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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作家浦子的长篇小
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
山》《大中》）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
整体再版，引发了学界的密切关注
与热烈讨论。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
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省作家协
会、浙江文艺出版社、宁波市委宣
传部、宁海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了
一个学术研讨会，20 余位专家学
者出席。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
具有生命崇拜意味的魔幻现实主义
小说，在民间世界里找寻现代人久
违了的勃发的原始强力。浦子凭着
自己的民间写作立场和深厚的文学
功底，在别人没有涉及的领域，闯出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找到了“独特
的我”。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文
学史家陈思和：浦子是坚持民间写
作的理想作家，他的作品是中国文
坛中的独特现象。他站在老百姓当
中写作，将民间故事与奇妙想象结
合在一起，将本乡本土的沉重质感
与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历史结合在一
起。他并不以概念的图解为目的，
而是以生动的故事，阐释了中国式
的文明如何产生。叙述手法的自由
并没有让人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是
沉重与压抑。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
勤：浦子的小说是民间的，没有先
入为主的概念的写作。“三部曲”
是“文学中的新发现”，小说异常
丰饶，包含了历史、社会、人性等
诸多元素，在别的作家作品里那些
概念化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却是
复杂的，具有多重歧义，这种丰富
性和复杂性是评论家所期待的；小
说具有强烈的厚重感，他将漫长的
历史拉入到文学的构思中，建构了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方式、生命
方式，书写了扭曲的变异的中国人
的痛苦，深刻而又深重。这种文学的
野心和雄心值得敬佩；无所不在没
有拘束的想象力，塑造了许多具有
浙东地域特点的传奇性人物。浦子
是一位“文学潜力非常大的作家”。

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
授：“三部曲”的特别之处在于，
这是一种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二
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不是互相否定、
互相冲突、互相征服的相克方式，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男性
与女性的强势与软弱、男性与男性
的争夺与冲突等差异方面，体现在
官与民、官与匪、民与商等社会关
系之间，体现在西方现代文化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方面，也体现在
具体的语言表现形式上。这揭示了
当时传统农村宗法秩序的完结，又
传达出江南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和

谐的可贵性。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
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和谐的可能性，
这就与莫言等作家关于宗法社会的
写作有了区别。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
名评论家杨剑龙：浦子的创作是

“五四”文学发展的一种延续，主
要体现在他浓郁的乡土情结及传承
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叙事。他庞
大的史诗创作与民俗意味结合得相
当充分，“三部曲”从晚清、民国
一直写到当代，将王庄三代人与中
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小说是语言
的艺术，浦子对语言的驾驭十分成
功，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雅俗共
赏。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
家汪政：浦子史诗化的叙述是一种

“有难度的写作”，是挑战自己的写
作。这种写作是长篇小说里面的传
统工艺，就快失传了。如何驾驭百
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
作家花费时间去打磨，不能用急功
近利的心态去处理。这也体现了浦
子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当代文
学应当把这种传统的美学工艺传承
下去。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晓雷：
浦子的“三部曲”是“有分量的小
说”，挑战了既往的阅读经验。这

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寡妇翠香以
为那是一条狗。满天的白雪，一朵
一 朵 地 就 从 她 茅 厕 的 屋 檐 往 下
掉”，似乎是贾平凹式飘逸、灵性
的语言。然而继续阅读，可以感受
到语言背后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浦
子就像这个时代中一个惆怅的乡土
诗人，用雅俗结合的乡村图景来表
达对社会的思考。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青年
评论家金理：小说主角的独特性在
于虚实的塑造。王世民为沉闷保守
的乡土中国的村落带来了资本主义
的萌芽，但从头到尾没有人知道这
个神秘外来客的身世和来历。不
过，小说中至少可以找到两处暗
示，一是那场大火本身具有复杂的
象征意味，它意味着光明、温暖，
也意味着痛苦和死亡。它既是毁
灭，也可能是一种新生。另一处暗
示是，他总是模模糊糊地提到日
本、英国等国家，可以揣测他来自
一个文明形态比王庄更先进的国
度，而他想要依靠残存的记忆，把
自己在其他国度中习得的那些制度
措施进行移植。小说中他又变回

“肉球”，这是类似于庄子寓言的反
省。

民间写作的理想与独特性
——众学者谈浦子“王庄三部曲”

蔡体霓

美国人比尔·波特近年推出的
《江南之旅》 是“寻路中国”系列
的其中一本。从古至今，我们说江
南、写江南的文字不计其数，美国
作者眼里的江南怎么样、如何讲、
写什么？引起我的兴致。

