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略萨
……拉美文学有种魅力，魔幻又现实，难
以表述而又不言而喻。是什么样的环境，
才会生长那么多擅长讲故事的人？

阅读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个念头
再次浮现。这位乌拉圭作家最有名的作
品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2009年
第五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委内瑞拉总统
查韦斯赠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礼物，就
是加莱亚诺的这部代表作。关于写作该
书的目的，加莱亚诺说是“为了向人们揭
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胜利
者讲述的历史”。

现在我并不打算多谈这部有名的大
作。既然像我这样并非生活在拉丁美洲
的读者都强烈渴望把拉美的文学看作
从许多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地域的一
种可能性，这样就涉及了一个追本溯源
的问题，任何文学都并非凭空产生的，
加莱亚诺对现实的体验，对他的国度的
理 解 ，肯 定 有 他 自 己 深 远 的 美 学 标
准。美洲是一块“传说”中的大陆，民间
故事形同造血细胞，自我更新、分裂增

殖，构成了包括加莱亚诺在内的拉美文学
的一条血脉。

《行走的话语》就是以一种近乎神奇
的方式描绘美洲。火、月亮、星星、貘、
鸟、蛇、猴子、玉米、烟草、最初的男人和
女人……开始读这些故事，只觉得有点好
玩，读到后来才发现，讲故事的人创造了
诡谲的斑斓的世界，光荣的瞬息万变的界
域。回过头来，再读第一篇，就有些微
妙。它有着几乎所有民间故事都有的那
种结构，为了得到心仪的姑娘，男人要完
成七桩奇事。结果呢？如你所知，肯定圆
满。可是，故事长了尾巴。

从无动于衷、渐渐好奇到最后接受，
玛利亚给何塞送上了一块奶酪和一朵红

玫瑰，而何塞呢？“被征服了的征服者，双
膝不住地颤抖起来”。或许，那是一个意
象。某年某月某天，历史上，曾经有征服
者，曾经他们被视为太阳神的使者，后来
怎样了呢？另一篇，《故事：大天使的回
归》，来抓捕蒙多的大天使，无可奈何地离
开了这块土地，而蒙多在雨水中穿行，也
穿行在雨水唤醒着的这个世界里。

被冠之以“拉丁”的美洲，很多人说它
的文学是在 19 世纪晚期，受到法国作家
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等人和西班牙作
家佩雷斯·加尔多斯等人的影响而发展起
来的，但我以为，它的血管里更多在涌动
的是来自远古的传承，用纳瓦语讲述的故
事飘荡在印第安的山脉里。口头叙述包

涵了丰富的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指向神
祇，有些是英雄人物，有些可能是一次纠
纷，一次起义，一起部落与部落、族群与族
群、他者与我者的抗争。在拉丁美洲，这
些事件（美好的或惧恐的）所在皆是。外
部的现实大举渗透进入讲述者的意识，然
后迅速裂解、组合成奇特的故事并冲破各
种疆界向着现实发起攻击。

拉美文学在 20世纪 60年代也就是被
人们称为“爆炸”的情形，正是由那些从传
统文化里得到广泛营养，又吸收了外界元
素的，充满了想象力的杰出作家们缔造
的。他们重新创造了一种“行走的话语”，
用一种哥特式的风格演绎了美洲的高山、
森林和田野。拉美文学的地域特征极其

明显，《行走的话语》也是一部民俗文化图
景。天、地、人，山、河、树，独脚巫师和癞
蛤蟆、无头骑士和妓女，动物、繁殖与诅
咒，爱情、疯狂与死亡……故事在本质上
是为了处理日常衍生的错杂经验。后
来，殖民的记忆与当下的惨痛，也化作
了类似白细胞一样的存在。拉美文学
之所以富有魔幻色彩是因为任何一种
魔幻主义赖以产生的价值观念都和美
洲人的情感及其特殊的表达方式相吻
合。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部作品，加莱亚
诺专程寻访何塞·弗朗西斯科·博尔赫
斯。恍然间，我以为是那位有名的大作
家。不是的，这位博尔赫斯是一个沉默
寡言的木刻家，他为本书创作了两百幅木
刻插画，这些插图与文字气息浑然。加莱
亚诺称他是“绳子文学的艺术家”。作为
原始的记载方式，绳结记事在文字之前就
有了，而今天，在加莱亚诺这位博尔赫斯、
那位博尔赫斯，以及许多拉美作家与艺术
家的作品里，我们依然可以品读这种“行
走的话语”。

