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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男人： 莱昂纳德·科恩传记》
西尔维·西蒙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如果我不是迪伦 ， 那么我
想做科恩。” 这是刚刚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鲍勃·迪伦曾说过的话 ，
而他想做的莱昂纳德·科恩 ， 于
2016年11月10日去世， 享年82岁。
这位民谣界的传奇歌手 ， 被称为
“摇滚乐界的拜伦 ”。 这本书老到
地叙述了科恩艺术生涯的转变 ，
捕获了他复杂性格中每一面的实
质， 是向一位艺术家的精心致敬。

《唐诗宋词里的趣事》
季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选取了中国古代诗词创
作最为繁荣的唐宋两朝作为时代
背景 ， 收录数十首名家名作 ， 选
取不同的视角来阐释 、 解析当年
与这些诗词有关的人或者事 ， 令
人耳目一新。 作者是知名的教育
专家 ， 他以新颖的视角 ， 多方位
还原 、 展现相关诗词作品的创作
历程， 文字简洁明快， 深入浅出。

《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英] 彼得·弗兰科潘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两千年来 ， 丝绸之路始终主
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不同种族、
不同信仰、 不同文化背景的帝王、
军队 、 商人 、 学者 、 僧侣 、 奴隶
往来在这条道路上 ， 创造并传递
着财富 、 智慧 、 宗教 、 艺术 、 战
争 、 疾病和灾难 。 作者是牛津大
学历史学家 ， 他指出丝绸之路的
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 ， 也
是人类文明耀眼的舞台 ， 它不仅
塑造了人类的过去 ， 更将主宰世
界的未来。

《浮城纪》
章缘 著 花城出版社

穿越三座喧嚣繁华的都市 ，
遇上 19个怅惋幽微的爱情瞬间 ，
总有一种滋味能够打动你的内心。
作者长于台湾 ， 留美多年而今长
居上海， 小说融合了上海、 台北、
纽约三座城市的情致与韵味 ， 深
入探索欲望的涌现和情感的流向，
是作者写给现代男女的爱情笔记。

崔文华

《老子》 问世后的两三个世纪
里， 它与其他诸子学说一同经受着
人间实践的检验。 到汉代初年， 国
家注重大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 治
国者从老子学说中受到很多启示，
遵从黄老之术以治国， 为西汉帝国
带来了文景之治， 《老子》 哲学的
治世价值开始显现。 同时， 《老
子》 哲学的修性养生价值也得到深
化认知， 这在长沙汉墓帛书 《老
子》 的出土中得到了实证性验证。

自汉代开始， 从官方学府到民
间学者， 对老子的研究日渐广泛和
深入。 到19世纪末， 中国传统学术
对老子的研究性著述已经是汗牛充
栋。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
西方对老子的研究也有所开展， 并
为中国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他者”
视角。 但东西方的老子研究通常都
是在传统所习惯的五千言分八十一
章的框架下展开， 或者是字词训
诂， 章句诠释， 或者是义理推论，
思辨演绎， 各成其说。

普朗光先生既不依循传统， 也
不傍从西学， 而是独辟蹊径， 把五
千言 《老子》 重做点断句读， 分剖
归类， 竟成六十四章 《道德经》，
使得这部中华元典呈现了不同往昔
的文本面貌。 这不是单纯的字词训
诂， 段读章裁， 而是源于视角全异
的思辨阐释， 为两千多年的 《老
子》 研究别开生面。

《老子》 原文的每一句话在
“新版” 中都获得了新的语义和哲
思； 每一个段章在新的位置上都出
现了新的诠释可能性。 新的逻辑架
构便是： 由道而生知， 由知而生
德。 道、 德、 知衍生上善之道、 柔
弱之道、 理国导政之道， 御民治兵
之道、 养生久视之道等等。 《道德
经》 仅以五千言篇幅， 直指人世哲
理内核， 直达大道真相， 教人以上
达天道国事、 下揭人类本体奥秘的

上乘大法， 从中可以体会“大道至
简” 的原理。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着眼点
是， 普朗光先生以大乘佛教诠释老
子学说的理论努力。

