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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人的回报》 的两位作者
在奢华壮丽的新圣母教堂里踱步，
内里大量的私人礼拜堂让他们对其
存在的意义和原因产生疑惑。源于
这个疑问，两人开始以信息经济学
理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赞
助行为进行了大量分析。

本书第一部分由理查德和乔纳
森合作完成，第二部分包含多位学

者的文章和论文。书中阐述了成本
效益框架、尊贵身份理论、信号传
递理论、选择性宣传和夸大宣传等
多个经济学理论，以 14 世纪至 16
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委托项目为重
点，将艰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平
民化”。最后作者以女性的艺术委
托项目为重点举例，证明经济学框
架的外延适用性。

数量众多的私人礼拜堂、博物
馆里琳琅满目又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成了现代社会的宝贵财富，而这些
财富源于一场大规模的“博弈游
戏”，参与游戏的玩家主要是以富
人阶层为核心的赞助人、艺术家和
观众。赞助人和艺术家通过艺术委
托项目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
的关系网。赞助人企图选择富有才
华和名声的艺术家为个人和自己的
家族设计有身份代表性的艺术品，
包括建筑、画像、雕塑等，来提升
社会地位与声望，谋求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最终实现自我推销的目
的。艺术家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
经济收益与名声的投资项目，既实
现了赞助人的自我推销，也实现了
自身的艺术与经济价值。相互受益
的同时，博弈双方也受到了关系网
的制约——这种制约来自双方对效

益、成本和限制条件的考量。对于
作者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意大利来
说，主要的限制条件有礼仪规则、
教会规约、空间、艺术家的可用性
等。观众作为前两者的公共委托
人，既包括真实的当代观众和未来
观众，也包括天国观众。赞助人和
艺术家进行的艺术投资项目的博
弈，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观众中获得
认可和推崇。

艺术品投资长久以来受到西方
上层富人的青睐，因为艺术品是个
人品位的具体证明，是最无可指责
也最难以效仿的表现形式，同时它
也是权利的独特象征标志的内化。
为了体现在这场博弈中艺术品的重
要意义，作者用了“差异成本”这
一理论。对于富人阶层来说，“以
低廉的价格就能获取的语言、行为
或工具，传达不了于使用者有利的
信息，而艺术委托项目可传达赞助
人的财富、身份地位、声誉，更重
要的是文化和品位”。正是这种可
以区别投资人等级的功能，使得艺
术品投资博弈游戏在 14 世纪的意
大利一直到现今的全世界都广受推
崇。

艺术家们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收
益，使出浑身解数服务于自己的投

资者。他们最常用的策略就是“选
择性宣传”与“夸大宣传”。想象
着投资者与艺术家进行多次秘密交
谈，或沉默不语，或争得面红耳
赤，筛选那些需要通过艺术品传达
的信息。

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新媒体
宣传和这一博弈关系有着异曲同工
之处。

广告投资商与明星也是产品投
资项目博弈游戏的主要玩家。投资
商选择粉丝多、流量大的明星和网
红，为他们的产品进行宣传；明星
选择口碑好、品位高的品牌，赚得
高额代言费，同时进一步提升自己
的身价，以获得更多的邀约和粉
丝。日趋成熟的 PS 技术和日渐强
大的公关团队，以及日益兴旺的营
销号，是这场博弈中使用了“选择
性宣传”与“夸大宣传”最好的证
明。

“如果你有意回到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期那个伟大时代，那么你可
以试着读读这本书。”作者以理论
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带着读者
穿梭于各个博物馆间，讲解自画
像、雕塑、豪宅的隐秘历史，帮助
读者梳理经济学与艺术领域的暧昧
关系。

艺术品投资的“艺术”
——读《赞助人的回报》有感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
——送别散文家林清玄

《世说新语》究竟向读者展现
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古往今来不少
学者以此为研究对象，试图重构《世
说新语》的内在世界。由徐大军撰写
的《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用
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导读者跨越时
空的界限，融合当下的眼光去探究
那个已翩然远去的魏晋时代。

