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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新书官宣之前，记者按照
以前王朔出书的“报道规格”，提前
发了消息，这两条全网最早披露王
朔新书的稿子，应者寥寥。根据观
察，60后和70后是主力，他们激动
而亢奋的样子，仿佛精神内耗得到
了治愈，但却有00后留言：“王朔是
谁？”

新书预售第二天，新经典的编
辑表示，“在短平快的文本收获最大
传播率的当下，王朔写就这样一部
极为罕见的小说，在拒绝了一切的
普通平常之外，似乎也在拒绝年轻
一代的新读者……但周边的年轻同
事对这本书兴趣满满。”

按照出版方的表述，这是一部
“将中国当代小说推向新高度”的作
品。这种定义，并不是拒绝年轻人，
信息时代，有思想与见解的年轻人
并不输于以往。

但从网络上已有的评论来看，

已有冰火两重天之势：一方是以史
航、止庵、马东等上一代名家热情
似火的力荐，他们把荐书视频、读
后感、网友互动玩了个遍，没有一
样落下，炒得热气腾腾；另一方是
20岁出头年青一代，没有前者的情
感滤镜，对《起初·纪年》的评价显
得更具批判性，比如王朔“碎嘴子”
造成的“废话连篇”，而对王朔的

“解构”“痞子”等，他们也提不起太
多兴趣。

王朔写作文字的“碎”，来源于
他本身就是“用口写作”——这是
一个十分具有“王朔味”的写作小
癖好，必须边读边写。所以，第一个
爆出“王朔出新书”消息的作家马
东，分享近日读书心得时，对“王朔
书”的读法做出解释说明：“《起初·
纪年》是王朔用嘴写成的小说，所
以也得用嘴来看，必须出声念。默
读，不灵。”

这样的写作方式被部分网友评
论为“语言冗杂”。比如，《起初·纪
年》文章叙事“我说”“谁说”口语词
汇高频使用，读的时候眼前仿佛出
现一位中年男人坐在面前喝着小酒
侃大山；再来还有和鲁迅家门口的
两棵枣树如出一辙的“我说三个月，
从长安到雁门，这是快呢还是快
呢？”以及诸如“我汉乡下不识字的
人也是这么数日子，今天出门倒霉，
今天出门不倒霉，把倒霉事儿挨着
过一遍就一年了”等等车轱辘话。让
初读王朔的读者不太适应。

当然，“用口写作”只是一种文
风，对于老读者来说，他用词犀利，
文风随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

“痞子文学”是“反抗权威”的符号。
但对于的年青一代，这已经不新鲜
了，他们对上一代人的这些夸赞感
到茫然。一位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
评价王朔是一个“过了人生的巅峰

期，开始被世人遗忘的作家”，他说，
“王朔表面是痞子，骨子里是精英，
等到真正的痞子展现，人们就迅速
对假痞子、真精英的王朔进行了抛
弃。”

截至目前，距离《起初·纪年》已
经过去了6天。也许是这本706页的
书实在是太厚，很多读者还没读完，
导致书评数量与当初预售时的火热
形成了鲜明对比：豆瓣书评仅4条；
短评仅52条，有趣的是，其中50条
都是类似于“没看，先把评分预订”

“果断下单！”等跟王朔新书内容毫
无关系的评价。

也许，对于部分人而言，王朔的
《起初·纪年》代表着上个时代文学
界的“王者归来”，但要让年轻一代
对王朔从“陌生”变“熟悉”到“认
可”，最终还是靠作品说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今年是《安妮日记》出版75周
年，但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克萨斯
州学区近日下令将包括《安妮日
记》（插图版）在内的一批受到家
长质疑和投诉的40余本书从学校
的书架和图书馆中下架。这些家
长认为安妮在日记中描写自己对
身体的好奇，和母亲不断发生的
冲突与记录屠杀、战争等等的内
容“令人恶心、具有毁灭性，为学
校的老师和图书馆员感到难过”。

此外，被移除的书籍清单中
还包括《最蓝的眼睛》（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处女作）
等，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们认为
这些书中含有暴力、色情、恐怖元
素等，不适合学生阅读。

