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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颐

四年复四年， 一届又一
届。 1894年6月， 法国教育家
皮埃尔·德·顾拜旦与12个国家
的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委
会、 举办世界范围的综合性运
动会。 当时的社会公众并不认
同顾拜旦的倡议， 如今， 奥运
会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盛事， 普
天同乐的狂欢。 在2016年热情
的巴西桑巴舞里， 在摇旗呐
喊、 通宵观赛的余暇里， 不妨
一起来阅读德国文化史学家沃
尔夫冈· 贝林格的著作 《运动
通史》， 应当会有一些别样的
感受。

荷马史诗 《奥德赛》 记
载， 国王阿尔基努斯的儿子们
轻视奥德修斯， 英雄二话不
说， 离开筵席来到空地， 抬手
就把铁饼扔掷出去， 落点很
远、 很远， 没有人可以企及。
今天， 我们欣赏古希腊雕塑
《掷铁饼者》， 虬结的肌肉， 健
美的身姿， 石头不冰冷， 艺术
会说话， 它涵盖着不屈不挠的
生命意志， 一种人类与生俱来
的光荣与梦想。

英法两国向来是“冤家”。
16世纪初， 英王亨利八世要求
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竞技比
赛。 法王身高超过两米， 在摔
跤赛上很轻易地把英王撂倒在
地。 亨利八世气得脸红脖子
粗， 幸好他马上在随后的射箭
中漂亮地扳回了一局。 英法两
国于是避免了一场外交危机。
我们常把运动场形容为硝烟弥
漫的战场， 假如反过来， 让一
切战争刀剑入鞘、 金戈罢鸣，
让人类的野心、 欲望和所有的
负能量， 通过运动的形式来宣
泄， 那是乌托邦的愿望， 还是
有可能的梦想呢？

无名的黑人青年卡修斯·
克莱横空出世， 幽灵拳来得这
般神速， 世界拳坛冉冉升起了
一颗明星。 后来他被叫做“拳
王阿里”。 与1964年最闪亮的
登顶时刻相比， 留给我印象最
深的， 却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
会上那个身患帕金森综合征、
颤颤巍巍点燃奥运火把的身
影。 雄狮已老， 英雄迟暮， 但
他的故事已经成为恒久的传
奇。 反对越战让阿里在事业巅
峰时期被判监禁， 回归后体重
增加的他，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
他， 后来每次拳击的胜利， 他

都赢得万分辛苦。 幸好， 世界
没有辜负他， “20世纪最佳运
动员” 的称号实至名归。

一个又一个“阿里”， 串
连起这一部漫长的运动史。 有
多少运动员， 和阿里一样早年
轻松、 晚年沉重， 过度的运动
伤害了他们的身体， 却不能损
害他们的勇气？ 他们的故事是
散落在书页间的点点星光， 他
们身上折射出的， 是可贵的人
生态度和价值理念。 本书的可
贵更在于， 作者把详尽的史料
和当时的文化背景很好地相结
合， 以娓娓阐述和恰到好处的
剖析， 让我们看到了运动背后
更加深沉的东西。

比如， 女性运动员的正式
出现。 那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
情， 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里， 寥
寥出场的所谓“女运动员”，
要么是拥有特权的个别贵族女
子， 要么是以色情表演模仿运
动形式的娼妓， 前者大多为了
显示自己的地位， 后者仅仅是
用来取悦的玩物。 男女不能出
现在一个运动场， 女人不准参
加某些运动， 种种严苛的规定
刻意制造出资格的缺失和权力
的真空， 一面是对男性运动的
讴歌， 一面是对女性运动的贬
低。 在今天， 无数来自世界各
地的女运动员在竞技场上自由
地、 公开地展现自己， 回望运
动史上长期的女性空白， 环视
这个时代依然存在的对女性的
许多不公， 怎能不生出一些感
慨？

人类的狂热促进了运动的
发展， 同时也给运动带来了伤
害。 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
随着图像技术、 媒体手段日新
月异的变化， 接连不断的赛
事， 蜂拥而来的信息， 不断刷
新的记录， 身价倍增的运动明
星， 一方面驱使运动员不择手
段地提高自己的成绩， 兴奋剂
幽灵穿梭各赛场； 另一方面暴
露了运动商业化后的异化， 各
种暗箱操作、 违规行为、 勾结
牵连、 内幕重重， 让我们越来
越担心： 运动———人类精神家
园最美好的一块净土， 它会不
会最终毁于我们自己之手？ 奥
林匹克精神不仅是“更快、 更
强、 更高”， 同时它也代表了
我们渴求的公正、 平等、 自由
和团结协作。