《世说新语》的特点是片段化
叙述，缺乏核心主人公将所有的
故事串联起来，故而呈现出一种
零散状态，而能够清晰梳理《世说
新语》的庞杂体系需要作家极强
的概括能力。在本书中，徐大军采
用了“踩点”的方法，高度概括了
12 个核心观点，并按照一条“由
表及里了解名士生活”的暗线，将
12 个核心点延展出的 12 个篇目
连接起来，使作品在结构上精密
严谨，立意上趣味盎然。开篇之作

《拜访名士有多重要》讲的是普通

士人朝名士进阶的首要步骤，列
举了以孔融、王弼为代表的将评
价权交与对方的一类拜访方式，
也提及了像王子猷夜访戴安道这
样风姿独标的拜访；之后的 5
篇，作者以“斗嘴”“斗富”“斗
姿态”“斗演技”“斗不动声色”
为中心，书写了当时名士的一些
行径；第七到第九篇则是将名士
分为“坐不到一起的”“说走就
走的”“敢爱敢恨的”几类，侧
重展露名士率性而为的一面；最
后 3 篇则探讨名士的外貌、婚
姻、平衡俗累与闲情三个方面，
另有一番非常见地。

一直以来为人所称道的魏晋
风度究竟是什么？作者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有一种如朗朗明月般
皎洁、如徐徐清风般爽逸的卓绝
风度，它闪烁在陈仲举登车揽辔
睥睨天下的炯炯眼神中；它流淌
在身处绝境依然从容赴死的潘岳
的盈盈两袖间；它是少时的谢安
见王导时的惊鸿一面；它是郭奕
眼中羊祜渐行渐远的翩然背影；
它是嵇康与山涛之间的高山流水
的相契；它是王子猷夜访戴安道
乘兴而来的相见……”

（推荐书友：章雨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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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向左》

《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

《我在雨中等你》

《天堂向左》是第七届鲁迅文
学奖得主尹学芸的中篇小说集，
收录了《天堂向左》《天仙宫》《身
后事》《与你有关或无关》四篇。四
篇小说主人公性格各异，但都脱
不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官场。虽然
不经意中也描述了官场的现状，
但这显然不是重点，重点正如作
者在书腰中所写——要将人性

“条分缕析给我们看”。
于是，我们看到《天堂向左》

中的文艺青年千叶，因为与“爱
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失去了
留城的机会，注定了一生的奔波，
但她说“不后悔”；《天仙宫》中朱
老本可以安享晚年，却因为对“老
大”至死无言的信任，病死榻中；

《身后事》中宋义在局长之位退下
来之后，因为接受老战友送的“虎

食人卣”而不得善终；《与你有关
或无关》中的顾嫂感恩谢五常对
自己村子作出的巨大贡献，无微
不至地照顾他，却最终失手杀了
他。可以说尹学芸给每个故事都
设定了比较大的“情节扭转”，而
往往是在人生重大时刻，人性的
种种问题才会充分暴露。

尹学芸对人物的刻画很到
位，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动作
和心理的描写，塑造了一个个极
具生活质感和痛感的小人物。比
如《天堂向左》中的老聂，虽然出
场的次数不多，但他每一次的举
动直接影响了主人公千叶的人
生。相比千叶的大胆热情，他对千
叶似乎很有距离感，简单一句“不
想提起这个人”，给人“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的感觉。

书中人物命运的转变，虽也
有世事变迁的缘故，但在尹学芸
笔下，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人物
自身的选择使然。生活何尝会如
人所愿，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遗
憾和悲凉。

