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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应
物兄》在业内获得了一致好评。笔者
也认真拜读了这本长达 84 万字的
小说，觉得如果将该书放置在更为
广阔的阅读群体中，评价可能会出
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是一部关于
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书，专业人
士极为看好，认为它有“特殊的中国
风度而且具备了世界级文本的元
素”“是一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

在的人文、思想的大百科全书”。然
而确实也有不少普通读者觉得“读
不下去”，倒不是因为难懂，而是它
毕竟是本“学院小说”，一般读者对
那个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
群体还是有些隔阂的，更何况李洱
先生采用的还是经史子集的书写手
法。

不过《应物兄》成功实现了对知
识分子群体的一次极为精彩的文学
折射。作者本人曾在大学教过书，后
来到了中国作协，生活工作中接触
最多的就是书中“应物兄”周围的人
们。他书写了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
堪称活灵活现。通过文字铺陈如见
其人，如闻其声。在小说中出现的
70多个人物中，有的借助于知识和
学历，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有
的道貌岸然，戴着堂而皇之的学术
冠冕，行为做派却极不地道；有的深
怀复杂心态，认识到时下很多价值
观已和真正的儒学精义大相径庭；
还有的急功近利，自作聪明，结果落
得身败名裂。叙述方式上，小说从主
人公的视角，由点到线，由线至面，
辐射整个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叙述
节奏上，不过于追求情节的起伏跌
宕，而是如琢如磨地徐徐展开。在这
里，作者采用了一种横断面写法

——故事主线部分是介绍济州大学
筹办一个儒学研究院的事。应物兄
受托主持此事，林林总总一干人等
参与了进来，共同构建了一幅知识
界的众生百态图。大家看上去是在
群策群力，实际上背后深藏了人际
关系的风云变幻。为了写出这种“风
云”奥秘，作者选择在故事的某个合
适的点上，截个断面，插入详细叙
述，等于是将细部放大了给读者观
瞧。

《应物兄》中引起评价分歧最大
之处在于：作者旁征博引了 500 多
处词曲、对联、书法、绘画、哲学方面
的内容，还有不少他自己杜撰的小
故事。有的读者觉着挺好的，能加强
小说刻画知识分子群像的生动性和
文本的可读性。也有的读者认为引
经据典过于泛滥，并非每一处引用
都是主题所需，作者明显怀有炫耀
自己博闻强识的目的。细读小说，这
两方面的例证似乎都有。如小说中
的儒学巨擘程大师，极善于将书本
知识在腾挪转化之后加以变通使
用。他说中外人士包饺子，中国人凭
借经验，面硬了就加水，软了就加
面。但美国人包饺子，一定要先问清
楚面和水的比例。可见中国人注重
变量，西方人强调定量。中国人的价

值观是“道”，道处于变化之中。西方
人的价值观则相对恒定。这个“举例
说明”的小段写得很是精彩，可书中
众人关于《黔之驴》的一连串考证便
有些凌乱无聊了。

当然，李洱先生“十三年磨一
剑”写就的这部长篇小说，真正用意
绝不在上述内容。小说突出的是济
州儒学院筹办过程中，人才引进和
人员调动的现实情况，尤其是运作
过程中暴露的潜在规则。那些人不
是博士、博士后，就是教授、学者
……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或是师生、同门，或是同事、同
僚，或是在学界、商场、政界中有过
接触，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像故
事一开始，应物兄就在老师兼岳父
的叮嘱下，不得不将一个与自己有
过龃龉的晚辈调入学院，因为此人
乃是岳父的关门弟子。可见，挑选学
院成员，首先考察的并非是学术能
力和学术精神，而是此人是否有强
硬结实的人际网络。应物兄身处其
间，尴尬异常，只能不断地去调和、
平衡。作者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将
当下学术界人士精神方面的媸妍面
貌来了个穷形尽相。

《应物兄》 映照出的是学术风
貌，也是时代景观。

学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众生相
——读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有感

痛快表达与独特视角
——毛尖《一寸灰》读后有感

美食之乐，美食之趣，在于一
个“寻”字，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寻
觅、品尝美食，比不费工夫得到
食物更具诱惑力。

《寻味儿》 的作者董克平在
我心目中，不仅仅是美食家，更
是美食作家。品过美味后，写几
句话，拍几张照片，录一段视
频，这可以称为美食家。美食作
家呢，不仅会有上述的行为，更
会探究美食中蕴含的各色文化，
再以独特的观点表述，汇集成原
创的饮食专著。一字之差，却体
现了一个人的学识分量。