八九个世纪之前， 宋代学者曾
展开“以禅释儒” 的研究工作， 打
开了一片令后世“脑洞大开” 的境
界。 普朗光先生的“以佛释老” 也
可作如是观。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把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一段时间称为
人类的“轴心时代”， 说是在这个
时段里， 西方产生了柏拉图、 亚里
士多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巨人，
东方产生了老子、 孔子、 释迦牟尼
等一批伟大思想家。 他们的原创性
思想成果是此后两千多年间东西方
的文化原点。 这些各居东西方的思
想巨人尽管“素不相识”， 但他们
的思想由于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基
本规律” 和根本性价值观而具有相
通性。 把他们放在“同一思想平
面” 展开“共时性” 的比对性研究，
是可以获得丰富启示的。

普朗光先生的研究把 《老子》
精义与大乘佛教经典 《楞严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中的上乘
禅法相比对， 力图在互释中揭示大
道真理， 是值得肯定的学术努力。

学术之道就是筚路蓝缕， 以启
山林之道。 创新是保持学术生命的
永恒之道。 当今中国正在鼓励全方
位的创新。 值此之际， 普朗光先生
的工作尤其值得肯定 。 “新版 ”
《老子》 的诸多新解， 当会给21世
纪历史文化位置上的 《老子》 研究
带来广远的阐发空间。

（《道德经归元真经》 普朗光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李鲁平

湖南女作家赵燕飞是一位城市
化时代的同行者、 记录者。 她小说
中的人物大多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
宏大叙事下的有典型身份特征的人
物， 都是被城市化横扫的各种普通
人； 这些人物的命运也不同于我们
习惯了的有历史遗迹的命运， 她写
的人物大多都没有确定的未来， 往
后， 他们被从故乡的土地上抽离，
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栖身， 往前，
他们被流放在无法预知的现代化世
界里， 在时间当中没有把握地活着。

赵燕飞的新作 《组团去天堂》
以一种近乎不可信的构思， 把在都
市谋生的不同人群放置在一辆公共
汽车上， 共同经历一场疯狂的夜间
冒险， 从中呈现不同质地的都市生
存面貌， 在生生不息、 百折不挠的
挣扎中发现可贵的温暖和希望。

在平安夜， 两个互不相识的青
年“素颜” “剑眉” 装扮成圣诞老
人， 在派送礼物的过程中不期而遇。
两个人商量后决定寻找人群聚集之
处， 看谁最先送完圣诞礼物， 却鬼
使神差上了停车场一辆公共汽车。
对曾经以驾驶巴士谋生的“剑眉”
来说， 开动公共汽车不难， 难的是
不知道往哪儿开； 对“素颜” 来说，
这世界什么都是困难的， 最困难的
是已经不想回答这个世界的提问。
这样一辆漫无目的的公共汽车在平
安夜的游荡， 使得这一故事一开始
就具有了当下性。 它启示着作品一
开始就聚焦着当代的某种精神和心
理症候。 人们在现代和繁华的世界
中， 其实很多时候是茫然的， 他们
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活成了这样，
既不想提问， 也不想回答。

在公共汽车一路狂奔的途中，
他们先后捎上了一对中学生情侣、
一个在路边喝闷酒的“金鱼眼”、 在
娱乐城门口已经喝醉了的时尚女人
“紫貂”、 两个脏兮兮的流浪男人
“乱发” 与“纸片”。 这群在平安夜

四处游荡的心灵对未来的去向看似
有天壤之别， 比如中学生情侣的答
案是公共汽车开往哪里就去哪里。
这是青春的浪漫 ， 只要有爱情 ，
对未来就毫无畏惧和恐慌。 “紫
貂” 的回答是最想去地狱。 这是来
自情感失败 后 最 绝 望 的 反 映 。
“金鱼眼 ” 的回答是去天堂， 他仍
然怀有梦想， 期待被拯救。 “乱发”
与“纸片” 的回答是只要有吃有喝，
去哪里都行。 这是另外一种无所畏
惧， 因为一无所有， 所以不惧怕眼
前的以及即将面临的所有。 实质上
这些不同的回答有着一致的状态，
迷茫、 无所谓、 屈服、 挫折、 被生
活抛弃……

