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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抗战爆发后
第一年，闻一多、袁复
礼、黄钰生、曾昭抡、李
继侗、穆旦……这群年
轻人，留守还是西迁？读
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
搭船？面对动荡的时局、
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
人，他们如何选择？

1938 年，“湘黔滇
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
穿 过 西 南 腹 地 ；2018
年，青年作者杨潇选择
重新踏上这条西南联大

之路，还原80年前一群西南联大年轻人“在
路上”的故事。他通过亲身体验，讲述流动中
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从平津
到长沙，到湘西，直至云贵。1600公里，杨潇
在行走中寻找答案。《重走：在公路、河流和
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优美的文本、细腻
的笔触，再现了联大师生的内心世界与旅途
生活。这是一群有着独特品质的知识分子，
正是他们，支撑起了中国的精神脊梁。

（毛渝川）

周周//末末//荐荐//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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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自省婚姻自省，，人生无悔人生无悔
2022年，杨本芬82岁，她出版了她

的第三本书——自传式小说《我本芬
芳》。《我本芬芳》一共有三部分，讲述
了一个普通女人60年的婚姻生活。

品学兼优的年轻姑娘惠才，由于
就读的中专停办而辗转至江西求学。
毕业后，惠才在好友的劝说下，与相识
不久的吕医生结了婚，婚后她勤俭持
家、卖力工作。不过因为个性喜好、为
人处世的差异，令惠才与丈夫摩擦不
断，而生儿育女又彻底中断了她的求
学之路。热情敏感的惠才无论如何也
无法打动丈夫的那一颗冷漠的心，屡
屡受挫的她不肯沉溺于伤痛，仍旧生
机勃勃地学习、工作、教养孩子。

这本书是杨本芬老师继讲述了母
亲（《秋园》）和乡亲（《浮木》）的故事
后，又将目光转向婚姻的情感之作。小
说中，一个女人在婚姻里不被看见的
孤独、不被欣赏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
屈，都显而易见，通过袒露女性在亲密
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不甘与重生，
进而表达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这
让我想起那句铿锵有力的话：女人的
名字不是弱者。

在这部小说里，女人的情感被描
写得淋漓尽致。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
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各有不同，
而小说女主人公惠才始终如一的乐观
心态，令人敬佩，她所代表的昂扬向上
的那份真情实感弥足珍贵。

时代历程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
的地位逐渐提高，由被动角色一点一

点改善为主角，而在这
个过程里，女性的善良
贯穿始终。惠才是千千
万万女性的缩影，也是
作者本身的现实写照，
于平凡里，彰显着人生
豁达的心态，于苦难
中，保持着通达的心
境，这也是中华民族伟
大女性的风骨。

取自于现实，又高
于现实是小说的原则，
区别于其他小说，《我
本芬芳》有些纪实性的
隐喻。对于这本书的名
字，杨本芬觉得有点自
夸的含义，心里稍有不
安。她用自我赞扬的笔
调，把一个普通女性自
尊自爱自信自勉的精
神境界通畅表达，再自
夸也是无妨吧。

80 多岁的杨本芬在写这本书时，
保持了少女般的情感丰沛，也通过流
畅的文字表达着内心始终如一的情
感，比如说“想你啊”“祝你天天快乐”

“在老爷子脸上亲一口”这样的描述，
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花并未因在婚姻
中遭到冷遇而干涸枯萎。

其实，这和她的成长环境不无关
联。从前两本书已经可以看出，杨本芬
在一个有着爱和人格力量的环境里成
长，成年后，她也往往与人为善，积极

而正直，对儿女的培养也无微不至，这
些付出无疑成为了返回滋养她自身的
能量。在阅读中，我深深为其日久年深
中依然坚挺的夫妻情怀所震撼，虽然
小说以“一切都来不及了”的伤感情绪
结尾，但还是掩盖不了作者朝阳般的
内心澎湃。

《我本芬芳》是一位八旬老人对夫
妻之间亲密关系真挚的呼喊与追问，
是女性困顿时的自我激励，也是男性
拷问自身情感的精神洗涤，任何时候
读来，总能获益匪浅。 文/陈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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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历史学已成为显学，大多以
地方或区域为书写主体，浓缩到“一个
小区的日常景观”的，我之前尚未读到
过。这部《流动的丰盈》，极有意义。

生活在城市、城镇里的人，住在各
种各样的小区，小区是我们最切近、最
基层的行政区域。历史学家徐前进的
这部著作，选取的是自己居住其中的
一个现代城市小区。这个位于城市中
心的小区有些年头了，早期的居民里
有一批科学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多在
大学任教，见证了国家的荣辱兴衰，到
了现在，小区的居民已经变得复杂了，
在这里短期或长期居住的有个体户、
公务员、私企员工、国企人员、灰暗职
业者（代发论文、私刻证件）、教师、网
络从业者，以及离别家乡、跟随儿女、
说着方言、照看小孩或安度晚年的老
人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作为样本的小区，
与我们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小区，并
没有大的区别。该书讲述的、呈现的现
象与事实，也正如此，都是一些司空见
惯、重复性极高的场景。

