、 叶云持有成都市
华兴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香楠湖15-2-303号维修基金收
据号为0011919金额为1633元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四川经纬高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章5101008169028销毁证明、
武安和法人章5101008169029
销毁证明、合同章51010500142
01销毁证明、其他类型印章51010
50007808销毁证明均遗失作废
●成都瀚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
司常勋法人章 （编号：510100
9083969）损毁作废。

●成华区易美食品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8211987
07220018遗失作废。
●成都赛格西气体有限公司遗
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副本，证号：川蓉锦危化经
字【2019】00065号，声明作废
●双流县育人书店，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副
本，新出发双新字第510122011
2号，遗失作废。
●四川省蓉达建筑工器具有限
公司，原法人徐廷英法人章（ 编
号5101006052444）遗失作废。
●锦江区朝建副食品店公章
5101040165173遗失作废。
●锦江区麦香真心小吃店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510104MA6C8PP18W遗失作废
●成都普伊康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825
020076）遗失作废。
●四川居思意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5
38132遗失作废。
●四川东舒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5530363
4）、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
1055303635）、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055303636）、 李放东
法人章（编号：5101055354324）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臻立常劳
务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12012
0724）遗失作废。
●四川沃伦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1200
50488遗失作废
●成都夜魅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财务章 （编号 ：510110012498
5）、 肖玉梅法人章 （编号：5
101100124986）遗失作废。
●杜艳梅不慎将鹏瑞利（成都）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给雅雯国
际品牌的公用事业保证金收据
（编号 ：QY17004436， 金额 17
37.30元）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泰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喻涛法人章（上网编号：510104
5076390）、唐冰法人章（上网
编号：5101008333037） 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永华投资有限公司在成
都农村商业银行金堂淮口支行
开立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
10053429801账号0218040301
20010002467遗失作废。
●成都青羊迷津旅行酒店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4P8
AA5P）、公章（编号：510105519
2342）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中泰瑞鑫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刘涛法
人章（编号：510104026
036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蓉宜家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095338972）遗失作废
●父亲：唐继强，母亲：陈容之
子唐铭宇于2003年8月9日，出
生于遂宁市人民医院， 出生医
学证明 （编号：C510300742)遗
失，特此声明。
●成华区鑫之张保国商贸中心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7C7B33N） 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都江堰市学尚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81MA61YPQR90即将
股权变更， 请变更前的相关债
权债务单位及个人， 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15天内， 持合法有
效凭据申报登记， 特此公告。
申报电话：13568833896

●成都文轩阁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邓召干法
人章编号5101075225
477遗失作废。
●深圳斯达领科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刘新负责人章
（编号：510109569481
6）遗失作废。
●成都新谷光亚亲子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 编 号 ：5101095135
757遗失作废。
●成都万辰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80643
84）遗失作废。
●成都优品优家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双流分公司公章 （编号：
5101162942949）遗失作废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
6510000937302）遗失作废，开
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总府支行， 账号为90
0101040014463，特此声明。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
6510000937402） 遗失作废，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 账号为
900101040014570，特此声明。

在石黑一雄的新作
里，克拉拉是个用于陪伴
孩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依靠太阳能运作。她被14
岁的女孩乔西选中，此后
数年，克拉拉和乔西在一
起，直到后者进了大学。完
成“服务”的克拉拉先是被
闲置，后来被送去垃圾处
理的堆场。小说行文的结

尾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被弃的人工智能回忆
着自己作为伴侣玩具的职业生涯，“我提供了
良好的服务，让乔西避免了孤独”。

克拉拉让人联想石黑一雄过往写过的角
色，他们默默行使完自己的职能，而后成为“多
余之物”，《长日将尽》里的管家，《莫失莫忘》里
作为器官捐献者的克隆孩子们，他们殊途同归
的命运是被覆盖在记忆暗影里的孤儿。

石黑一雄始终执着书写的内容：新旧两个
世界的冲撞，旧世界已成远山淡影，长日将尽，
在两个世界的裂隙里，多少孤儿被抛弃、被掩
埋、被遗忘呢？他们付出所有之后，无所归依。
克拉拉“尽了一切所能去做对乔西最有利的
事。”无法动弹的她在堆场观察太阳的行程和
空中的鸟群，任重叠的记忆充斥着自己的头
脑，她行将变成残破的碎片，但她的记忆还在。