这是现代性特质的日常景象。 公
共汽车中这群在平安夜无处安身的
“乘客”，都是有着内心困扰的当代性
个体， 他们或多或少都等待着在今
夜，公共汽车会带给他们人生的奇迹
或生活的新契机。 所以，他们喊出了
“组团去天堂”的口号。 这是中篇小说
《组团去天堂》最令人兴奋的着眼点，
它以调侃、玩世、幽默的方式，切入了
普通人生存的艰难以及他们羞于说
出的不堪。 小说最后，不是失业就是
失恋的“素颜”的豪饮和歌唱，“金鱼
眼”自杀并爆出因以五倍杠杆炒股而
倾家荡产……这些不断折腾、无谓消
耗的婆娑人生，便是最不堪回首也难
以启齿的。

尽管如此， 在鬼魂游荡的坟地，
他们依然会镇静地仰望并相信牛郎
星和织女星， 让我们看到了人不仅
有无奈、 暗淡、 慌乱以及犬儒的一
面， 人还具有神性或超自然的光彩，
比如尊严、 勇气、 坚韧、 诗意、 自
爱、 爱人， 等等。 生存于溃败而不
言屈服， 这是现代人得以被救的细
微而夺目的希望之光， 也是真正的
精神和心灵的“天堂”。 由此， 《组
团去天堂》 获得了一种复杂的意味，
它既生动呈现了现代性的强大力量
和人的渺小， 同时又高举了人的伟
大价值和合目的追求。

周实

湖南作家吴昕
孺最近出版的长篇
小说《千年之痒》，
我是把它当作“自
传”来读的，既看作
他的生活史也看作
他的心灵史， 或者
他这一代人的。

这是他第三个长篇了。 我没看过前两部
《高中的疼痛》和《空空洞洞》，但我能够想象
到这第三部应当是前两部的“正－反－合”，
或者“螺旋式上升”了。小说写了些什么呢？书
的勒口上这样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叫乌去纱
的书生，跨越少年、青年，直抵中年门槛的生
活历程。 以一个人一座城市为线索，展现了
20世纪和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其
间，既有少年的梦想又有青春的歌哭，既有
婚姻的无奈又有事业的困惑。 悬疑贯彻始
终，情爱纠缠不清。 乌去纱十多年的苦苦寻
找，他找到了吗？ 他找到的又是些什么呢？

是崩溃！
是那双美好动人的眼睛变成了两个深

深的黑洞！
于是，时间停滞了。
于是， 你也随主人公或者作者一齐感

叹：“真正的觉悟永远与迷茫同在！ 阳光是这
个世界的脸，阴暗是这个世界的肾！ 你所处
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 哭泣是一件美好的
事情！ ”

人生就是这样矛盾， 人性就是如此复
杂。

小说是好看的，却并非“通俗”的，字里行
间充满了对社会的认真思考与奇妙的幻觉
想象，这就是所谓“纯文学”所具有的特色吧。
“纯文学”相对于“通俗文学”“纪实文学”“科
幻文学”或“类型文学”，就是它既非“纯写
实”，也非“纯想象”。 它总是来回地穿梭在想
象与现实的世界之间，虚幻与真实的边缘之
上。 它要有现实感却又不能局限于现实，它
要有想象力却又不能胡思乱想。 它是这两者
结合的产物。 这两者结合得越是好，艺术的
表达也越好。

吴昕孺在写作时很明白这一点并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 正是因了这一点，他才把我
说的这部“自传”弄成了一本“纯文学”。

（ 作者系原《书屋》主编。 《千年之痒》吴
昕孺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

向丽

1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迎来了30
周年社庆， 作为向社庆献礼的一部巨作是
四卷本的 《杨先让文集》。

为什么要向这位老人致敬？
80后还在襁褓的时候， 他已经在中央

美院创建了“民间美术系”， 把民间艺术
提升到学院体系中观察、 学习、 创作……

80后成长时， 他已经带队14次走完了
黄河， 对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理出了一条
新的脉络， 完成了一部被黄永玉称为“震
傻了” 的 《黄河十四走》 ……