（《运动通史》〔德〕沃尔夫冈·
贝林格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戈平

我曾为长篇小说 《阵痛》 写过评论， 小
说描写上个世纪80年代末， 一家国有工业企
业转轨变制过程中的“阵痛”， 那是一场惊
心动魄的大变革。 最近读到女诗人焉然的诗
集 《阵痛》， 是“在碎裂与疼通的交替中， 淬
取生命的快慰”。 诗的“阵痛”， 我宁可看作
是整个生命的疼痛， 以及疼痛过程中刻骨铭
心的诗意记忆。

以前我不知有焉然这个诗人， 近几年才
接触到她的诗。 读 《阵痛》， 是我第一次全面
地走进焉然。 她坐拥纯净的东江湖， 多年来
坚持沉潜写作， 是一位很低调的诗人。 她低
调到工作就工作， 写诗就写诗， 写了就写
了， 生活中不刻意标榜自己的诗人身份。 低
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焉然是真正的诗人，
是值得尊重的诗人。 《阵痛》 中的每首诗，
都有个性的视角， 排他的意象， 主观的燃
烧； 都是真诗， 而非伪诗。

诗的生命在于多变， 在于给人一种以往
未见而又乐见的新鲜感。 某种意义上讲， 诗
的艺术就是陌生化的艺术。 想把诗写得像
“诗” 挺容易， 但要把诗写成似是而非、 似曾
相识， 达到陌生化的程度却难。 所以我坚持
认为， 第一眼看上去的所谓“好诗”， 绝非好
诗。 写出有新鲜感的诗才是高级的。 一个诗
人自己必须赋予事物以一定的特质， 像造物
主给事物命名， 写自己面对事物时初次的感
受， 这才是创造， 才是艺术。

写诗的核心之一， 是诗人如何处理好与
语言的关系。 尽管诗人面前到处都是惯常化
的陷阱， 陌生化创作挺不容易， 但看得出焉
然的诗歌创作， 进行了一些陌生化的积极探
索， 许多诗句令我耳目一新。 譬如， 她在遣
词造句时， 巧妙地利用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
特征， 注重词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动词的
灵动性， 充分表明她的陌生化艺术追求：
“就像你指给我： 溯流游动的鱼/漫卷而上的
蓝” （《写给父亲的献诗》） “我怎能不来/采
霜之人在刀剑上行走/意识号哭， 脚下泥泞/
暗绿的胆汁包裹层层巨痛” （《阵痛》） “作
为飞舞的花朵/你有回不去的春天/作为落地
的天使/你有穿越天堂的遗情” （《画一只更
深露重的蝴蝶》）。

焉然在陌生化探索中， 企图为原煤命
名。 长诗 《黑金之殇》 是这部诗集中的重器，
几乎倾注了焉然全部的情感。 仿佛生命就是
一场梦， 回到碎片化的童年， 诗人用意象去
拼凑某些早已模糊的梦。 但高耸的钢结构竖
井， 在诗人脑海中却异常清晰。 我武断地认
为， 竖井是矿区小姑娘日后成为诗人的拐
点。 她把原煤比作黑金， 可以燃烧的金， 利
用井架、 巷道、 煤层、 支栌、 煤尘、 热值、
瓦斯、 含硫度和手镐、 电煤钻、 轨道、 矿车
等元素， 给了读者一个完整的黑金世界。 最
终， 一句“黑是纯的， 金是纯的/而市场暗
着， 露出镍币的底色”， 为全诗点了题。

焉然的诗都来自她的生活， 我甚至看得
到她跳动的脉搏。 她的诗， 是诗人成功地将
庸常生活进行高纯度提炼的结果。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 《阵
痛》 焉然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青平

