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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末末//荐荐//书书

《世说新语别裁详解
（名画珍藏版）》
□ 董上德/四川人民出版社

你以为的魏
晋名士是什么样
的？一味只会喝
酒、醉酒、敷粉、
弹琴、长啸、清
谈？在《世说新语
别裁详解（名画
珍藏版）》一书
中，董上德教授
以人物为线索，
对《世说新语》中
的故事进行了详
解，展示了一幅

魏晋名士图鉴，还原了历史上的“魏晋
名士天团”：选边站，站曹魏还是站司马
晋朝，有时是因为正义，有时则因为亲
缘关系；拼演技，行为艺术有时候是装
疯卖傻为政治避祸，有时候是为搏出位
积累名声入仕……

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政治斗争的
残酷，看书如看历史大戏，感悟27位名士
在黑暗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

你的工作对
世界作出贡献了
吗？每天坐在工
位上看起来十分
忙碌，可你真的
有这么忙吗？领
了工资就是向老
板出售了时间？
为何流程越来越
长，程序越来越
多？是谁在创造
这些毫无意义的
工作？

这些都是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
义的工作》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这本书
的中文译名可以说是十分温和了——

“毫无意义”，但如果直译，就是“狗屁工
作”：例如，一个受尽委屈的实习生决定
一走了之，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冲到老
板办公室，对着领导摔板凳：“我受够了
你们的狗屁工作，拜拜！”

《毫无意义的工作》想要传达的是
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一种自觉被蒙
蔽、被欺骗之后的愤怒回应。格雷伯在
这本书里犀利地指出工作中哪些是内
耗的、精神折磨的，如果你正因工作而
苦恼、找不到自我的价值，那么这本书
也许能给予你共鸣。

《毫无意义的工作》
□ 大卫·格雷伯/中信出版社

九寨沟的老
宅、老人、家神、
祭祀、槐树、城墙
…… 李 春 蓉 的

《扶州记》，散发
着对故乡九寨沟
的山水与泥土的
独特感情，她说，
扶州，是一个有
人间气息、有灵
魂、有神灵居住
的地方。

故乡的一切
在作者心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作者
将自己的感情融进文字，没有华丽而空
洞的描写，《扶州记》只谈亲人、家族、村
落等等关于“出生地”的故事。她像是坐
在村头闲聊一般，将家国情怀、耕读传
家、仁义礼智信，以及关乎灵魂的宗教
娓娓道来。

《扶州记》
□ 李春蓉/成都时代出版社

《我决定给自己一点时间》
□ 李彦姃/四川人民出版社

你 有 没 有
想过，从某一天
开始，你不再追
赶时间？不再顾
虑“ 在 他 人 眼
中，我是怎样的
一个人”？

“应该有比
年龄更重要的东
西吧”“这些树各
自都会迎来自己
的秋天”“给予时
间，充分给予各

自所需要的时间”……诸如此类让陷入
焦虑中的人们茅塞顿开的道理，隐藏在
一幅幅暖色调的卡通插图里。韩国女作
家“鸭子小姐”，用97篇治愈暖文，描绘
生活中微小却又幸福的琐事，用105幅
暖心漫画与插图，搭建起忙碌生活中的

“心灵避风港”，治愈你的每个不如意的
瞬间。 （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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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有的寂寞他们共有的寂寞
鲁迅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

情诗人”，如此高度的褒奖，足见冯至不
俗的实力和出色的诗艺。

这套文丛，选取了冯至的代表作，
包括早期随笔集《山水》，诗集《昨日之
歌》《十四行集》，历史小说《伍子胥》，还
有译作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
封信》《海涅诗选》，以及评论和讲话的
合集《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让当代读
者再次全面领略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大作家的风采。

冯至诗艺的培养源于1930-1935年
留学德国。求学的岁月是寂寞的，冯至
后来回忆，在他一生之中，“最寂寞，最
彷徨时候的伴侣”就是里尔克，里尔克
让他获得了心灵的相契。里尔克的诗歌
不仅表现抒情、咏叹，并且化作探寻生
存真谛、追索宇宙大问的途径。“纵使这
世界转变……惟有大地上的歌声/在颂
扬，在庆祝”（里尔克诗），冯至接受了里
尔克的观念，在至大的寂寞里构造自己
的艺术世界。