居民争吵，夫妻打架；消防演习；
公用绿地被占用，成了蔬菜地和养鸡
场；快递和外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到
处安装的监控器；到处张贴的小广告；
垃圾处理；养狗与遛狗；小区书店、麻

将室、聊天场所、广场舞……徐前进用
生动细致的语言描写的这些景象，不
需要我再详细复述，每一个人都了解、
熟悉这些事情，它们构成我们的日常。

比起现象描述，我更感兴趣的是，
作为居民和学者，徐前进所感受、所思
考的结果，以及，日常景观叙事进入研
究领域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项实践写作。徐前进说，当
下的日常生活的丰富性让他着迷，这
些微小的景观可以简化为一种制度或
风俗的象征，而且具有普遍的阐释意
义。“当下”一般很难归入历史研究领
域，长期以来，日常生活的现在时状态
被部分的或完全的排斥在宏观历史逻
辑之外，后一个时代的人只能以间接
的角度想象前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
并据此构建一种缺少日常生活基础的
历史叙事。徐前进的实践写作的目的，
就是弥补这种空缺。

所以，徐前进的观察与分析，具有
即时性，我认为，一个点一个点的即时
性，在时间的推移中，会逐渐形成为一
条连贯的线，逐渐构建成为通常认为
的“过去的历史”。

这些观察与分析，大部分都是在
场的感受加上学者的穷究才能获得
的。比如，监控器引发的技术厌恶，与
科技日常应用的双刃剑效应；比如，垃

圾桶及其所属的城市卫生体系，在日
常生活中的被排斥和被边缘化，及其
在道德意义上的反应，环卫工人经常
被讴歌，但也总是被轻视；比如，小区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边界的模糊所引
发的“公”“私”讨论……

我得到最大启发的，是有关楼道
小广告的论述。徐前进说，在公共景观
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备受指责的行为，
但在个体生存意义上，这种行为有获
得理解的可能。对此的默许中有迫不
得已的宽容以及对谋生本能的认可。
小区公共空间不断出现的小广告是一
种孤独个体的权力意识，有其合理性，
但不是绝对的合理，也不是普遍正义
的合理。在现实中，居民对于整洁环境
的审美愿望最后也起到了作用，小广
告不再随便贴在墙上，而是贴在边边
角角。

徐前进强调了小区频繁的流动性
背后，以匿名和失序为特征的现代陌
生人社会带来的无根感。无限度流动
性的一个后果是关联性的断裂，小区
带给我们的家园之感并不强烈，很难
产生落叶归根的感觉，在现代都市文
明里，“流动的丰盈”或许也意味着“流
动的匮乏”，而我们都在努力学习接纳
与被接纳。这部作品促成我们对此进
行反思。 文/林颐

人类世，即人与自然互动加剧的世
代在地层记录中制造了一个明确的新
层级。

与其他环保科普著作有着明显的
不同，本书作者大卫·法里尔采用的是
带有历史沉淀意义的化石视角。法里尔
梳理的许多“化石”，许多是因为人类需
要被刻意发明制造出来的，因为很难被
自然界降解，假以时日，地球很可能被
众多像塑料一样的“化石”占领。

我们生活的当下，为方便运输：现
代道路连接着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据
估计，全球共有超过 5000 万公里的道
路，至少三分之一是柏油路。为方便
食品包装：20 世纪中期至今，我们制
造了 5 亿吨的铝箔。当富豪们坐着最
新的宇宙飞船飞向遥远的太空时，很
少有人注意到，虽然飞船的一部分会
被大气烧毁，但冗余设计还是会将大
量部件抛弃在太空中。当马斯克为星
链跳起马步舞时，一些专家则担心数
以万计的星链将令太空中现有的“50
万到 75 万个直径在一至十厘米的碎
片，还有超过1亿3500万个微型颗粒”
更加不堪重负；“工业活动只用了 300
年就合成了 208 种新的矿物质”，若干
年后，我们今天抛弃的那些经久耐用
然而大自然原本并不存在的商品，将会
作为所谓的“文明”见证，不得不以垃圾

的方式载入地球的史册……
碳排放问题虽然引起了越来越多

国家的重视，但人类对于碳排放的认识
并不真正那么深刻。数据现在在人类生
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但很少有人知
道，“该行业（数据）占了全球碳排放总
量的2%”。