（推荐书友：何小美）

狗一旦开口说了话，故事就
开始了。恩佐当然不是一只普通
的狗，它敏感而智慧，甚至有着人
的“灵魂”，与主人公丹尼及其家
人相伴相守，同悲共喜，不离不
弃。恩佐以其独特的幽默与温暖
的口吻，道出了一个擅长在雨中
赛车的车手丹尼与妻女的生死离
别故事：先是妻子伊芙患了脑癌
不幸去世，紧接着岳父岳母设下
圈套强夺了他唯一的女儿卓伊的
监护权。并且，他又因涉嫌对一个
15 岁的女孩安妮卡进行性侵害
而被限制出境，根本无法参加自
己向往的国际赛事。尽管，故事的
结局终让读者如释重负，但那笑
亦是含泪的微笑，而心头依然悲
情笼罩。

“你的心，决定你看见的。我
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对于一
个赛车手来说，雨从来都是无法
预测的令人胆寒的恐惧，像小说
中那个不断出现、无处不在的斑
马。但一心想变身为人的恩佐终
于看破与了悟：斑马原非身外之
物，它就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心。而人生的赛道，更是变幻无
常、风雨难料，若想成为一个顶级
的“赛车手”，就“不应该怕雨，应
该拥抱雨”。因为，我们“要相信车
子只是身体的延伸，赛道是车子
的延伸，雨是赛道的延伸，天空则
是雨的延伸……”

主人公丹尼在进退维谷之
际，没有选择多败俱伤的报复方
式，最终凭着自己的坚定信念与
卓越成绩，不仅赢得了女儿卓伊
的监护权，并且获得了远赴意大
利加盟法拉利车队的机会。这其
中，自是离不开恩佐的无言鼓励
与精神守护。

（推荐书友：刘敬）

用异化之物撕裂庸常
——从《蛇行入草》看赵雨小说中的抵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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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述说故事，故事承载生活。
生活原本庸常，写作者书写庸常，被
冠以“现实主义”的华丽名头，却将
现实主义推向同样庸常的绝境。宁
波 80后小说家赵雨，非要在这种令
人绝望的庸常里打破点什么，于是
建构了一个有动物参与的小说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动物都带
着异化者的使命，努力撕裂庸常，并
用这种撕裂之力去抵抗一切规律，
将庸常的生活从环环相扣的轨道里
带出来。他发表于《十月》杂志上的

《蛇行入草》便是这种写法的代表。
“我”的大伯赵大鹏作为乡村捕

蛇师对捕蛇之事极为痴迷，他熟悉
各类蛇，最喜欢捉剧毒蛇，如竹叶
青、五步蛇。如果遇到不那么中意的
蛇，他会用一种神圣的仪式——“蛇
行入草”，放蛇一条生路。如果没有
蛇，他就和一个普通的乡下男人没
有什么两样，粗暴、凶狠，甚至对自
己的老婆大打出手。但他曾在太白
山的蛇林里向我展示了捕蛇的高超
技艺，“突然，他猛地抽出捕蛇棍，一
下就把蛇头钉在三角杈之间。蛇身

闪电般甩开，他弯腰抓住蛇尾，提起
来，蛇头往上探了两探，身子完全展
开，有两米多长，犹如蜿蜒的一匹绸
缎在空中飞舞。”这是一条五步蛇，
对于别人而言阴冷剧毒的蛇，却是
赵大鹏生命里最耀眼的色彩，这时的
他活出了自己独特的姿态。然而，随
着社会变迁，乡村被城市覆盖，山林
消失，那些让赵大鹏赖以生存的蛇失
去了家园，赵大鹏的快乐也随之消
散。他又回到庸常之中，跟所有为了
生存疲于奔命的人一样，淹没在世
俗生活的尘土里。直到他看到城市
的垃圾场、荒草堆，他觉得终于又可
以重操旧业。

是蛇，使赵大鹏有了不甘心被
大众淹没的勇气，哪怕乡村土地被
征用，周围绝大部分人奔着更好的
物质生活而去，他也选择走一条逆
向的路，他近乎疯狂地坚信荒草堆
里、垃圾场上有五步蛇。很明显，等
待一条蛇这本身是荒谬的，他自己
未必不知道，他要抵抗的，不过是一
种从众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找到
蛇，变成一个垃圾有什么大不了
呢？”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带着庄重
的表情。赵大鹏的抵抗注定是悲剧