当90后刚刚步入这个世界， 他则在海
外宣传中国的民间艺术， 认为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家应该“以我为主” ……

今天的年轻人， 不管是80后， 还是90
后， 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也许听说过
他的老师： 徐悲鸿、 李苦禅、 董希文、 蒋
兆和、 吴作人……

也许听说过他的同事和朋友： 顾毓
琇、 周汝昌、 黄永玉、 侯一民、 钱绍武、
郭兰英、 郭淑珍……

也许听说过他的学生： 徐冰、 陈丹
青、 吕胜中……

杨先让是徐悲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后
的第一届学生， 那是中央美院最为星光熠
熠的时光。 岁月缓缓流淌， 在一个甲子之
后， 作为后辈的我们或许已经无法感知当
年中央美院的风采。 这套 《杨先让文集》
中， 艺术家杨先让展示了其另一个身份：
记录者。 他用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
美院及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

那些事。 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情感的自
然释放， 都是他内心深处对于每一个人物
最真挚的情感。

杨先让同时也是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先驱。 上世纪80年代伊始， 杨先让
就把视野放在了中国底层的民间艺术上，
他首先主持年画、 连环画系， 继而在1986
年， 他又在中央美院创办“民间美术系”。

在当时， 许多人看不到民间艺术的重
要， 更有一些人为杨先让自己的艺术生命
考虑， 认为其这些举措是不值得的。 然
而， 杨先让早已经有了长远、 周详的计划
与目标： 他梳理中国艺术体系、 中国民间
艺术体系、 西方艺术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
成立“民间美术系” 后， 也是在1986年，
杨先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开始了黄河
考察！

在4年之中， 他领队下乡14次， 从黄
河发源地到出海处， 前前后后， 风尘仆
仆， 历经8省， 在100多个县镇考察， 收集
到几千张照片， 一部45分钟的 《大河行》
纪录片， 和30万字的文章， 由汉声出版社
出版成三册一套的 《黄河十四走》。 杨先
让把这套 《黄河十四走》 带给黄永玉的时
候， 黄永玉称自己被“震傻了”： “杨先
让 《黄河十四走》 这一走， 就好像当年梁
思成、 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 罗
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 叶恭绰龙门的那一
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 社会
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黄河考察， 杨先
让终于在西洋画体系、 中国画体系之外，
带动完善了民间美术的教学体系。 用他的

话说： “民间艺术是一个庞大的造型世
界， 实实在在与广大的庶民共存了数千
年， 并自始至终地沿着自己的规律去进行
创造， 发展成一深厚而丰富的艺术体系。
我们必须加紧发掘研究这份民族文化的宝
藏。” 他还说： “我庆幸中国的美术院校
教育， 不只有西洋画体系、 中国画体系，
还有民间艺术体系， 这是我们的优势。”

后来， 杨先让在美国十余载， 他不断
参观国外美术馆、 艺术家的展览， 并在多
次艺术交流后恳切地说： “中国美术界绝
不可妄自菲薄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当
然也没有权利自傲。 好的要学， 根据自己
的国情、 自己民族的审美要求， 走自己的
路。 那样的话世界美术界的龙头马首， 也
就是‘领军’ 地位， 也许唯中国莫属了。
这是我越来越坚信不疑的信念， 尤其近几
年我常常回国， 深感中国美术界人才辈
出， 虽然有良莠不均的现象， 却有无限希
望。” 在与温家宝总理的通信中， 他提出
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家要“以我为主”。

杨先让真切的言语， 不仅着眼于艺
术， 更着眼于历史与未来。 他的写作， 不
是呆滞的记录， 或是骄傲的训导， 而是切
身体会。 他的挚友黄永玉赞叹： “在这狗
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
就是杨先让。” 杨先让用他的行走， 不仅
重新书写了20世纪的美术史， 更是用行走
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

四卷本的 《杨先让文集》， 是一个人
的中国百年美术史。

（《杨先让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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