作者所写的江南，大大超出了
我们平时想到的那些烟雨蒙蒙、石
板小巷、桃红柳绿、小桥流水的

“标志物”。看他的行程，从广州、
衡阳、衡山、长沙、庐山、南昌、
黄山、九华山、南京一路走来，接
着是无锡、常熟、苏州、杭州、绍
兴、天台山，当踏上宁波时，已将
近尾声，最后从宁波到普陀山，面
对东海，走完了一趟了不起的旅
程。作者文笔大气，语气平缓，将
风景与感想在我们面前自然地展
开，没有雕琢，诙谐轻松，饱含人
情味。而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
钦敬，让读者不由觉得可亲可近。

比尔·波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汉

学家、翻译家、作家，他翻译了许
多的中国作品，又是备受推崇的旅
行作家。对江南这片土地，作者神
往已久，他写道：“我决定去这个
让我充满了幻想的地方走一走，探
索其梦幻般的过去，亲睹其云遮雾
罩 下 的 真 实 面 目 。” 在 他 看 来 ，

“1000 多年前，中国人赋予了这个
新的文明中心一个名字，他们叫它

‘江南’，江南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
区域，它也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中
国人精神上的概念。”作者迷恋着
我们的山水风物，足迹遍于中国各
地，既有“黄河之旅”的寻觅，又
有“丝绸之路”的探访，于是，在
他的视角里，“江南意味着一道诠
释得模糊不清的风景和文化，一道
与干旱、棱角坚硬的北方风格迥异
的风景和文化”。

书里提到的不少地方，我是去
过的，看他的行走路线，亦可作旅
游指南，但他的笔墨又多在人文关
怀、历史探源、民间传说、沿途风
物上着力。《纽约书评》有言：“比

尔·波特的旅行文学让他在中国名
声大震，他的叙述口吻并非隐晦谨
慎的，而是清晰明确的，字里行间
充满了闪光的独白。”一些即景的
随感颇有见识，犹可一读。

作者与他的同伴初到广州的当
晚，谈论着此行的事宜和计划要参
观的地方，“哪些山，哪些庙，哪
些圣地，哪些历史景点甚至城市，
哪些我们所佩服的人物很早以前生
活和故去的地方。我们都同意把拜
谒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作为我们此
行的重点。”说着，说着，在激动
之余，他们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
首诗：“在江边榕树的伞盖下，我
们开启了三瓶啤酒。伴着天上的月
亮干杯，朦胧的月光罩着江流。”
风趣又有人情味，文章的质朴，态
度的率真，给人带来无限快乐。

到了苏州，比尔·波特一行本
想在“松鹤楼”餐厅用餐，一看菜
价，觉得太贵了，正在踌躇，忽见
太监弄那里有家“绿杨馄饨店”，
门口排着队，觉得这是个好征兆，

于是排了一刻钟的队，吃到了虾肉
馄饨，美味极了。他不由感慨：

“2000 年来，中国人都说生活在苏
州是幸运的，我们不得不同意这样
的说法。”离开苏州，他们一路又
至湖州、杭州、绍兴、天台山，亦
留下了精彩文字。

离开天台山 5小时后，他们到
达了溪口。在宁波的第一站，他们
去“天一阁”，说“刚去过苏州园
林，并以为它们很美，但没有过多
久，就觉得包围着天一阁的园子很
快成了最爱，这个地方是胜过苏州
园林的。”虽是一家之言，倒也有
趣。

晚间在一家海员俱乐部的宾馆
就餐，第一道菜是鱼排，它被紫菜
裹起来蘸上面糊后油炸。然后是一
道制作考究的鹅肝肠，先得把它浸
在茴香和黄酒中，然后蒸熟，油炸
后切成薄片。菜做得非常精细，他
们就着 6瓶冰镇啤酒吃得精光。比
尔·波特说，“在宁波，我们好像
真的中彩了。”

令人迷恋的行程
——读比尔·波特《江南之旅》

车厘子

这是中央编译出版社今年 9月
才刚出的新书，我拿到手时似乎还
冒着热气，意外惊喜的是，虽是网
购的书，撕开塑封发现扉页竟然有
作者“赵小斌”的签名。当然此作
者并非什么如雷贯耳的名人，大概
只有豆瓣网的常客兴许略知一二，
他是一位资深爱书人，藏书颇丰，
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只是一个普通
人。