性的，绝大部分乡村人必将被城市
同化。所以最后赵大鹏被车子撞死
了，被撞得面目模糊，无法辨认。在
他死后，他努力寻找的五步蛇在一
堆啤酒瓶里吐着红信子，诡异得几
近魔幻。这样的结尾暗示了赵大鹏
抵抗的实际意义，这条存在的五步
蛇，证明了赵大鹏借助蛇来撕裂庸
常的内在成功，尽管他是现实生活
中一个十足的失败者。

同样的抵抗色彩遍布于赵雨其
他的小说中。一般情况下，他会设置
一个平静的开头，但恰恰是这种开
头让人心生紧张，深感气氛诡异。
紧接着的情节还是平静的，平静得
几乎死水一潭。在平静蓄势之后，
作者会丢进一个异化物，慢慢地，
死水微澜，内在的力量似要将这潭
水掀起巨浪来，但依旧有力量将其
压抑着。这便是真正的庸常，哪有
什么惊涛骇浪，即使有，也被及时消
化掉了。

而决意撕裂庸常的异物，自身
也做了努力。《白马绕塔悲鸣》中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靠写作为生的男
人，家庭地位像收入一样不高，是社
会中典型的小人物。而“我”的丈人

很早就没了工作，在家里的地位比
“我”还低。两翁婿来到马场，见到了
那匹极神骏的白马。白马让“我”从
潜意识里看到了自己的渴望，即撕
裂这种不温不火的生活现状的渴
望。“它像发了疯一样，脑袋使劲挥
动，两只前蹄不断抬起、落下，嘶鸣声
波浪一般拍击着四周沉寂的空气。”
白马可以绕塔悲鸣逃去，而“我”在放
走白马后，只能继续回到庸常的生活
里。刚刚撕裂的口子又合拢了，庸常
依旧庸常，但它带给“我”的影响却是
久久不绝的。

《怎么弄走穿山甲》中面临被杀
的穿山甲母子，《和父亲一起去钓鱼的
日子》里那条被“我”放走的大鱼……
因为这些异化物的出现，人们平静
的生活一再被打破，人对物的态度
决定了打破之后的光明或者黑暗。
最后，生活的湖面重新归于平静，
但深处暗涛汹涌再难停止。

作为新生代小说家，赵雨善于
以平等的眼光和悲悯之心看待与人
类并存的动物，通过它们表现庸常
生活中的挣扎。又用自己的写作方
式，抵抗着现实主义的面面俱到、
琐碎庸常，以实现文学的超越。

方其军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
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
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
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2019 年 1 月 22 日 9 点 32 分，林清玄
先生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段言语。
这是寻常的一次记录，寻常地透着
他作为作家的发现与智慧。然而，第
二天，1 月 23 日，他竟骤然“走”了。
走得那么突然，突然得令许多人瞠
目结舌。只有 65 岁，以现今的通常
寿数论，差不多算是处于人生的秋
季吧。可先生如被风击中的一颗饱
满果实从枝头坠落，在树叶层叠的
苍老大地上碰撞出一记沉闷的声

响。如此，端详那一段通过微博公开
发表的话语，就有了特殊意味。在他
数以千万计的文字里，这称得上是
最后的吟唱，像是冥冥之中的“遗
言”，一股流水或一片行云的唯美定
格。