读书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
国正在进入新时代。40年来，中国人民励
精图治，努力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成功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整体实力获得
长足进步。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已经无限接近世界舞台
的中央。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
大国来说，我们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在实
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仍然充满荆棘和坎
坷，譬如中美贸易战、能源安全、生态环
境、疫苗安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
我们积极面对。

以脱贫攻坚为例，截至 2017年底，我
国尚有 3046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要想在
2020年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我
们还得扑下身子，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一个个地“啃硬骨头”。根据新华社高
级记者李斌主编的《极度调查》所载，当前
贫困地区面临五大突出问题，分别是：道
路交通、生产用电、农村住房、教育问题和
医疗卫生。每一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都可以导致村民脱贫又返贫。以“医疗卫
生”为例，贫困地区缺乏医疗资源，小病

扛、大病拖，最后全劳动力弄成半劳动力，
半劳动力弄成没劳动力。一人得大病，全
家跟着穷。

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
体。人人试图看懂中国，但中国发展之迅
速，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让世界惊讶。
为了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015 年来，新华社记者遍访华夏大地，深
入贫困地区、电商企业等，长期进行跟踪
调研，揭示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极度调
查》是一本围绕重大问题，通过深度调查
乃至“极度调查”看中国、付出巨大心血形
成的重大调研作品集。本书包括资本中
国、交通中国、网络中国等六章，丝毫不回
避问题，态度旗帜鲜明，提出富有建设性
的建议。每一章以提纲挈领似的“导言”
开头，接着是记者深入该行业进行的调
查，有案例有结论，最后是行业专家或领
军人物的专访，这样的文章体例，可以让
我们全面地了解该行业的实际状况。

以“网络中国”为例，记者们针对中国
电商“低价文化”“恶性竞争”等九大痛点
给出建议，只有永远为消费者服务，才能

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针对中国当前的“互
联网+”为创业带来的机遇，记者们也冷静
地提出中国互联网也需要做好减法，因为
互联网既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会让一
些人失去岗位；可能让穷的地方更穷，富
的地方更富；互联网让我们的文化底蕴变
薄，思考力呈现碎片化。针对快递业这匹
经济黑马，记者在肯定快递业贡献的同
时，也明确指出快递业存在的问题：“以价
换量”的发展模式亟须改变、行业大而不
强、行业诚信体系尚未建立、行业“用工
荒”如何破解和给予快递车辆合法地位还
需等几时。

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笔和镜头记录、
推动历史。极度调查，来自繁华都市，更
来自深山峡谷、偏远山村。极度调查，传
达第一线、富有思想冲击力的声音。极度
调查，不惧难题，态度鲜明，一针见血建
言。极度调查，反复思考，创造新理念，产
生真影响。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身居
何位，本书都能成为你全面清醒认识“立
体中国”的切入口。

用脚步丈量真实的中国
——读《极度调查》

彭忠富

《琴声落地》是一部由广东青年女作
家王哲珠所著的小说集，由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初读王哲珠《琴声落
地》，印象一般，构思谈不上新奇，我在猜
想，会不会是一曲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的
挽歌？会不会是表现一种乡村姑嫂关系
的矛盾纠葛？

然而随着阅读的进入，愈见其思考之
深角度之广阔。文学应该是一种对现实
进行移置、调整，充满暗示地缩略或扩展，
使其成为一种内心表达之媒介，成为某种
生命状态呈现的艺术。小说主人公老独
是生活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乡村
中众多孤独者之一，是一种极具“晦暗”