（摘自《文汇报》）

书书 评评 选选 摘摘

《克拉拉与太阳》
石黑一雄/上海译文出版社

凡是被冠以“简史”
的讲述，给人的期待恰
恰不是表面上的浮光掠
影，而是触及本质、对事
物深层结构的剖析。《妇
女简史》给了读者这样
的期待，也帮助我们对
女性，更宽泛地说，对人
性的复杂和丰富，有了
更深的认识：人性的平

衡点可能在任何位置。
我更愿意从女性的角度阅读这部作品，把

男人看作女人考察这个世界、自我成长的参照
物。心理学上说，女性思维的特点是关注当下、
关注过程。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女性为了适
应社会，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直觉能力。她们的
思维特点和本能中，闪烁着生命之光，蕴藏着
深厚的生存智慧。精明干练而内心脆弱的外科
医生，外表光鲜却可怜无能的领导，一无所有
但洒脱飘逸的流浪者，三位在女主人公生命中
出现的重要男人，完成了她作为女性的成长历
程，也验证了女性体验这个社会方式的准确
性。情感、道德、欲望等复杂人性的平衡点，可
能是在任何位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往往
在女人所在位置。（摘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妇女简史》
艾伟/作家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对我
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
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这两个代际的人
来说，上世纪90年代是
其生命中真正的成长
期，那个年代的历史事
件和生活经验才构成了
这两代人的精神底色。
如何将这一历史经验转

化为艺术的形式，对写作者来说是极有价值的
挑战。近两年，我读到了两部以该年代为题材的
优秀长篇小说，都出自“70后”作家之手，一部是
路内的《雾行者》，一部是房伟的《血色莫扎特》。

《血色莫扎特》以类型小说的方式结构故
事，又以现实批判的理性来书写典型，它们之
间互相建构和解构，这一方式同时让小说变得
可读且可解，由此呈现了一段那个年代的“创
伤史”和“浪漫史”，我以为这是房伟极有意义
的尝试，同时也为当下文坛贡献了一部优秀的
长篇力作。 （摘自《文艺报》）

《血色莫扎特》
房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李金发诗全编》
李金发/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文饭小品》
谢其章/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平的长篇新作《塞影记》的写作和
出版，植入了他对小说人物、故事情节、
语言、结构等传统技巧表达的思考和理
想追求，更植入了他对小说“思想化”架
构的成熟主张。毫无疑问，《塞影记》在马
平的小说大系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
品，是一个高度融合了个人旨趣和读者
期待以及艺术主张的长篇力作。

和《草房山》相比，《塞影记》固执地
奔着一个“好故事”的目标而去。这个讲
述了一位108岁的老人在一百年间的饥
饱冷暖、恩怨情仇的故事，读来确乎壮阔
波澜，立体丰满，引人入胜，余韵绵长。

在当代文学谱系里，像长寿者雷高
汉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苦命幸存者形
象，并不稀少。但他的非典型性恰好在
于，他并不以“祥林嫂”这样的自怨自艾
者存在，也不以“隋不召”（张炜《古船》）
的偏执而苟活，更不以“福贵”这样的被
凌辱者而挣扎求存，他虽卑微，但勇敢；
虽低贱，但坚韧；虽没有文化，但深明大
义；虽频频遭遇磨难，但天性乐观积极；
他虽不睿智，但懂得大是大非；他有很
多残缺，却也呈现出很多天性的完美；

他是被命运捉弄的人，却也常常得到善
意的眷顾。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顽强地
活了一个世纪。一台人生大戏上演，他
连戏子都不能算，顶多只能是一个吼
班，唱念独白，都轮不到他，掌声都是献
给梅云娥这样的主角的，但是，他在鸿
祯塞里演出的恩深义重，却比哪一个主
角都精彩动人。

《塞影记》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的
作用，异常明确，就是要展现雷高汉传
奇命运的动人过程。在一百年的生命历
程里，他怎样进入鸿祯塞做长工，怎样
拯救梅云娥，怎样认字解密，怎样寻找
女儿，怎样交代毕生经历。这样的情节
展示过程，并不烧脑，也并不复杂萦回，
但实在可以称得上是精妙和精彩，意料
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人物天性
里缺少离经叛道的部分，所以，所有的
情节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但即便是如此，这些情节的一一展
开，依然有足够的阅读吸附力，对于阅
读体验而言，结果似乎早已经不重要，
终点布置的，是雷高汉平淡地离开，连
他的外孙女都没能见上一面。在他而