董克平于寻味、品味之外，
更会回味、思味。在 《回味儿》
一书中，既有《食说清明》这样
有关饮食风俗的随笔，也有《鄂
菜变楚菜，湖北菜找到了根》这
样关于菜系源头考证的论述。董
克平把传统食物看作一种人文传

承，说因之“与历史、与祖先，
有了穿越般的勾连，你能感觉到
味道传承中的血脉相连”。仔细
研读此话，能让人联想到若干与
饮食有关的记忆，从而引发内心
更多的波澜。

董克平相继推荐了云南鸡枞
菌、广州烤乳猪、黄河大鲤鱼、
大连玉瓜馅包子、西安小吃、徽
州农家乐等美食，他的介绍客观
而详细，不仅仅是照本宣科地

“食话食说”，而是把食材的生成
水土、菜肴的科学搭配、同等饮
食的区域特征等进行了细致的探
究，力求在饮食书写中承担更多
的社会功能。

董克平的寻味，不囿于华夏
大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咖啡厅、
西班牙伯纳乌的中国餐厅、法国
的小餐馆，都留下了他的踪迹。
他以中餐在海外的交融、演变为
切入点，把海外中餐馆生存状况
铺陈到纸面。表面看，海外的中
国菜改变了一部分传统属性，但
西餐味道的融入让中餐能更好地
生根发展。也只有这样，中国味
道才能更好被世界接纳，这同样
可视作董克平的理想和追求。

（推荐书友：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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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

《寻味儿》

《月球之谜》

沈从文先生已经离开整整
30 年了，可是他的经典作品却从
未离开。平和与不安分，这是一组
有趣的矛盾词。李辉以记者、文学
青年、研究者的身份与沈从文对
话，凭借采访资料和文献资源，还
原了沈从文一生的坎坷经历，同
时也展现了沈从文“有温度的日
常”。

“平和”是指沈从文的平和恬
淡、与世无争、耐得寂寞，这是一
种文学理想，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这
样描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世界
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
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
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石
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体型
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这种
文学逻辑的还原，事实上就是生

活价值的还原。对于沈从文的“平
和”，李辉在书中意味深长地写
道：“那是一个默默无闻地承受命
运的压力，没有刚劲，没有锋芒的
平和文人。他的人生，似乎一直就
是甘于寂寞地度过，不过问文学创
作以外的一切，不计较世界和人际
间的是是非非……我发现，那些我
所熟悉的对他的描述，只是勾画
出了他的生命的一个方面。”

“不安分”指的是在沈从文的
性情中，有一个自由飞翔的精灵。
不安分，让沈从文在 20世纪三四
十年代常常以文学论争的诱发者
身份出现。“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
西人的倔劲儿，自由地随意地挥洒
着他的思想，对所有他不习惯的文
坛现象发表议论，并不顾及其准确
性和可能招致的结果。在他的眼
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
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
解，即他的文学观来议论文坛。”

沈从文自己曾说：“接近人生
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
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或
许，这应该是对“不安分”最好的
注解。

（推荐书友：郑从彦）

科幻小说《月球之谜》以一位
NASA秘密雇员之口引出了人类
登月的秘密：在光年之外的宇宙
空间，曾经有着两个遥遥相望、和
平相处的星球——地父星和地母
星，因为外星生物在地父星上的
出现，平衡被打破了，星际战争一
触即发。而此时科学家的新发现，
又把两个星球上的智慧生物带入
了更大的末日恐慌中……

看科幻作品最担心的一点就
是作者有想象却不着边际，搞一
大堆概念的东西“糊弄”人。本书
作者云际却从星系运行规律、生
物进化一般规律、高智慧生物的
进化特点等方面考量，对月球的

一些疑团提供了自己合理的解
释，比如月球的磁性问题、外形上
的问题等。在小说中，他并没有用
大堆的新奇高端的东西来吸引眼
球，而是循着人类社会和科学发
展的轨迹，对高智慧社会的一般
组织形式、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际甚至星际交往的普遍困境等
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进行了非常
有意思的探讨。

虽然是关于外星球高智慧社
会的幻想，但作品中还是有很多
人类社会的痕迹，比如豚族、蜂
族、人族的“三足鼎立”，更像
是西方国家的多党合作与制约；
未来社会也同样面临着宗教对政
府的干涉，高度文明的发展大环
境之下同样有“贫民窟”的存
在；而统治者和高智慧群体在