“落寞”“凄凉”的人物形象；“王扬琴”则
是每个孤独生命的“高光”时刻和状态，一
把扬琴赋予生命更多的可能。作者在进
行虚构叙述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还
是现实世界的可能组合，以及它们在很大
程度上体现出某种现实生存状态。“物”与

“人”之间是对抗的，人的内心极度困苦
时，物就会愈加闪亮。这里的“物”，是通
过老独手中操持的扬琴来体现，“掂起琴
竹，老独整个人变了，褪皮般褪去层说不

清道不明的东西，琴架前的他成了月下的
烟，渺远、神秘，目光蒸腾，表情游离……”
只有对着扬琴时，老独的生命才是有光亮
的。

人之人之间的靠近实际上是远离，远
离则是另一种靠近，这构成了小说中的一
种常见表现形式。人追求一种对生命的
肯定，或者说是一种理解的生存。小说中
重在表现乡村的孤独和生存的慰藉，这种
慰藉主要体现在“花旦映婵”对“王扬琴”
的青眼有加；二胡老建对扬琴老独的惺惺
相惜，女儿阿芝对父亲的理解支持。

“走，一起走，你弹琴，我唱曲……”这
一句当是天底下最美的话语，无关爱情，
而是孤独的生命中最美的相遇。毕竟故
事是故事，日子是日子，即便有瞬息的情
爱，也仅是沉醉于故事之中的错觉。“花旦
映婵”对“王扬琴”的感情以及他们之间的
默契和琴歌对和，本身就是一种高山流
水，知音相遇泛起的涟漪。老独心底很清
楚，“我就是弹扬琴……”但终究在不被理
解中成为呓语。

老独的扬琴与老建兄的二胡，同样也
是知音。但因为性别，所以他们之间的情

感能够自然地存在。老建的灵前，老独孤
独地敲响扬琴，琴声“轻、缓，从白帐布后
出来，人莫名地感觉琴音带着灰色的凉
意”，老独用琴竹说，“老建，都走了，你走
了，她也走了。”在这里，老独对“她”和

“他”的情感又有何区别？
女儿阿芝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对

父亲生命中的缺失和隐痛，她能理解父亲
的隐痛，她为父亲买回了扬琴，和父亲并
肩：“阿爸，我想知道……”；但“王扬琴”
的妻子惜霞表面上的隐忍，而实际上并不
能理解，更多的是感觉到羞辱；儿媳秋红

“极不喜欢那些故事，看着沉默如生铁的
老独，她无法把那些软绵绵的故事搭到他
身上”，她是抵触的，害怕公公的绯闻影响
到自己小家庭的平静……这种种复杂感
情掺织一起，使这部小说更加丰满而动人
……

生存意义上，知音的交会总在相互错
过中绽放刹那光亮，但又转瞬进入了不可
再来的永恒等待。花旦的远嫁和二胡的
逝世都是一种自然的离场，在贫瘠的生命
渴望被理解的孤独中转化成了绝对的遥
远和凄凉。