言，不曾得到，也就意味着并未失去，这
是“最好的告别”。到了此时，读者才会
赫然发现，这传奇命运竟然终了，多少
有些不舍。情节的使命到此完成，小说
家功成身退。

熟悉马平作品的读者都会注意到，
他对戏剧尤其是川剧的运用，时常是信
手拈来，大增阅读的妙趣。《塞影记》里，
川剧唱词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实际承
担了情节推动和感情展开的关键作用。
一部小说在情节上的起承转合，必然因
应着结构上的辗转腾挪。川剧的唱白
里，隐含着人物命运，而吼班呢，正是小
说里堆垛主要人物上到高处的人物基
础，或者是时代背景，缺一不可，可又是
相互成全。

最后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塞影记》
的思想深刻性究竟在何处？马平突出了
情节的重要性，而摆脱了思想主题的束
缚。他把思想主题深藏于心，用一个长
寿者的传奇一生，探求人的价值、人活
着的意义和灵魂的气息，这正是他迂回
主题与呈现思想的高妙之处。

（文/庞惊涛）

小区西边有个报刊亭，标准的“邮
政绿”。印象当中，它像是城里唯一的一
处。亭子相当破，大概是在等待拆迁。

一天晚上，报刊亭里居然亮起白炽
灯，两只大脚丫伸出亭子，如同斜搁在
空碗的一双筷子。亭子里竟还有一些报
刊，吊在松松垮垮的尼龙绳上。

卖报刊的大叔躺在椅上，没有人关
注他和亭子的存在，他也不像对行人有
什么期待。

有一次报刊亭的白炽灯再次亮起，
忍不住上前问他一些疑惑的事，大叔爱
理不理，说了句“没事呗”，然后继续在
椅子上闭目养神。随便抽出一本杂志，
尼龙绳竟然抖了很久。跟人家问这问
那，不买一本，似乎总有点过意不去。

以前城里的每条街道，差不多都有
这样的报刊亭，这也是街上最热闹的地
方。后来亭前变冷清了，亭子也越发稀
疏。这个最后的报刊亭，开始像插在城
市腋下尚未抽出的体温计。

报刊为什么不受待见了呢？忽然想
起一本书：《文饭小品》。文如饭。饭者，
稻粱菽麦黍稷之类是也。饭有太多的做

法，南北不同，老少有异，其本质属性只
在充饥。越过了这一层，才有“吃什么”

“怎么吃”之类的思考。子曰：“食色，性
也。”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古圣
人之说，早就属于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
递进。

任何一种吃法都是合理的，报刊阅
文也是如此。记得报刊亭极为红火的某
年，一位在新华书店当负责人的朋友悄
悄说：“有套丛书，一共只分配来了两
套，特意给你留了一套！”那时见到一本
有分量的书都不容易，何况是经典丛
书。饕餮大餐莫过于此，但这不是“吃”
的常态。所以“文饭”，对多数人而言只
是一种需要，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一
份报刊在手，从前看从后看，从中间开
读，自己感到合适就行，就像如今在手
机上随便点开一个页面。这大概就是当
年报刊盛行的隐情，也是当下报刊亭孑
孓于市的隐情。

书籍的读法，不能是报刊这个样
子。多数书籍的内容是连贯的，甚至是
递进的，从中间、从后部开读，难免被

“噎”住。即便不被噎住，先吃完主食才

喝开口羹，这也不是传统的吃相。但并
非所有的书籍，一概不能如此，《文饭小
品》即是另类的一种。书中三十多章节，
是独立与平行的，读者可以凭一时的兴
趣，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一篇。

李金发主办《美育》杂志时向鲁迅约
稿，并索要照片，登在《美育》上“以壮观
瞻”，但鲁迅谢绝了。个中原因，作者谢其
章在《文饭小品》中，有详尽的考证与展
开。著述毕竟区别报刊作品，又绝非对
立。扬长弃短，面向读者，又不过度迁就
碎片化阅读，正是该书的趣味所在。