赵小斌本职从事金融业，陕西
人 ， 现 居 北 京 。 生 于 1980 年 的
他，30 余年坚持读书，家中藏书
万余册，且开设有个人微信公众号

“书人书事”。两年间，写作书话文
章100多篇，并精挑细选40篇，结
集出版乃成此书。作者通过记录自
己读书、买书、散书的故事，描绘
记忆中那些书和人的美丽画面。作
者 有 个 更 形 象 的 网 名 ， 叫 “ 书
虫”，这同时也是书中提到的他大
学期间特别流行的外语教研出版社
出的一系列英文小说的丛书名。比
作者小着几岁的我，倒还真是记得
自己中学时代的确在书店里翻看过
这个系列的英文简写本，只不过当
时赵小斌看的是简·奥斯汀，而我

看的是勃朗特姐妹。
回到“书虫”先生的这本书，

全书分为“人书俱老”“书窗漫
笔”“西书风景”“书卷多情”四
辑，既梳理了一个狂热爱书人 30
多年的私人阅读史，回忆了一个家
庭在平凡岁月中的书事日常，也追
溯了众多中外经典作品的版本流
变，以及作者在阅读中与它们产生
的种种情愫，更介绍和普及了不少
与书店、书市相关的趣事和掌故。

“人书俱老”中的文章，虽然
涉及书，但其实主要是写家人、叙
亲情，这从 《父亲的行李箱》《母
亲的缝纫机》《哥哥的铅笔盒》《妻
子的衣帽间》《女儿的小书架》 等
篇名中即可看出来。父母基本上是
不看书的，可是他们一直陪伴着儿
子读书，直到“我”离开家乡去北
京上大学。母亲的缝纫机曾充当了
作者童年的书桌，而父亲的行李
箱，则装满了“我”要带去大学里
看的书。不料途中遭遇山体滑坡，
箱子笨重多有不便，“我”几欲把
书扔掉，但父亲坚持“一个人用双
手将行李箱举过头顶，扛在肩头前
走了”——这一背影的定格堪比朱
自清先生的 《背影》。作者的妻子
更是一位贤妻，舍弃了自己心心念

念的衣帽间，送给爱书成痴的丈夫
一 个 独 立 的 书 房 。 于 是 这 成 了

“我”对妻子的一大亏欠，促使作
者努力换更大的房子改善居住条
件，自然也就引出了 《书到搬时
方恨多》 一文。“书到搬时方恨
多”这句俏皮话，实在是太贴切
了，我想每一位爱好藏书的朋友
在搬家时都会情不自禁生出这番感
慨。

虽说我也爱看书，但相比追求
书的版本、签名本并专程去外地访
书的“书痴”赵小斌先生，则远远
自愧弗如。当然我身边也不乏赵小
斌一类的私人藏书家，甚至于他们
的藏书品味都很相近，譬如在现当
代文学方面，都爱收藏张爱玲、鲁
迅、董桥、钱钟书、杨绛、汪曾祺
等名家的作品。而作者更有外语特
长，所以还致力于搜罗欧美出版的
英文原著书籍，海明威、乔治·奥
威尔、村上春树、麦卡勒斯等外国
大作家都是他书架上重量级的贵
宾。

一个爱书之人，读书、藏书之
余，还能把自己写的关于书的文章
整理出书，就好比是一款电子游戏
打通关，胜利完成全部环节，堪称
圆满！而合上“书虫”赵小斌的这

本书，精美的装帧又令人爱不释
手。封面醒目的背景是温暖的阳光
洒进室内，静静照在一把安详的摇
椅上，摇椅后面是一壁密密麻麻又
齐齐整整的书墙，色彩鲜艳，想必
就是作者家中书房的陈设，着实让
人有“望洋兴叹”之感。难怪书名
取作 《书海寄余生》，作者的余
生，果真要徜徉在这片壮丽的书海
中了。

清人对联中有一名句“天下第
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尼采说，若
有一座花园和一室藏书，我就别无
所求矣；而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
图书馆的样子……显然都讲了同一
个道理。有生之年，能做赵小斌这
样的一条“书虫”，寄身书海，优
游岁月，可不正是天下第一等好事
么！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读赵小斌《书海寄余生》

2017 年 3 月 17 日，被誉为
“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
(布罗茨基语)的德里克·沃尔科
特去世，享年 87 岁。这位 1930
年出生的诗人、剧作家和画家，
1992 年因其诗歌“具有伟大的
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
化的结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1 年，凭借古稀之年的封笔
之作《白鹭》而获得艾略特诗歌
奖。

诗集《白鹭》的翻译者程一
身在《代序：诗歌超人的词语组
合》 中如此评价诗人：“写寻常
的现实，用晓畅的语言、复杂的
技术，达成精确清晰的效果，沃
尔科特几乎是个诗歌超人。”在
组诗《白鹭》中，沃尔科特用奇
特的想象，把人带入了一种纯美
的诗意之中。他写白鹭，“每只
都像一个潜行的水罐”；写天
空，“天空那湿透的帆布像一次
绝望的航行”；写树林，“树林不