蓝迪·摩根森是巨杉和国王峡谷国
家公园的传奇巡山员。 他救助过许多
身陷困境的登山者， 也指引过许多游
客领略山野之美， 是“行走在园区步
道上最和善的灵魂”。

1996年7月21日， 54岁的蓝迪在巡
逻途中失踪。 园方出动一百名人力、
五架直升机、 八组搜救犬， 展开前所
未有的搜救行动， 结果却一无所获。

蓝迪在优胜美地的山谷中出生长
大， 在巨杉和国王峡谷做过28年夏季
山野巡山员、 十多年冬季越野巡山员。

山上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立刻就会知
晓。 这让他的失踪愈加成谜。

搜救结束五年后， 国家公园的偏僻
角落浮现出蛛丝马迹……

《山中最后一季》 这本书中， 作者
布雷姆花费8年时间， 遍访蓝迪的亲人
至交， 阅读他留下的文字书籍， 为我们
还原出一个山野之子的人生传奇。 图书
娓娓道来的人生传奇与惊心动魄的搜
救过程交织起来， 疏密有致， 动静相
宜， 制造出一种观影般的生动体验。 与
此同时， 作者用冷静克制却又潜藏激情
的笔触， 描绘出一位热情坚定的山野守
护者， 及其纯粹、 赤诚的灵魂。 但作者

无意将蓝迪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的荒野英雄， 也不打算将他的人生选
择奉为某种楷模， 而是用质朴平实的
笔触讲述了一个男孩如何成长为一个
与自然为伴的男人， 包括他的收获与
快乐、 困惑与矛盾、 欲望与烦恼。 人对
自然的情感、 人与自然的关系、 国家环
保政策的变化， 也一一展现在读者面
前， 带给人丰富深邃的阅读感受。

除了蓝迪本人， 作者亦将目光投
向巡山员群体。 巡山员多数时间过着
风餐露宿的日子， 收入微薄， 缺少福
利， 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 但巨杉和国
王峡谷国家公园却如漩涡般吸引着一

批批学生、 教师、 作家、 学者、 摄影
师、 艺术家前来做巡山员， 并且一待就
是十几二十年。 为什么蓝迪和他的同事
们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进入深山老林？
离群索居是为了逃离沉重的现实， 还是
为了寻找永恒的灵魂之乡？ 如果金钱、
名誉和安稳的生活不能带给人们幸福，
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对
此， 本书没有提供明确的价值判断， 而
是通过还原与呈现蓝迪及其同伴的人
生， 将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思考留给了
读者。

（《山中最后一季》 [美 ] 埃里克·
布雷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微书评

山野之子的
人生传奇

走马观书

《帝国之弧
———抛物线两端的美国与中国》
乔良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从金融角度切入讲历
史， 但却并非仅是一本历史类著
作 。 作者认为 ， 技术创造历史 ，
技术也改变历史。 互联网演变必
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 “去
中心化 ” 和 “去货币化 ”， 不可
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
大特权 ： 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 。
作者大胆预测： 互联网将摧毁一
切霸权， 美国之后， 再无帝国。

《偏爱学问》
俞可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该书饱含了
俞可平教授对中
国政治深刻的观
察 、 独 立 的 评
判 、 热 烈 的 关
怀 、 客观而冷静
的分析 ， 其中不
少文章是轰动政
学两界的好文 ，
更是理解当代中
国的一把钥匙。

《软埋》
方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五十年之间， 她从一
个乡绅的儿媳成为一个勤勉
慈爱的保姆， 从一个失忆的
女人变成一个沉溺于往事却
没有了知觉的植物人 。 然
而， 她的故事里包含了太多
的伤痛和宽容， 太大的失落
和满足， 太详尽的记忆和太
彻底的遗忘， 在走入安享晚
年之际， 这些都仍像梦魇一
般折磨着她……

《陈伯达传》
叶永烈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海内
外关于陈伯达的
唯 一 长 篇 传 记 ，
以 70余万字的篇
幅 ， 记述了陈伯
达错综复杂的 85
年历史 。 由中央
文献研究室和中
共党史研究室联
合审读 ， 全本内
地首次出版。

潇湘诗情

最初
的
鲜活

书香声色

电影淘金者

吴刘维

我超爱电影，几乎每晚要
看一部。但即便我看再多的影
片，也只是个电影丛林里的匆
匆过客，比不得谢宗玉。 谢宗
玉是电影丛林里孤独的守望
者，也可说是砍伐者。 他不单
看得多，思考得更多。

对待影片，谢宗玉更像是
一名冷酷并专业的大夫。先将
其脱光， 强行按倒在X光机
上，作全身透视，之后将它深
度麻醉，搁上手术台，开始从
脚到头地解剖，将深藏在血肉
之中的肿瘤、结肠、裂变细胞
等异物一一切割取出，然后一
针一线地将伤口缝合，最后把
它撂在留观室，让它自个儿缓
慢苏醒和疼痛。所以看谢宗玉
的影评， 常常比看电影本身，
更令我们心惊肉跳。