读书是一个人的习惯。我从小就爱

读书，长大后依然爱读书，这就是习惯。

习惯成自然，所以，读书成了我的最大爱

好。

现在读书的人少了，并不是说他们没

有习惯，只是有习惯也会有倦怠的时候。

人在倦怠的时候，兴趣会转变。所以说习

惯也会改变的。

有人说，现在读书的人少了，主要是

好书少了。这话也有对的一面。只是现

在书多了，才造成鱼龙混杂，难有优劣书

之分。

但我还是习惯于读书，在上班之余，

在饭后，在假日里，我总会捧起一本书，

吸取书中的精华，感悟书中的真谛。

人生中遇到许多挫折和困难，无从解

时，我便找来书读，读得懂的与不懂的我

都用心来读。读得懂的，多次品读以后，

会觉得书中的另一种境界，会从书中读出

另一种滋味；对于读不懂的书，只要多读

几遍后，就会读懂，就会读出书中的心

灵。

人生的勇气来源于书，人生的成功

来源于书，人生的喜悦来源于书，人生

的 欢 笑 来 源 于 书 ，人 生 的 经 验 来 源 于

书，人生的奋斗来源于书，人生的理想

来 源 于 书 。 那 么 ，当 你 的 人 生 碰 到 困

难、挫折、逆境、痛苦时，你拿起书吧，书

中有你光明的路径。

其实，习惯了读书，就是习惯了的生

活，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本书的内容

时，我们的灵魂将从翻开扉页的那一刻

起，经历一些情感，体会一些关于人生的

滋味。从书中认识了世界，从书中认识了

社会，从书中认识了生活。

习惯了读书，你就习惯了学习。学习

能增长你的知识，学习能增长你的才干。

所以，还是读书吧，习惯了读书，你的人

生就更充实，你的生活就更多彩。

所以，在如今多彩的社会中，只要你

习惯了读书，你的人生，就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读书是一种习惯
李兰弟

拉美文学的“造血细胞”
——读《行走的话语》

林颐

《钱钟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泳所著的有关钱钟书的最新史学专
著。书中，谢泳站在一个“钱学”爱好者
的角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钟书的传记
及学术研究汇集成篇，从不同的维度，生
动还原了文学大师不为人知的一面。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
键人物，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
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在中
国现代学术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
是世所公认的。他的《谈艺录》《管锥编》

《围城》等作品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和
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他的学术成就代
表了 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
水平。谢泳在本书中谈钱钟书的学术态
度，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谈
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
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许多钱
钟书的观点、言论在书中属首次披露。

响誉海内外的钱钟书，学贯中西，思
想深邃。谢泳在《钱钟书的一个妙喻》一
章中，将钱钟书不愿苟同、淡泊名利的独
特一面，兴致盎然地展现出来。上世纪
三十年代，当时的许多重要文人都相继
卷入到有关“京派”和“海派”的文艺之
争 ，钱 钟 书 对 这 场 纷 争 是 持 保 留 意 见
的。他在写给老师叶公超的信中，就用

“海京伯”的比喻，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观
感。“海京伯”是当时德国来上海演出的
一家马戏团名字，钱钟书借此暗指“海
派”“京派”之争，类似马戏班表演，如同
一场闹剧，不可当真。由此可见钱钟书
的品格和对文学的态度，那就是个性鲜
明、决不随声附和。谢泳笔下的钱钟书，
与公众想象中的那个玉树临风、潇洒风
流的文学大师略有不同，博学多才，心思
慎密而又见解独到。钱钟书评价鲁迅，

“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
写 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宜
写‘长气’Long-winded 的，像是阿 Q 便显
得 太 长 了 ，应 当 加 以 修 剪 Curtailed 才
好。”其评价周作人更是笔不藏锋，借助
小说《猫》中陆伯麟这个人物，暗讽周作
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
……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
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人向来
会对文学前辈和同道中人给予直面的
评价，但钱钟书却极少会为这种人情所
动，常有意无意通过文学创作，间接地
表达自己的文艺史观。在其经典作品

《围城》中，他以诗人董斜川的口吻评议
说“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
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包括对曹禺、郭沫若的评价，也都是通
过他人之口或暗指的方式，阐释着一己
之见，虽然一些观点与当时的主流意见
相悖，但从中不难窥见钱钟书在学术研
究上的独立之精神。再如，他对盛行了
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看法，
也是批判大于称许，认为其荒唐处甚多
……充分显示出其在人文学术上的研
究，决不只是埋首于故纸堆，不加辨析
地 一 味 吸 纳 ，而 是 常 融 入 着 自 己 的 思
考。

书中，谢泳还把钱钟书与另一国学大
师陈寅恪作了相互比较，指出了他们共
通的一面。比如，都喜爱留意古人小名，
都不忌谈秽亵事等等。这种珠联璧合似
的比对，不仅没有降低钱钟书在广大读
者中的形象，相反，还以更为饱满而立体
的陈述，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既博闻强记
而又严谨求实的大家风范。

《钱钟书交游考》以丰富的史料和大
胆佐证，展现了钱钟书在治学、为人方面
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也
为深入研究钱钟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
要价值，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领略钱钟书的
精神世界

——读《钱钟书交游考》
刘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