冯至爱里尔克，也爱歌德，两位诗
人风格迥异，冯至却说，“二人在他们的
时代都感到寂寞”。冯至说，里尔克的寂
寞表现为近乎宿命，而歌德的寂寞则是
一种境界。从小见大，从个别见全部，从
有限见无限，从瞬间见永恒，这种精神
生动而形象地贯穿在歌德的诗篇，显示
了作为诗的本质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功

能。冯至学贯中西，连通到中国诗歌的
寂寞境界。陆机《文赋》有言：“观古今于
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世界文学里著名的诗
篇都能以这样的气魄开阔人的胸怀，让
生命化为不朽。是的呀，古来圣贤的寂
寞，必定“秘密而公开地/矗立在惊奇的
世界之上”（歌德诗）。

冯至爱着海涅，因为海涅是那样同
情普通的民众。而尼采，我们知道，他有
他的“星辰道德”和“最后的意志”。而布
莱希特，富有表现力，是德语文学的又
一高峰。冯至在诗歌里与他们亲密接
触，他意识到了“这民族自己将要怎样
演变”“还自有它的前途”。留德归国之
后，冯至选择了学院安身立命，先后任
职同济大学、西南联大，在喧嚣的时代
里，他以诗歌寂寞地抒情，写作成为他
的生命诉求。

冯至译诗，也写诗。“我的寂寞是一
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
时，千万啊，不要悚惧。”作于1926年风
华正茂之时的诗句，流露着青春的忧
郁。冯至后来也屡现寂寞之语，比如，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
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还有《威尼
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
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
的集体”。此时的寂寞，到达了对现实的

此世与超验的彼岸的哲理思辨。德语文
学对冯至的影响，不仅是写作技艺，更
是思想的穿透力度。

《伍子胥》的创作，牵连与西方特别
是德国的关系。冯至谈起过创作这部小
说的想法，说是受到里尔克的启发，包
含着许多浪漫主义的元素，被一种忧郁
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所遇见的是江上
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的遇合
很美，尤其是伍子胥这样的忧患中人。
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
音乐似的在他的脑中闪过，他于是尽力
捕捉。在我看来，《伍子胥》的本质，依然
是寂寞，这是一曲“爱与死亡”的寂寞之
歌，一个人的奔突，无法确认的目的地，

“他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冬眠的生物，
忘却了时间”。伍子胥穿过旷野，渡过河
流，翻过丘陵，走过城镇，即使在亡奔依
然不由自主为生灵景物而感动，冯至笔
下的伍子胥，应当是从流浪中领悟到了
生死、蜕变，以及人生的大寂寞吧。

冯至译诗、写诗、写随笔，写小说、
写评论，他想以相对淡漠于社会政治的
自我选择，以一种甘于寂寞的立身处世
的方式，做自己的研究和创作，只不过，
他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所以，这些
文章难免有些时代的烙印和套话，这种
情况加重了冯至的寂寞底色，写作如何
展示纸背之后的关怀，是那一代作家的
共同命题。 文/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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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牌里的人生烟火门牌里的人生烟火

幽暗处的一抹人性之光幽暗处的一抹人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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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对中国作家而言，是最不陌
生的一个词。陈彦的《装台》清新而厚
重，其所写的装台人的生活，给当下文
学带来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说《装台》
写的是以刁顺子为首的一群装台人，以
及刁顺子一家行走艰难的社会底层生
活当是不错的。小说没有中心故事，甚
至大的情节也不具备，有的是层出不
穷、不厌其烦的细节。没有中心故事，或
大的情节的长篇小说是不多见的，这使
得小说叙事的推进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陈彦是搞戏剧的，编故事，或制造
戏剧冲突是他的拿手戏；但他何以弃自
己的长项于不顾，只靠细节经营一个40
余万字的长篇呢？小说中的冲突是有
的，但冲突无法取代故事和情节。窃以
为，就是因为他的生活积淀过于深厚，
小说细节俯拾皆是，不用编，根本写不
过来。当然，肯定还有一个小说观念的
问题，陈彦有可能认为小说与戏剧在叙
事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更认可小说就
是生活本身，还原生活的“原生态”才是
小说之要义；故事啊，情节啊，甚至人物
塑造啊，都是小说的身外之物，在没有
细节可写的时候才让那些“劳什子”过
来搬弄是非。陈彦不用这些，既不结构，
也不编织（当然，这只是貌似，当我读第
二遍的时候，我感觉到了陈彦其实是像
结构戏剧一般地在精心结构这部小
说），只将那堆满了脑海的东西信手拈
来，任性地铺开即可。