入髓的见地，无疑是他影
评的灵魂。他总能从一部经典
或独特的影片背后，发现一些
常人所忽略或根本未曾想到
的东西来。 他从《杀死一只知
更鸟》， 发现了民族改造的秘
方；从《狗镇》，发现了整个人
类价值观的颠覆；从《浪潮》，
发现了极权主义的可怖；从
《朗读者》，发现了被文明深度
催眠的个体；从《第九区》，发
现他人即地狱； 从《恐怖游
轮》， 发现了人生就是一截不
断重复的败史；从《战略特勤
组》， 发现了人文与政治的急
剧碰撞；从《超脱》，发现了文
明的来路与困局……他的这

些独到而深邃的发现，既是对
影片的深度解读和阐释，也是
对影片的延伸和完善，更是对
影片的改写和再次创造。透过
琐碎而繁杂的画面与细节，他
让我们看到了从影片背后发
出的一束束强光。这些不熄的
光芒，始终笼罩着生生不息的
人类，笼罩着在凡尘中苟且的
你我。

入扣的逻辑，则是他影评
的骨骼。 每一篇影评，都像是
在剥笋，由表及里，由点及面，
由此及彼，极其有序并递进地
呈现真相；也像是将满塘的水
一层一层地抽干，露出塘底的
草鱼鲫鱼、乌龟王八，甚至泥
蛇鳄鱼来。 在评说《锅盖头》
时， 他行文的逻辑是这样的：
一个民族的文明靠军队来维
护→军人在相邻民族的眼中
却是邪恶的，并且罪不可赦→
军队内部，教官对下属的兽性
训练是一种失败→而下属以
兽性的方式谋杀教官，则是对
人性尊严的最终维护→人性
扭曲成兽性后，心灵的弹簧再
也无法复原。评说《苦月亮》的
行文逻辑是这样的：不以繁衍
为目的的享乐型性爱，只能当
点心，不能当大餐，否则就是
一味毒药，使男女双方身心崩
溃→在这个享乐型性爱时代，
婚姻制度理当改革，至少婚姻
不应该被看作裁判性行为对
与错的法官→夫妻的结合，只
有不以享乐型性爱为主要目
的， 而是追求精神上的相融，
他们的婚姻才会走得更远。章
节之间，环环相扣，逻辑严密，
因而使得文章的骨骼结实而

强健。
入迷的语言，是他影评的

血肉。 谢宗玉的影评，既没有
论文格式的枯燥，也没有学究
文章的酸腐。他的语言，鲜活，
有力，散发出理性和智慧的光
彩。不妨看看他的表述：“与其
说第三个投无罪票的陪审员
真的认为男孩无罪，不如说他
是用无罪作为一种武器，为长
期被歧视的底层人们鸣不
平。 ”“大雪这时飘然而至，阿
玲婆如佛般端坐在青崖之下，
白骨与寒鸦之中，平静、庄严、
肃穆和豁达的面容，在一瞬间
击穿了所有观众的肺腑，一股
荡气回肠的崇敬感升腾在每
个人的胸膛。”“开车狂奔在别
人的路上， 让别人无路可走。
无拘无束得像要发疯。这种主
儿，怎么也看不出，身上装有
中规中矩的发条。”“你不是一
直觉得自己比原始人高明吗？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两者的区
别是什么：他，是一个懵懂无
知的自由人；而你，则是一个
会思想的奴隶！”“只有上帝知
道人类该往何处去。可上帝只
字不言。”……这样生动耐嚼、
饱含回味的句子，在文章中俯
拾皆是。

好的电影，总是焕发人性
的光芒。 好的影评，也总是让
人读之酣畅。 应该说，谢宗玉
其实是个电影淘金者。他费尽
心机，从经典电影里掏出一粒
又一粒金子，再将它们拢聚在
《时光的盛宴》这个盘子里，展
览给大伙看。 这些璀璨的金
子，看得我们两眼发直，但我
们也只能是看看， 并不能偷
拿。因为它们归属于谢宗玉所
有。 如此看来，谢宗玉倒是个
富翁，思想上的富翁。

（作者系小说家 ，湖南省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
《时光的盛宴———经典电影新
发现》 谢宗玉 著 九州出版
社出版）

运动之火
点燃历史血脉
———读《运动通史》

读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