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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读者征集用手
机拍摄反映当下
时代精神、有当下
时代气息的普通
人精彩瞬间的照
片 ，来 稿 请 附 上
100-200字的简
短 文 字 ，投 稿 邮
箱 ：ycwbwyb@
163.com。 稿 费
从优。

【横眉冷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威尔逊的危险看法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拒绝流行】

这样的教育真好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香港有四大名山
【含英咀华】 德厚者流光？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旧时代的新女性

沧海夕照 □文/图 黄巍俊 “随手拍”
手机摄影

10岁男孩
被疑划车坚决
否认，父亲认赔

3500元，民警追查3天真相反转，看
到这条网络热议的新闻，真感觉治
愈。

事件中被疑划奥迪男孩的父亲
发声说：“这件事情能得到圆满解决，
真的要感谢认真负责的邹警官，虽然
事情本身不是很大，但是邹警官一直
觉得不能冤枉孩子，积极沟通，反复
研判，连续几天查阅监控录像，尽心
尽力去寻找真相，还了孩子一个清
白，守护了孩子心灵中的阳光。”

优秀的家长，负责的警官，让孩
子坚信正义的力量，教科书般的教
育过程。诚信教育，法律教育，家庭

教育，家长教育。
培根说，一次错误的审判堪比对

水源的污染，坏了人心。这条新闻告
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父亲和一个负责
的警察，给人们带来的规则信仰，像
一道光芒照亮人心。不仅避免了对
一个孩子的伤害，让孩子有了规则和
诚信自信，也是对社会公义的滋养。

如果孩子被冤枉了，将是一个可
怕的恶性循环，很多孩子变坏，就是
从第一次被冤枉无人相信，从而选择
相信拳头，迷信反规则、潜规则、破坏
规则的。

从叙述过程看，这个父亲太聪明
了，循循善诱，以身示范，尊重孩子，
不想当然，用事实说话。这件事对家
长们的教育，比对孩子重要多了。

住 在
深 圳 河 北
岸河滨，向
南 望 就 是

香港的山水田园。远处的高
山云中缥缈，隐约可辨飞鹅山
和大帽山，却不是我熟悉的

“四大名山”。各地游客也许
知道谁称“四大天王”，谁是

“四大家族”，而香港还有“四
大名山”。

真的有，而且是正牌“官
宣”的。1996年 9月香港邮
政局推出“群山系列”邮票，
四枚美丽邮票分别为马鞍、
凤凰、狮子、八仙加冕，是为
香港四大名山。24年前我凝

视着四大名山的邮票，啊，壮
丽：马鞍山有彩虹相伴，凤凰
山迎着旭日，狮子山雄视蓝
天白云，八仙岭顶着晚霞新
月。诸山于我不但可观而且
可亲。我在沙田吐露港滨的
大学宿舍居住多年，从露台
外望，一峰如宝鞍，排岭若众
仙，朝晖夕阴面对着面。它
们是我亲切的巨型雕塑艺
术。“山水有清音”，山水也有
知音，沙田文友对马鞍山和
八仙岭礼赞不绝。一位说马
鞍“雄奇”、八仙“峻秀”；一位
熏熏然恋上八仙，认为四季
各有美姿：“春秀夏媚，秋肃
冬寒”。

凤凰山在离岛。某年金
秋，有沙田四友结伴勇攀登；
在峰顶的彩照，后来成为诗文
集和传记的常见插图。至于
雄伟险峻的狮子山，我缺乏新
亚书院校歌“艰险我奋进”的

“高攀”胆量，只能仰望，只能
放歌。《狮子山下》有“同舟共
济”、“追求理想”的励志豪
情，它俨然是香港的“市歌”
了。

香港的疫情起伏不定，我
暌违这个“故乡”快十个月
了。从前沙田众文友北望神
州，现在我独自南望香岛，怀
念其山水，以及是山水知音的
那些文友。

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幼儿园遭宵小潜
入，创办人钟建强事后翻看闭路电视，发现
小偷并没有窃取任何贵重物品如电脑或现
金，只是从冰箱里拿了蔬菜和肉类，就匆匆
离开，可见他是饿瘪了才铤而走险的。