陈彦显得底气十足，自信满满，文

学技巧不差，生活积累就更不在话下。
陕西作家骨子里都近乎于这种气质，陈
忠实尤甚，而这种绵密厚重的气质对文
学或艺术之裨益是不容小觑的。

《装台》是写一群装台人，但主要是
写刁顺子和他一家人的生活，陈彦就是
以此来结构或经营这部小说的。刁顺子
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以及后来的微弱
转变，都充分饱满地呈现出来了。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里，我们最匮
乏的是这类作品，《水浒传》《红楼梦》的
文学传统被我们丢失了。《装台》将刁顺
子与女儿菊花的矛盾冲突当作小说主
体，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菊花与刁顺子
第三个老婆素芬、刁顺子第二个老婆的
女儿韩梅，以及大伯刁大军、准丈夫谭
道贵的矛盾冲突。菊花完全与刁顺子平
起平坐了，用戏剧人的词儿，她已经抢
了刁顺子的戏份与镜头，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超过了刁顺子。

可是菊花毕竟不是装台人，她也没
有实质性参与任何一次装台，她与装台
人之间是一种游离的状态。换言之，把
她放到任何一部小说中都可以，甚至独
立成为一部小说也完全成立。小说不惜
如此之大的笔墨着力于菊花，显然与

《装台》严重错位，甚至亦可谓这部小说
最大的败笔。小说名曰《装台》，装台过
程写得也很多很细，但装台人之间的矛
盾与冲突却没写出来，有的也只是斗斗
嘴一类的皮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结构
已经偏离了小说叙事的主体。

作为剧作家，陈彦何以没有将戏剧
写作的诸多方法挪用到小说之中？我以
为，根本原因盖为对刁顺子等装台人生
活的谙熟所累，换言之陷得太深，以至
于难以跳脱。

由于与刁顺子们拉不开距离，陈彦
甚至无法使用文学与戏剧的诸多方法
来“塑造”人物形象。以至于让我误以
为，刁顺子们就是原生态的生活本身，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未经艺术加工的生
活素材。这无疑阻碍了《装台》的文学性
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而刁顺子，原本有
可能成为中国文学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终究因过于“扁平”而没能达至可能的
艺术高度。

可刁顺子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要求
他怎样呢？他本来决意放弃，不再装台
了，但这群装台人却需要他，尤其是大
吊女儿的不幸遭遇，逼使他重回带领大
家讨生活的装台旧途。刁顺子已经将生
命所有的那一抹人性之光全部燃烧殆
尽。从开头到结尾，小说数次细致描写
了蚂蚁搬家的过程，其象征与隐喻意味
似乎不言自明。

周宪在《思想的碎片》一书中说：
“文学生产对社会文化的外在功能，就
呈现为它能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
陈彦及其《装台》将在哪些层面上积极
地影响人们的精神呢？作为作家的陈彦
和作为批评家的我都无力回答，暧昧的
时间或许会作出最后的抉择。

文/傅逸尘

鲁迅一生游历多地，从绍兴东昌坊
新台门降生，至少年时期辗转南京、日
本求学，再到青年时奔赴浙江、北京、广
州等地谋生，最后晚年寓居上海，度过
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说，他的人生，始
终与城市紧密相连，既夹杂着鲁迅的心
路历程，也涵盖了城市的人情况味，构
成了鲁迅生命中丰富的精神坐标。对于
作家薛林荣而言，鲁迅不单是一位文学
大家，更表征着一种文化属性，他的日
常饮食、花草种养、作品封面乃至居住
门牌，都是对他文学生活的微观写照。
为此，他追随鲁迅的脚步，多次踏足其
故居、博物馆、纪念馆等地，以门牌号为
线索，另辟蹊径，从特殊视角阐释住所
与创作的关系，回望了鲁迅坚韧而又灿
烂的文学生涯。