再是树，而是奔腾的海浪”。在
《金合欢树》中，诗人说：“风是
明亮的，影子跃动如悲伤，/我
打开他们的书，看见他们遥远的
身影/临近并不断抵达，他们的
嗓音被书页/中的一朵云听到，
像我头脑里柔软的涛声。”如此
诗意的表达几乎接近写作的极
致。

身为诗人和画家的沃尔科
特，在诗歌创作中经常呈现强烈
而清澈的画面感。在《西班牙组
诗》中，他写“一列火车在一个
句子里穿越烧焦的平原”。《在意
大利——献给保拉》 中，他写：

“光/老于酒，一朵云像一块桌
布/在树叶下铺开迎接午餐”。

程一身曾如此点评沃尔科
特：“他的写作以地方性为主，
但视野极其开阔，很多诗里都迸
溅着浪花，那是他故乡的特色，
也是他祖国的象征。”因此，即
使是写 《码头之夜》，沃尔科特
也下笔不凡：“在这个橙色的时
刻，光读起来像但丁，/三行一
节，它们对称的张力，/从帕拉
迪索读出的安静节拍/像一条无
篷小船用它的桨划出/韵律稀疏
的诗行”。（推荐书友：虞时中）

“无论你曾遇到什么，无论
你将遇到什么，放心，有‘大
脸’一直陪着你。”这是一对情
侣、一只龙猫和一只兔子的居家
暖心生活实录。

整部作品以温馨治愈为主
调，开篇几页是前言与简述，将
作者为何写、如何写这部作品的
缘由进行了简单阐述，寥寥几笔
却足以拉近作者与读者、读者与
故事之间的距离。“大脸”龙猫
为什么会来到作者家里、龙猫为
什么叫“大脸”以及“大脸”来
到作者家里后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看似平常又十分温馨。比较

出彩的是精致到位的细节描写：
龙猫异常热爱苹果枝，热爱到不
能自拔；龙猫会给自己洗脸，也
会怕生，会吃自己的房子……而
贯穿整部作品的，是人与动物之
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于
动物的各种宠爱呵护。

书中还有一处细节能激起读
者好感——作者给龙猫投喂了不
适合的食物或者做了有碍龙猫成
长的事后，会紧接着附上小贴
士，告诉读者这样做的危害以及
正确的做法。

不禁会拿这部作品中的龙猫
与宫崎骏的 《龙猫》 加以比较，
它们都那么可爱单纯，善良温
和。通过这本书，走入一个有着

“大脸”龙猫和兔子君的萌宠世
界，你也许会找到仍旧平凡却无
比快乐的自己。

（推荐书友：许芳洁）

阅读朱万章先生的《画里晴
川》，是一次通过画作走进画家
世界的绝佳的机会。本书分成三
个部分，“鉴画论画”是就古今
画家或画作所写的点评，随感而
发，长短不一；“梧轩消夏”则
是作者将寓目的名家翰墨，择
其可圈可点处，或述其源流，
或扩其画境，以作为自己日后
画史考据的补充，每篇虽字数
不多，但小中见大；“序跋访
谈”部分，着重整理多年以来为
他人论著所写序跋以及各种报刊
对朱万章先生本人的采访，最可
直观感受先生的论艺心得和书画
鉴定历程。

近年来，人们重新审视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的美术史也忽成
热点，但如果仅仅跟随美术史这
一略粗线条的描述，我们能关注
到的多是美术史长河里一些显赫

的大人物，虽耳熟能详，却不免
人云亦云。洞察到这一漏洞的朱
万章先生选择了钩沉史料，在厚
厚的故纸堆中翻阅，采用史学界
颇为流行的“中层理论”原则，
以“纵横并存”的方式，向读者
展示了他在区域性美术中的详细
观察，同时也将目光下探，带读
者进入偏僻的角落找寻被掩埋的
闪光点。例如，他在“鉴画论
画”“梧轩消夏”中都提到了居
廉、余菱、赵之谦、钱慧安、高
奇峰、孙星阁……朱万章先生做
了尽可能多的考证，道他人所未
道。

作者本来是学历史出身的，
意外地被分配到广东省博物馆的
书画组，同时又恰好对书画有浓
厚的兴趣，便一拍即合地扎根于
这项工作。因为有在博物馆工作
的有利条件，平时工作时他能接
触到很多来馆里看画或做学术访
问的书画名家，从他们那里，作
者直接或间接地学到很多书画鉴
定的知识。个人情趣的“逸”和
专业知识的“实”相互补充、调
剂，让朱万章在书画作品理解
上，更加的独特和全面。

（推荐书友：钱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