据了解，早在去年年底时，德
克萨斯州教育局就曾因收到凯勒
学区“不当书籍”的质疑对该学区
展开过图书审查。

这样的举动也受到了一部分
家长的反对和批评，该学区的学
生家长、社区成员专门成立了一
个“图书挑战委员会”。16日，凯勒
学区教学执行主任詹妮弗·普赖
斯（Jennifer Price）在一封电子邮
件中写道：“到今天结束时，我需
要看到所有书从图书馆和教室里
拿出来。”犹太电报社获得了该电
子邮件的副本，随后该副本开始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了社会
各界人士的激烈讨论。

一位曾经的“图书挑战委员
会”成员，同时也是凯勒学区里4
个孩子的家长兰尼·霍斯表示，此
前“图书挑战委员会”也专门对

《安妮日记》进行过探讨，当时大
家“一致决定《安妮日记》应该留
在学校书架上”，而现在这本书还
是被迫下架了。

《安妮日记》是犹太女孩安
妮·弗兰克在1942年6月到1944年
8月期间和家人一起藏身于“后
屋”以躲避纳粹屠杀时所写下的
日记。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安
妮在她的日记本中写道：

“写日记这件事，对我这样
的人来说的确很特别，因为一个

十三岁的女孩子心里想什么，大
概谁也不会想知道，包括我自
己；另外，之前我从未写过日记。
可是，这又有什么呢？我就是要
记下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想一
直写下去。”

于是安妮将两年中生活的
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她的恐
惧、她的孤独、她的短暂初恋、她
对自我的剖析、她对未来的憧憬
……都一一展现在这本小小的
日记之中。

然而战火和阴影最终还是笼
罩了她，1944年8月4日，安妮全家
被捕，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二
战结束后，只有安妮的父亲幸存
下来，并整理出版了女儿的日记，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安妮
日记》。

1944年4月5日星期三这天，
安妮曾在她的日记中写下自己的
愿望：“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
继续活着。”今年恰是《安妮日记》
出版的75周年，这个愿望早已实
现，安妮永远活在无数人的心里。

安妮一家在纳粹统治时期的
藏身之处，现已成为一座举世闻
名的博物馆——“安妮之家”。馆
中有一本厚厚的留言簿，里面写
着这样一句话：“我希望世界上所
有的孩子都不再像安妮那样担惊
受怕。请你们轻轻地上楼，楼上的
安妮正在梦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实习生 吴依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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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新书或面临读者“断代”：

一代人夸上天
一代人颇茫然

王朔写了十四年的《起初·纪年》出版了。出版方曝出的首印数是
20万册，并称已加印好几次。有这个销量并不让人意外，王朔读者的
基本盘有那么多，而且这是时隔多年的一本作品。

但是，和王朔上一次“复出”时推出的《我的千岁寒》引起现象级
报道和讨论相比，这次报道的媒体寥寥，讨论也显得冷清，找不到一
条转、评、赞过千的微博，更不要说上热搜了。

《安妮日记》出版75周年
在美国部分学校被勒令下架

美国当地图书馆中的《安妮
日记》封面

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人生中，，总有总有
那么几个强大的对手那么几个强大的对手，，有有
的一个难以超越的记录的一个难以超越的记录，，
有的是有的是““向来如此向来如此””的规的规
矩矩，，有的是自己的心魔有的是自己的心魔
……这些对手让我们有……这些对手让我们有
时失落时失落，，有时亢奋有时亢奋，，有时有时
无奈无奈，，有时感到温暖有时感到温暖。。

孩子们心中那个强孩子们心中那个强
大的对手都是谁呢大的对手都是谁呢？？对对对

这学期，我们年级举行了一场篮球比
赛，以前都是以男生为主力打球，但女生也
有了单独上场比赛的机会。一想到有机会
为班级争光，我的心里就像住着一只小鹿
一样上窜下跳，别提有多开心！

决赛开始了，对方一位同学带球奔向
篮框时，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我想：“这下
该我这个防守队员大显身手吧！”对方一个
同学正准备进攻，我连忙冲上去阻拦，以身

高的绝对优势轻松拦截了她的球，进了一
个两分球。接着，我乘胜追击一连进了两个
球，当对方队员发现我是主力得分员的时
候，场上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就算她们把
我防得死死的也没有用。伴随着欢呼声终
场哨声也同时吹响了！我们班以31比2的
大比分优势夺得了这次年级赛的冠军。