鲁迅是不是担心认识的人过多，饭
局没法应酬，从而谢绝刊印照片？读者
从书中的探知，完全是轻松的。报刊也
好，书籍也罢，“文饭”是也。不是所有的
人都喜欢沉重。悲壮，本非饭局的应有
之义。

一切都在与时俱进。路灯雪亮，照
得报刊亭里的白炽灯睁不开眼睛。报刊
亭对面是一家豪华酒店，包间的起步价
曾经上千。远远望去，锃亮的店堂里，男
男女女的店员正在忙碌外卖订单。

饭如文，文如饭。 （文/章宪法）

报刊也好报刊也好，，书籍也罢书籍也罢，“，“文饭文饭””是也是也

等待很多很多年等待很多很多年，，才能慢慢读懂才能慢慢读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的象征主义

诗人是李金发（1900-1976）。1919年，李
金发赴法留学，专攻雕塑，期间受法国
象征派诗风熏陶，奉波德莱尔、魏尔伦
等为“名誉老师”，勤耕诗坛，短短三四
年诗艺迅进，回国之后，成为把法国象
征派诗风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25年出
版诗集《微雨》，这是中国象征派诗歌诞
生的标志。

新诗发生之初，20世纪早期的一股
潮流，是“白话诗”。1915年，胡适主张“作
诗如作文”，倡导“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
作假设的来源”，以《尝试集》作为一场
开放的文学实验。白话新诗由于“五四
运动”先行者的奋斗获得了成功。但是，
白话诗歌浅显、内涵贫乏、语言缺乏弹
力与余味的弊病，日渐暴露。象征派诗
歌是对白话诗歌的反抗，为了矫正水分
太多的早期新诗，象征派的语言凝练而
紧张，自觉选取各种意象入诗，象征派
诗歌之所以难懂，不只是阅读时感觉到
的语言拗口，更多是观念上的差异。

胡适强调“做文学必须叫人懂”，认
为“说得越具体越好，说得越抽象越不
好”是文学美感的“一条极重要的规

律”。这种态度有悖于文学的审美期待。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诗人，在诗学意义上
所关心的是，象征图式和象征视野的消
解在语言层面上所产生的意义资源的
匮乏与枯竭。被“五四运动”祛魅了的社
会文化已经脱离了语境，怎样找回诗歌
与丢失象征的世界之间的关联呢？李金
发诗歌强烈的个人修辞学，增强了经验
的非统一性困扰，读者很难自洽面对那
种内化的语境，读懂诗人强烈的主体意
志的表达。

张新颖解读新诗，谈及李金发诗歌
理解上的困难，他说在于现代经验、感
受对表达和对理解这两方面都有要求。
从诗人这一方面来说，他要通过语言去
捕捉正在经验着的、正在生成中的感
受，诚非易事；而对于一般并非如诗人
一样正经验着、生成着同样感受的读者
来说，诗人的现代感受本身即包含着与
理解作对的异质性，何况它还经过了并
不准确的语言转换。

一种痛苦而不被理解的孤独感：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
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
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

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弃妇》）何
谓“半死的月下，载饮载歌”，心灵的呼
喊“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
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写诗人之
灵的兴发：“他的视听常观察遍万物之
喜怒，为自己之欢娱与失望之长叹，/执
其如椽之笔，/写阴灵之小照，和星斗之
运行。/何处是他的温爱与期望？”（《诗
人》）……诗无达诂，唯以心通。

中国新诗百年以来的历程，口语化
的诗与晦涩的诗，依然并驾齐驱。口语
未必就不好，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
她》，热烈质朴，因为直接而动人。欣赏

“难懂”的诗，不是造作、扭曲、拼贴、流
于形式化的呓语；不是照搬生活，而是
向生活要求转换、转化，成为一个可塑
性的文本，诗学服从于这样的转化；对
于生死、爱恋、欲望等主题的特异处理，
不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惊诧，而是生命能
量无法掌控的激烈迸发，因此，在语言、
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难免沉溺自我，与外
人隔膜，如皮附于骨肉般，必然的、不可
侵犯的，抗拒我们的亲近而又吸引我们
的独特的气质。等待很多很多年，才能
慢慢读懂。 （文/林颐）

《塞影记》
马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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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着一个奔着一个““好故事好故事””的目标而去的目标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