动了恻隐之心的钟建强，当下就准备了
好些瓜果蔬菜，放在大门口，方便小偷来
取。一些家长知悉后，也自动自发地捎来食
物，为贫苦人士雪中送炭。

法律不外人情。
钟建强洞悉了小偷犯案的动机后，以仁厚

之心包容了他的错误，且还不动声色地给予他
帮助，充分体现了教育工作者的襟怀和气度；
而这，也可被视为一种绵里藏针的感化教育。

朋友阿梅经营书店，对于偷书者，她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成年人偷书，她一律
严办，绝不手软。她说：“泅泳于书海的成人，
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犯错而受法律制裁，是咎
由自取。”如果偷书的是青少年，她便放他一
马。她说：“偷书的少年，往往是阮囊羞涩的爱
书者，我又怎能报警来毁他的大好前程！”有个
少年，一连偷了好几回。他再来时，她拉他到
一个角落，悄声对他说道：“你前几回拿了书，
忘记还钱呢！”少年脸色大变，她紧接着说：“以
后，你要买书，我给你打五折。”少年一段长时
间没有来，再来时，已经有了买书的钱。他告
诉阿梅，他课余去快餐店打工。如今，他大学
毕业，为人师表，一直都是书店的常客。

睿智的阿梅，以“感化教育”保护了一个
社会栋梁。

感化教育

加谬说，自
杀是哲学。威
尔逊一听就笑
了，回应说，自
杀是视丘下部

和大脑边缘系统失去平衡的
结果。加谬的意思是，自杀作
为如此决绝的一种人生选择，
本身就具有严肃的人文色彩。

威尔逊摇头，在他看来，
类群进化落实到个体，而自身

作为物种的一个延伸，与自然
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匹配关系，
个别系统发育不完全，所以才
会出现失控，但这不是普遍的
现象。至于“人文”，安慰而已。

加谬甚至极端地说，只有
自杀才是问题。威尔逊否定
了这一结论，因为统计没有给
出相同的结果。人作为物种
之一，自杀只占全体的百分之
零点零零零几而已。

他们根本就无法对话。
威尔逊是研究蚁类和蜂类

的专家，长期的观察与分类使
他确信，作为高度社会化的昆
虫类别，进化已经在它们身上
打下了利它主义的道德基础，
并体现为一种天然的分工，为
生存创造了最大的空间。

威尔逊甚至热爱白蚁，因
为他为其中大公无私的社会
化举措感动不已。

我怀疑，在威尔逊眼中，人
类社会就是蚁蜂社会的升级
版。只是，进化所给予人的高度
智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果是，
个别系统失控所导致的局部失
序的现象，正在日益构成一个比
哲学还要严重的公共问题。

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
激烈地反对威尔逊的危险看
法，但似乎又无法彻底驳倒他
的观察与推理。

1930年深
秋 的 一 个 夜
晚，上海西区

豪华的海格路公寓楼前，金发
浓妆女子开车，往路边扔下一
名醉汉绝尘而去，这一幕恰好
被“小富春”的老板娘明玉所目
睹。从这一夜起，明玉的生活
卷入鬼魂、噩梦、争吵、流血、失
踪、命案和瘟疫，各色人等纠缠
在明玉周遭……这是上海女作
家唐颖的新长篇《个人主义的
孤岛》有点悬疑的开端。

唐颖是一位女性主义色彩
浓郁而又有着世界主义视角的
作家，虽然成长于上海，却一直
想远走高飞。她的作品，时间
和空间上的敞开与开阔，情感
上对上海有着依存与背叛的复
杂情感。唐颖的小说大多描述
着女性的情感故事，她笔下的
人物总是处在各种复杂文化对
峙与摇摆中，欲望与道德、东方
与西方、个人与时代，那些女性
内心总是有着飞蛾扑火的勇
气，虽然可能结局总是充满伤

痛，却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情
隐秘地照亮她的灵魂。

她最新的这部长篇，仍旧是
一部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
只不过这一次，主人公不是与唐
颖同时代的女子，而是二三十年
代的上海女人。唐颖说：“写历
史女性，也在映照今天的女性。
沦陷或自救，无论哪个年代，都
会发生在女性身上。”

唐颖说，这部小说的灵
感，最初来自学者张真关于早
期上海电影的论著《银幕艳
史》，那部已经遗失了部分片
段的默片电影《银幕艳史》，讲
述女明星被富家公子引诱而
放弃演艺事业，又被抛弃，最
终从破碎家庭挣扎出来重新
回到片场，走上独立之路的故
事，其实那也是电影女主角扮
演者自己的真实故事。

小说中，明玉生活在一种无
根的漂泊感里，同时，也道出了上
海这个移民城市的精神特质。但
谜团深处，时代洪流裹挟之下，个
人主义者能否独善其身？

2018年，汶川大地震发
生十年后的一天，阿来心中
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情绪，一
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脑海中
浮现，但这和他当时正在写
作的长篇小说毫无关系。最
终他放下了手头的小说，开
始创作《云中记》，而这个突
然浮现的形象，就是小说中
的祭师。

地震发生后，阿来心里也
有很多话想说，当时也有很多
作家提笔表达自己的情绪和

观察。但他警惕这样的写作，
“在重大的现实面前，文学应
该写出更有价值、更值得探索
和挖掘的东西”。而这东西是
什么，当时的阿来并没有想清
楚。直到十年后，人物和故事
才从脑中冒了出来。