在几十年前的中学时光，我喜
欢宝岛台湾的两位散文家，一位是
简媜，一位就是林清玄。偶尔会有书
商征得学校同意而稍具规模地卖
书，地点往往选在午后的食堂，餐桌
拼成了兜售书籍的摊位，琳琅满目。
一个解决物质饥饿的场所，顿时成
了满足精神需求的领地。对于当时
藏书短缺的我来说，这样的图书销
售方式简直可谓“盛宴”。不过，
因为生活费有限，只能盘算着买上
一两本，所以摸摸这本翻翻那本，
心想务必挑细了选准了。就是在这
样的情境中，我先后遇到了《简媜
散文》 和 《林清玄散文精选》。据
我的体验，简媜的空灵行文美得稠
酽，而林清玄的文字则美得清丽。
搭配着阅读，简直是神奇的组合，
就像下饭时一口干菜扣肉一口雪里
蕻汤，香而不腻大快朵颐。

从履历看，林清玄先生原是一
块璞玉，经受过自我的雕刻与俗世
的磨砺。蜕变的过程想必是痛苦而
充满热望的。观察他的命运旅程，
我觉得有一种山重水复感，在入世
与出世间有过显著的切换，而几次
急转弯似乎盘旋着实现了他的格局
升华。他出身贫寒，据称不仅做过
码头工人、摆过地摊，还杀过猪，

也就是当过屠夫。白天持刀见血，
晚上握笔著文，大概白天的刀子会
润着悲天的情怀，晚上的笔尖则蘸
着生灵的啼哭。我无从考证，杀猪
在他最初的谋生事项中占着怎样的
比重，但在我看来哪怕是有过一天
或一个月的屠宰行动，一个作家关
于生死的思考就会深邃许多。

自 30 岁起，林清玄已然完全
能够以文为生，当杂志的编辑、主
编，几乎获遍了台湾的文学奖项。
以所谓“成功”的标准考量，他正
走向功成名就的巅峰。然而，因情
感困扰，他突然辞职，从红尘抽身
而走，退隐山林。杀猪与悟禅，两
个截然不同色彩的生命片段，似乎
形成了文化对倒。我想，杀猪是为了
逃离物质的贫寒，悟禅是为了逃离
精神的困顿。有人说，人生的觉悟有
几个递进的境界，一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
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
是水”。依照此轨迹，林清玄终究还
是要回来的。我以为，从象征的维度
揣度，悟禅的“插曲”似乎就是为了
平衡杀猪的过往。

如此山重水复，自 10 岁便想
成为作家的他，在栉风沐雨中更显
丰盈和坚实。有人将他的散文当作
日常见惯的“心灵鸡汤”，恐怕是
一个误会。我读他的 《太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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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散文精选：清梦独行》 的
开篇，读得尤其细致。他关于少小
时某个午后在农田劳作的场景描

绘，可以勾起读者前世今生的田园
梦幻感，以及故土情深的回忆和共
鸣。“任何事物都有界限，山再
高，总有一个顶点；河流再长，总
能找到它的起源；人再长寿，也不
可能永远活着；雨也是这样，不可
能遍天下都下着雨，也不可能永远
下着……”此话在文中虽是作为引
用其母亲的“解题”，但显然已融
入作者自身的领悟。这种对于“三
八雨”的理解，若是未曾经受蚀骨
之痛、不曾深潜绝望湖底，大概无
法抵达那样的思想境地——“一蓑
烟雨任平生”。

在《逃情》里，他说：“情何以可
逃呢？”在《煮雪》里，他说：“假设说
话结冰是真有其事，回家烤雪煮雪
的时候要用什么火呢？”在《温一壶
月光下酒》里，他说：“这些消逝于无
形的往事，却可以拿来下酒，酒后便
会浮现出来。”我认为，这些都是经
世所悟的智慧。

1 月 23 日，因为已处寒假模
式，我给儿子看了几集《捷德奥特
曼》。当我正在纪念式地阅读林清
玄散文时，儿子拿着一个玩具作扫
描状扫了扫作者名字，说：“扫描显
示，这个是地球人。”我说：“对，他是
地球人，但，今天他刚刚离开。”儿子
听得出这个“离开”的意思，语调似
乎沉重许多，问：“因为什么？”我说：

“媒体报道说是心梗。”我想，在“看
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之
外，应该还有更高的需要破解的层
次，林清玄先生又去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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