显然，薛林荣对鲁迅的研究是别具
一格的。在《鲁迅的门牌号》中，作家以
时间为轴，细心梳理鲁迅涉足的地理印
记，展现一代大师的生活史、创作史和
心灵史。在鲁迅心中，绍兴是他的出生
地，更是他此后的精神家园。由于儿时
历经家族巨变，饱尝人情冷暖与世俗冷
眼，鲁迅选择离乡出走，摆脱当下困境。
所以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鲁迅笔下的
故乡是孤寂、荒凉的，暗含传统文人的
失乡之苦。同故乡疏离后，鲁迅逐渐淡
忘曾经的伤痛，而用闲散温暖的文字构
筑起精神的原乡。他将童年时期的百草
园、三味书屋等地搬入散文，与幼时的
记忆相互交织，勾勒出一代人的生活图
景。还有北京八道湾、厦大生物楼、广州

北新书屋、上海大陆新村等不同的地
方，都见证过鲁迅生命中的重要事件，
如家人齐聚、兄弟失和、工作纷争、爱子
出生、疾病缠身、油尽灯枯等。薛林荣将
这些琐碎记忆收集归拢，集腋成裘，并
与其跌宕的心理空间交相呼应，串联成
一部鲜活有趣的“鲁迅别传”。

以“门牌号”为脉络，薛林荣不仅用
笔下的文字复现鲁迅的日常生活，交代
了两者的密切联系，而且注重考据，见
微知著，将地域和写作深入连接，展现
他对鲁迅文学表达的理解。为此，薛林
荣通读鲁迅的各类作品，如日记、书信、
小说等，并结合他人的文字资料，力图
剖解鲁迅思想和情怀构成。比如暂住砖
塔胡同时，鲁迅正处于艰难困苦的人生
光景，对迁居的苦难日子深有感触。也
在此时期，他真正与北京底层市民有了
接触，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于是写下小
说《幸福的家庭》《祝福》等，用反讽的笔
法展露旧社会的黑暗现实，也宣泄着内
心的惶惑和苦闷。再如西安之行对鲁迅
的创作影响颇深，他将见闻与思索写入

《说胡须》《看镜有感》等杂文与书信中，
并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上看到汉唐
雄风的历史遗存，认为必须“放开度量，
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
收”，足见场所与写作思维的互证关系。

薛林荣写鲁迅，素爱撷取史料中关
于鲁迅的生活概况，以平视的姿态观察
他的人生阅历，娓娓道出鲁迅丰沛多样

的各类杂事，诸如师友会面、借款购房、
旅途游记等，精准再现了他在婚姻、情
感乃至交友的趣闻轶事，令人看到“作
家”身份之外的鲁迅。鲁迅在创作之余，
拥有不为人知的嗜好。他喜欢饲养壁
虎，却讨厌猫狗等常规宠物，甚至把它
们写进文章，一吐心中不快。他还爱收
藏画册，短短三四年间，就先后收藏《龚
半千画册》等近百册画册，数量之多，范
围之广，令人惊叹。在家人心中，鲁迅的
性子是刚强而又柔情的。他孝顺年迈的
母亲，关照家中的兄弟，对爱人、孩子多
为照顾；在邻居眼中，鲁迅幽默大方，与
邻里关系融洽。在砖瓦胡同里，他有时
会送给俞氏三姐妹积木，还给她们买糖
果、点心吃。就连帮工们之间吵架，以致
鲁迅整夜失眠，他都未去喝止他们。《鲁
迅的门牌号》将鲁迅的文学成就与私人
生活融为一体，呈现出有人情、有温度、
有思想的人物画像。

书中还包含了作家间的相识与会
面、相知与背离、交往与合作的故事，书
写了文人们的隐秘往事，从文学事件中
映照一代名家的精神足迹，洞见整个时
代文坛的风云变幻。我想，正是由于《鲁
迅的门牌号》兼具趣味与严谨的特点，
读者可从中捕捉若干个生命的截面，真
正走向鲁迅真实多元的精神高地。

文/赵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