在法里尔看来，人类对地球的改变
是全方位的。人类正在不知疲倦地移动
着地球上的一切，“我们移动沉积物的
能力已经远远超过地质作用移动沉积
物的上限。”“每年，建筑和道路工程会
用掉400亿吨沙子。”“人类移动土壤已
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据说，如果把迄
今为止人类改变地表的所有证据都堆
在一起，将堆成一座 4 千米高、4 千米
宽、100千米长的山。”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快速地改变这
个星球的一切，无论人类是否足迹所
至。氮元素不太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
意，法里尔指出，自从1911年人类首次
合成活性氮以来，“25 亿年间，氮循环
遭到了最为剧烈的干预。1960-2000
年，氮肥的使用量上升了800%。”过量
的营养物质已严重破坏海洋生态，海洋
死区数量“每10年便翻一番”。

所有的改变均会带来后果的变化。

“人类活动使得地球系统的变化比自然
速度加快了 170 倍。根据这一数据，大
自然1000年才能产生的环境变化将会
被压缩到 58 年。”大地在改变、气候在
改变，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尽管代表
人类最高科技的太空望远镜不知疲倦
地工作，但人类并没有真正找到类似地
球这样的宜居星球。

本书中，法里尔多次提到了工业
革命这个关键词。自工业革命以来，我
们（主要在北半球）造成了种种改变，
使用了更加耐用的材料，改变发生的
速度远超从前，同时，又有了种种发
明。这一切所留下的印记将会超过人
类在过去所生产的一切。“人类社会影
响了微生物的分布、群体的多样性，甚
至是演化进程”。

遗产本身代表一种可贵的价值，但
今天的我们能留给未来的遗产又会是
什么？所有城市都是废墟的雏形。以今
天的科技水平，人类还无法预知宇宙的
最终走向，但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早就超
过历史任何时期。法里尔没有给出答
案，也许他觉得，摆出这些沉重的事实，
激起人们的反思，这远比给出几条并不
成熟的建议更重要。 文/禾刀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 罗伯特·戴博德/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本看起来像
是给孩子的童话书，然
而却是成年人心理的治
愈读物。

如果一个平时看起
来活泼开朗的人，突然
郁郁寡欢、对任何事情
都丧失了兴趣，怎么办？
是不是只有“软弱”的
人，才需要看心理医生？
心理咨询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这些看起来有些
沉重和严肃的问题，作
者将它们放置到一只蛤

蟆身上：主角“蛤蟆先生”一向爱笑爱闹，如
今却一反常态郁郁寡欢，他一个人躲在屋
里，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们非常
担心，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蛤蟆在咨询师
苍鹭的带领下，勇敢地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
界，也逐渐找回了信心与希望……

本书以故事的形式普及了心理知识，让
读者认识到“我不开心，也许只是生病了”，

“看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需要避讳的事。认
识自己、接纳自己，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
□ 蔡显良、房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性在艺术上的
探索和成就，值得记录
与思考。在那个动荡不
安的年代，中国女性艺
术思想是如何觉醒的？
中国女性艺术运动是
怎样发生的？何香凝美
术馆馆长、暨南大学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蔡 显
良，携手何香凝美术馆
副研究馆员房桦，共同
撰写的这本《何香凝与
中国女子书画会：20世

纪前半期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以“国
之觉醒女性独立”“海纳百川异彩纷呈”“欧
风东渐度越古人”“专论”四个部分，展现了
何香凝、冯文凤、顾飞、李秋君、陈小翠、周
鍊霞、吴青霞、陆小曼、郁风、杨荫芳、关紫
兰、方君璧共 12 位女性艺术家的艺术探索
与成就，勾勒出这幅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女
性艺术运动的图景。

《重走》
□ 杨潇/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图//图虫创意图虫创意））

王童的太空诗在编
入《寻找旅行者一号》诗
集后，汇成了独特的诗
歌景观。诗集封面上是
莫言竖向书写的书名，
像升腾的火箭，亦如诗
人仰望的目光——向着
宇宙的奥秘。

王童是一个天宇仰
望者。小时候在田野与
山丘上看夜空时，偶尔
瞄到的一两颗从头顶划
过的流星。流星虽然陨
落，但在他心中升起的

幻想却从未泯灭。诗句中大容量、高密度、上
天入地、古今中外的典故，使读者读之有一
种被拓展的感觉。

王童的航天主题诗歌中，虚构与想象的
分量很大，文学就是一种虚构，一种想象。王
童在《再生》中写道：“天工开物/万念新放”。
宇宙中，中国在发展，时间永不停歇。王童又
在长诗《寻找旅行者一号》中写道：“我活不到
二百年/我会延续亿万个光年/我将重新开辟
又一个历史的源头/我去书写一轮又一轮的
春秋伟业”。这可以是航天员的壮志，也可以
是王童一样的诗人的心声。 （《长江丛刊》）

《寻找旅行者一号》
□ 王童/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