“世界末日”来临时，也同样面
临着使命与生死的取舍。在眼花
缭乱的高科技背后，最终的落脚
点还是关于人性。

（推荐书友：金永淼）

城市发展史私人化写作的成功尝试
——由《我们深圳四十年》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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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厘子

2018 年的宁波书展规模远超
往届，还首次引进了外省展馆“江苏
馆”，我在江苏馆中买下了《我们深
圳四十年》。

作者斯培森，是深圳基层的一
位公务员。实话实说，此前的确未闻
其名，但所谓百步之内必有贤才，何
况公务员群体中本就藏龙卧虎。首
先我极为钦佩作者的勇气，他完全
是以一己之力来写一座大城市的发

展史，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再者就
事论事，我仔仔细细读了好几遍，书
中内容确实写得很好，作者并不是
简单地陈述或罗列史实，而是将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宏观层面的形
势变化、深圳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微
观的个人真实经历有机结合起来，
读来可亲可感。可以说是将私人化
手法融入城市发展史写作的一种成
功尝试。

在体例上，此书虽然仍是按照
传统史书编年体的写法一年一年往
下写，但作者在此基础上做了巧
妙的创新，给每一年度各取了一
个章节名，而这些名称来源于当
年流行歌曲的歌名，并且选取歌
词中较能反映当年流行观念及社会
现象的段落作为每一章的开篇语。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书中前半部分
章节选用的年度金曲多是粤语歌，
显而易见，这与深圳毗邻香港不无
关系，同时也说明当时内地民众精
神生活之匮乏。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选歌范围才逐步扩大
到全国。

作者家学深厚，大学学的是中
文专业，还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文学
功底自不必说。难得的是，他早年有
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后又在深圳

党政机关多个岗位历练过，可以说
是一位通才。难怪在《我们深圳四十
年》中，作者既可以把国家大事以个
人视角写得通俗明了，又能把积累
数十年的自身所学融会贯通，将文
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熔于
一炉，为深圳四十年的城市发展史

“私人订制”了一套精美的伴手礼。
标志着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

的历史性事件，当然是中国共产党
于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次年 3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
宝安县改设深圳市，“深圳市”正式
诞生。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和
试验田，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

“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
放开手搞”。试验成功了，深圳特区
真的“杀出一条血路”，不负中央厚
望。

在深圳设市近 5 年后，1984 年
的春节前夕，邓小平同志南下广东，
先后考察深圳、珠海等地，大年三十
那天在广州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
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
政策是正确的。”消息一经发布，轰
动可想而知。当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
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开放

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
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
广州、湛江、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
市——阿拉宁波有幸在列。我们应
该由衷感谢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急
先锋，正因为深圳先行先试大获成
功，才坚定了中央领导的进一步改
革信心。而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种种困惑，也值得同类城市深
思与规避。例如当年深圳大学的创
建与定位问题，想必后来宁波大学
也经历过类似的“成长的烦恼”。

我生平只去过广东一次，所到
的城市即是深圳。或许是掩饰不住
对“东方风来满眼春”之地的好奇，
得空我特地一个人坐地铁跑到深圳
的红树林海滨公园。坐在海滩边的
石头上，海风拂面，海鸟翔集，兀自
对着大海默默出神。远眺海岸的对
面，尽是起起伏伏的山丘，那是香港
元朗，看起来黯淡无光。回首自己身
后，则是深圳市区一大片高档的海
滨公寓，繁华无限。那一刻如游园惊
梦，刹那明白：深圳人只用了三四十
年的时光，就能后来居上，这是一种
怎样的成就与骄傲！

祝福深圳，感恩改革开放，致敬
一代伟人四十年前在祖国的南海边
画了一个圈。

矩 形

“她的文字自有一种气势，不费
吹灰之力，文眼就在那里冲你眨眼，
而且永远是你绕了两圈也捕捉不到
的点。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痛快’，
既‘快’且‘痛’。”袁筱一在《一寸灰》
序言中对毛尖的文风评价可谓精到
且形象。此书集结了毛尖近年发表
的 68篇文章，电影评论、文学评论、
生活随笔等兼而有之。

电影评论自然是毛尖的看家本
领，往往在短短几行文字中，就蕴含
了丰富的资讯，让人忍不住拍腿叹
服“知识就是力量”。古今中外类似
影片的纵横比较，在她不过是信手
拈来。如开篇《我们想要成为却又害
怕成为的人》讲的是黑帮电影，从