“我的写作常常这样，一
件事情，如果我感兴趣，它就
会一直在我心里。我不会着
急去表达，而是先克制住冲
动，因为冲动很可能是短暂
的。长篇的写作需要漫长的

时间、大量的精力，必须经过
充分的内心准备，否则无法一
口气写到底。”

对于汶川大地震，阿来关
心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灾区和
灾民的情况，他更关心重建中
的灾区。“自然灾难发生后，人
的意志体现在哪里，发生了什
么变化，我们如何重建生活和
社会……在我看来，这比一时
的受灾情况更重要，这也是我
在小说中想表达的。”阿来说，
他试图通过《云中记》来处理

和提供对死亡、对自然这两方
面的新书写。

尽管题材是沉重的，但
阿来写得十分克制。他说：

“我一直特别反对煽情。中
国传统文学、戏曲，特喜欢或
者说特愿意放大悲情。当我
们从苦难中提升不出更多有
价值的、对灵魂有洗礼的东
西，似乎也就只好放大那些
悲情。但当我找到别的途径
去写这种情感时，反而觉得
悲情应当节制。”

10月14日，著名作家阿来和评论家李敬泽
作客杭州单向空间，以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
定》出版二十年为起点，围绕历史与虚构、作者
与读者、何为文学经典等角度展开对谈。

“不存在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的文学作品。
编辑和作者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读者，而是手中
的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这样说。

“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文学排名。要看看
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哪些作品还能
和今天的我们发生关系和对话。”中国作协副主
席、评论家李敬泽则这样认为。

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
尔康县，1976年初中毕业，当时最
想成为一名地质学家。1977年恢
复高考后，他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地
质学校，可惜理想没实现，他从师
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我在中学教历史课，讲法国大
革命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是怎么
回事，但我们好像不知道地方史，不
知道自己生活的社区、街道，是怎么
形成的。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
像什么都不知道，处在一种悬空的状
态。”阿来说，这种悬空感让他开始做
田野调查，“我认为需要建立起历史

观，于是开始做地方史的研究。”
阿来花了四年时间，走遍了四

川省阿坝地区，研究这里曾有的十
八家藏族土司的来龙去脉。

“我敢说，当地的土司后人没有
一个能比我更清楚他们的历史。”田
野调查全部结束后，十八家土司的
故事了然于心，1994年 5月的一
天，阿来坐在书桌前，《尘埃落定》的
开头自然流淌出来——“那是个下
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
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小说写了八个月后定稿，当年阿
来35岁，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即便放在今天，人们也不难理解处女
作长篇要出版会遇到的重重困难。

出 版 社 编 辑 跟 他 说“ 再 改
改”，狂妄的阿来回复：“除了错
别字，一个字都不需要改”。直
到 1998年，拖了四年的《尘埃落
定》终于出版问世；2000年，年
仅 41岁的阿来获得第五届茅盾
文学奖，在文坛站稳脚跟。

《尘埃落定》以一个有先知先
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
域高原上最后一个藏族土司家族
的崩溃，建构出一幅真实生动、深
入日常细节的藏人生活图景。

《尘埃落定》写完后，阿来离开
了故乡马尔康来到成都，很快从
《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一路升到
了总编辑、社长。

“我做了十年杂志总编辑，发现
编辑很喜欢说‘推荐这篇小说的理
由是，读者会如何如何……’我在编
辑部立下规矩——不许替读者说。
谁提读者，我认为是在偷懒。一部
作品要征服所有人，就像要实现共
产主义。实际上最后只有一小部分
人会和这部作品发生交集，而你不
知道这部分人是谁。作为个体的读
者，我们可以交流，作为整体的‘读
者’概念，你无法把握。”

《尘埃落定》出版后，阿来推出
长篇小说《机村史诗》（六部曲），前

后两部作品各自横跨五十年，被阿
来视作他家乡的百年史。阿来说，
如果《尘埃落定》可以用比较新颖
来形容，那么《机村史诗》采用了更
写实、更凝重的写法。这当然会有
风险，读者不认怎么办？

这种担忧其实没有必要，阿来
说：“不存在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的
文学作品。《尘埃落定》畅销二十
年，发行量过百万，一放在全国人
口基数里看，它仍然是小众的。如
果文学可以分门别类、划分等级，
我们可以依靠大数据给读者精准
投放，但实际上这做不到。既然做
不到，编辑和作者要考虑的就不应
该是读者，而是手中的作品……”