这次比赛我无比开心，因为女生也能
上场参加比赛，亲自为班级争得荣誉！

手手手

对手：只有男生的篮球赛漆一诺

我有一个对手，他总是
不断困扰我——考试时、写
作业时都会趁其不备地偷
袭，搞得我焦头烂额，这个
对手变成了我学习路上的
拦路虎。我下定决心要打败
这个令人防不胜防的强敌，
我想方设法地阻挠对手的
攻击，不让他有机可乘，可
稍不留神他就会出其不备
地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的对手就是“粗心”。
面对对手的挑战我无

法躲避，只能奋力反击，于
是一场大战拉开序幕。我开
始认真对待题目，反复读
题、检查，不放过任何细微
的细节，瞄准他的弱点给予
有力的反击。偶尔粗心也能
占上峰，常在我写文章，作
计算的时候回敬我的反击、
但我仍然坚信能够战胜这
个强大的对手，并且将他逐
出我学习的旅途。

魏溯辰
对手：粗心

带着必胜的信念，我和妈妈带
着四罐氧气瓶向亚丁的最高峰出
发。徒步刚开始时虽然一会儿上
坡，一会儿下坡，但是大多数地方
都很平缓，并没有多困难。但越往
后走山路越是坑坑洼洼，还变得越
来越陡，也越来越难走。

走到舍身涯，远处的雪山如
同一匹匹雪白的缎子在阳光下闪
烁着金色的光芒，又仿佛是一面
面旗帜在朝我们挥手：“胜利就在
前方了，坚持呀″；走到牛奶海，
静谧的奶蓝色湖泊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安静而美好，看着它我仿
佛忘却了所有的不适。

当我们准备继续向最高峰五
色海出发时，不适的感觉充斥着整
个身体。我突然感觉呼吸有点困
难，心里也一直打鼓：“不行，我的
高原反应开始了，好像呼吸有点困
难了！”我赶紧拿起氧气瓶，狠狠地
吸了几口，可是刚踏出一步，又觉
得呼吸困难，心跳也越来越急，仿
佛身上也冒出了一层汗……十分
钟过去了，我只走了五步。虽然越
过山坡我就能到达五色海，但我只
能向妈妈摇摇头，我最终还是没有
战胜那最大的对手啊！

侯奕丰
对手：4700米的海拔 徐子昂

对手：何东上

我的同学何东上皮肤黝
黑，行动敏捷，一看就是一位
运动健将。体育课上，我们经
常比赛跑步，我每次都会输给
他。慢慢的，我心中涌起了一
股想要战胜他的决心，只要有
机会就拉着他比试，就这样经
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距离一
点一点拉近。

这天，要测试50米，我的
机会又来了！只见老师大手一
挥，我立刻就像箭一样冲了出
去，何东上更像一颗发射的子
弹，飞到了我的前面。他的腿不
断来回翻动，像风车一样，风吹
乱了头发，也毫不理会，只顾埋
头猛冲，两只手臂简直都要抡
起来了！我咬着牙加速狂奔，心
想：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三
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

风在我耳边回荡，眼前的
景物也如快进一般，心脏好像
都要停止了跳动，时间也似禁
止了。最后十米，八米，六米，
四米，近了，更近了，我越过了
何东上冲过了终点！

赵正熙
对手：内心的猜忌与不安

舞蹈锦标赛比赛快要开始
了，妍才发现没带舞鞋。要回去拿
肯定来不及，学校附近也没有卖
的，她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就
在这时，已经在做拉伸的琳发现
了这边的混乱，走过来问发生了
什么事。

“舞鞋忘带了……”妍看了一
眼琳的舞鞋，尺码正和自己的差
不多，可是，她和琳是冠军最有力
的竞争对手，琳会帮她吗？如果自
己没有舞鞋，不能完美地诠释舞
蹈，冠军就肯定是琳的囊中之物
了，换成自己，说不定就……“对
了，我记得咱俩鞋码一样，要不你
穿我的？”妍不可置信，猛地抬头；

“真的吗？你愿意借给我？”“先试
试看大小！”琳边说边脱：“你的顺
序在我后面，你在幕后等我，我跳
完就马上和你换！”

比赛结果，妍以 0.05 分的微
弱优势战胜了琳，取得了锦标赛
的冠军。领奖台上，琳高兴地拥抱
了妍：“跳得真好！你的冠军还有
我的舞鞋的功劳呢！”

好读又读·菁苗少年
2022年8月21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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