《国民公敌》《小凯撒》《疤面人》到
《英雄本色》三部曲，从《教父》《纽约
黑帮》到《暗战》《无间道》，她能毫不
费力地拎出一个细节一个场景，帮
助读者理解黑帮片何以能成为一个
时代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痛快
的表达相辅相成的，是毛尖海量“大
脑存盘”背后的独特视角。就像在此

文中，她发出了“风衣向后飘，领带
向前飘，女人在手，天涯在脚，哪里
还有一点黑色”这样稀奇古怪的议
论。

近年来，文坛上多的是不痛不
痒的文学评论，毛尖的文学评论自
然是与它们划出界线的。如《张爱玲
的限度》评的是张爱玲的遗作《少
帅》，说到原稿是英文的，毛尖这样
形容：“张爱玲原来驰骋中文世界的
古墓派剑法，最是心高气傲最蔑俗
蔑礼，到了英文世界，却束手束脚挥
洒不开，搞得少帅和赵四的鸿蒙初
辟跟蓝翔技工一样辛苦……”除此
之外，毛尖还“一剑封喉”，直言“即
便会得罪无数张迷，包括敬爱的子
善老师，我还是想说，尽管是未完成
稿，《少帅》潜力也有限”。她断言，

“少帅的故事搁浅在抽屉里，是张爱
玲对于自己限度的一种认识。”

作为一个成熟的文艺女中年，
毛尖在生活随笔《第一份名单》里考
察并剖析了一种特殊的“高考现
象”：高考结束，网上狂转一条消息，

“考上大学的同学们注意了，千万要
和没考上或弃考的同学搞好关系，
等大学毕业了好去他们的公司打
工。”在铺天盖地的高考控诉中，这
条“注意事项”乍看还蛮正能量的，
自嘲微讽的语气助推了它的传播
度。似乎为了证明此“事项”的公理
性，还有人贴出了两份名单，第一份
是清朝科举状元名单，第二份则是

落地秀才名单。前者的名字十分陌
生，而后者包括李渔、洪昇、徐文长、
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等名人。较
真的毛尖并未一笑了之，而是细细
检索了第一份名单中的人物生平，
发现所谓无名之辈，其实也是一代
名相一代清官，一代文学家一代史
学家，最不济的也修过国史、编过

《康熙字典》。回过头再来看第二份
名单中的人，也至少秀才出身，绝不
是学渣。由此，毛尖想到，盲目批判
高考，盲目拿着牛津哈佛的“自主精
神”来反思高考，势必带来更深刻的
教育危机。她毫不客气地说：“我的
态度就是，别着急把高考埋了。”

对于家乡宁波，毛尖似乎有着
一种既亲近又疏离、既向往又逃离
的复杂心态。《卖了良心才回来》明
面上评的是路遥的《人生》，然“入木
三分”，笔力所及更多的是她对自我
毫不留情地批判。“一个男青年，离
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
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
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
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了
原地。”毛尖说：“高加林引发过天南
地北的讨论，关于乡村的梦想，关于
城市的冷漠，关于现代化，关于爱
情，他是活到今天的虚构人物……”
高加林确实活着，活成了你我现在
的样子。毛尖说：“其实老家宁波离
上海很近，从前是一个晚上的火车，
现在只要两个小时，可车程短了，回

去的次数反而少了……虽然在梦
里，曲里拐弯走过的街道巷子，永远
是宁波槐树路一带。”毛尖不虚美、
不隐恶，坦然点了自己的“穴”：“真
正构成我和故乡之间离心力的，不
是因为我忙。和高加林一样，我生活
的度量衡发生了转变。”她觉得，回
到家乡，就是回到“前现代”的生活，
故乡“以它全部的抒情性构成了我
无法面对的拷问”。回到故乡的高加
林，其实是带着更多的高加林离开
了故乡。一遍又一遍的离合，一遍又
一遍地相吸相斥，毛尖说出了这个
时代中很多人的“近乡情怯”。

“一寸相思一寸灰。岁月流
逝，所有的东西会消失殆尽，但如
果你曾经尝过灰的味道，垂暮之年
也会在瞬间让你年轻起来。”说回到

“一寸灰”，这是题中之义。其实，
毛尖所述是爱情，又不仅仅是爱情。

她有自己的一本正经，也有自
己的嬉笑怒骂，毛尖的形象标签是
如此鲜明。她犀利又不失温暖，毒
辣又不失通透，也只有这样的人，
配这样的文字，才算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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