而在李敬泽看来，任何伟大的

经典作品，都是由作者和一代代读
者共同完成的，每一代读者都会对
文本作出新的阐释。李敬泽用《尘
埃落定》打比方，“我相信今天 10
个读者里有 8个对土司制度没兴
趣，但为什么大家还愿意读？因为
你在里头能看到我们的迷茫，也能
找到心向往之的美好。从这个意
义说，文学作品本身一直在生长。”

作为一名专业读者，李敬泽坦
言更看重《机村史诗》。他直言，这
部作品之所以不如《尘埃落定》反响
大，是字数太多了——超过一百万
字。“但我更看重《机村史诗》，是因
为它以巨大的体量，撑开了一个极
丰盛和繁复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
现代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

“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
传说的云中村移民到平原。年
复一年。祭师阿巴感到身上云
中村的味道越来越淡，他的力气
在消散，内心越发不安。于是，
两匹马，一个老祭师，踏上了回
乡的山路。他穿过山林和田野、
石碉和磨坊，来到村里每一户人
家的废墟前。焚香起舞，诉说过
往。”2019年，阿来的最新长篇
小说《云中记》出版。

“从《尘埃落定》到《云中
记》，阿来的作品有着牢固的地
方性根基——他是这片土地上
的人，也关切着这片土地，但他
又从牢固的地方性根基走到了
普遍的人性。《云中记》给我很强
烈的感受，他写的是汶川地震期
间一个村庄，但其间所表达的对
生命、土地的情感，世界上任何
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李敬泽说，
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

在于它能将在时间和空间上有
巨大差异的人们连接起来。

同在2019年，新中国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问世，
李敬泽担任丛书评审主任，丛
书收录了阿来的《尘埃落定》。
当被问及选择书目的标准时，
李敬泽回应说，“我就怕被问这
个问题，这个书目并不是我们
手里有一条标准和规定，恰恰
相反，我们要看看哪些书活到

了今天、还历久常新，哪些作品
还能和今天的我们发生关系和
对话。”

此外，李敬泽还坦言：“天下
最靠不住的，就是文学排名，因
为缺乏客观的标准。诺贝尔文
学奖评来评去，今年给了路易
丝?格吕克，她肯定不是全世界
写得最好的，至少在我看来。我
自己可以给作家排序，但这个排
名对别人毫无意义。”

我们不可能靠大数据
给读者精准投放作品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
云
中
记
》
：

悲
情
应
当
节
制

“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需要改”

“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

“作为整体的读者概念，你无法把握”

田野调查中孕育的小说

从地方性根基走向普遍的人性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是许多人渴望
已久的“放松”时刻。

天气预报说放假期间将会有雨，并
有一定程度的降温。10月4日的阳江海
陵岛，游客也真没有前几日那么多。可
在抵达的下午，还是可以在酒店的阳台
上，看到“动人”的夕阳和海面上的光
影，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拍摄。

在手机十倍光学变焦的加持下，一个
完全普通的傻瓜模式，就轻松地将这绝美
瞬间记录下来。接着就是一番例牌的神操
作后，朋友圈上获点赞无数……

随着科技的发展，记录生活中稍纵即
逝的画面，已经不再是单反相机独家专利。

征稿

阿来（左）和李敬泽对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阿来镜头
下的云中之树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古人常常有
着非常明确的价

值判断，如《谷梁传?
僖公十五年》有一段话说：“天
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
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
必为袓。”所提到的是从天子到
士设祖宗牌位的规定：天子设七
庙供奉七代祖先……士设二庙
供奉两代祖先，之后还有“德厚
者影响深远，德薄者影响不远”的
判断。但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的
话，可能情况正好相反。

前一段我在一所大学参加
博士开题，碰到一位从前的朋
友，得知我还在做有关雅斯贝
尔 斯（Karl Jaspers, 1883-
1969）的翻译和研究时，他对我
说：“这个四平八稳的老学究究
竟有什么研究头？他一生甚至
连一点绯闻都没有。还是做一
点有意思的研究和翻译吧。”我
明白这位老兄的意思，他希望

我研究曾经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有婚外恋
情，曾希望投身于纳粹政治运
动之中去，近年来又因为《黑皮
书》而一直被学界和社会所关
注 的 海 德 格 尔（Martin Hei-
degger,1889-1976）。我有时
在想，大部分人所关注的一定
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是他

“有意思”的一生。但实际情况
常常是，“德薄者流光！”

1933年，海德格尔认为，纳
粹的上台是德国新纪元的开
端，于是他开始了投身于纳粹
的政治冒险活动。

朱子（1130-1200）从反面
认为：“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
是代大匠斫，稀不伤手也。”而管
子（前723-前645）却从正面讲
道：“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尽
管朱子和管子早海德格尔几百
年乃至两千多年，但作为德国哲
学家的海德格尔依然没有从中
国智慧中汲取适当的养分！

立下规矩：不许替读者说

V阿来 S李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