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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部
上海别传

一微

《考工记》 是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
献， 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 王安忆写
《考工记》， 却是带着历史的长焦， 描述一位上海
洋场小开， 逐渐蜕变成普通劳动者的过程。

出身世家的陈书玉， 历经战乱， 回到考究而
破落的上海老宅， 与合称“西厢四小开” 的三位
挚友， 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 展开安稳人生。 然
而， 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 文弱青涩的
他们， 猝不及防， 被裹挟着， 仓皇应对， 各奔东
西， 音信杳然。 陈书玉渐成一件不能自主的器物，
一再退隐， 在与老宅的共守中， 共同经受一次又
一次的修缮和改造， 里里外外， 终致人屋一体，
互为写照。 半个多世纪前的“西厢四小开”， 各自
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 他们是千万上海工商业者
的缩影， 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沧桑注脚。

继 《长恨歌》 之后， 《考工记》 是王安忆书
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而“上海的正
史， 隔着十万八千里， 是别人家的事， 故事中的
人， 也浑然不觉”。

(《考工记》 王安忆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发大愿心
得大愿力

卢光琇

乔乔六年前是我的患者， 当时她走进了我们
医院， 通过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而成为了一位
幸福的母亲。 六年后再次见到她时， 她的双胞胎
儿子已经5岁了， 健康活泼， 而一同见到的还有她
的新书 《只为遇见你———试管婴儿妈妈孕育手
记》。 这本书是通过患者的视角， 用轻松诙谐的文
字讲述一个个与试管婴儿相关的故事， 她用非常
优美的语言分享自己的迷茫与快乐， 用有趣的漫
画讲解专业的医学知识， 让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
然， 非常适合所有想了解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
的家庭一读。

今年是中国试管婴儿30周年， 这30年里中国
每年有多达20多万的家庭通过这项技术拥有自己
的孩子。 这30年里， 我已不记得有多少新生命通
过我的双手孕育， 然后生长， 继而绽放， 而我们
所做的就是帮助这些因生育问题而困顿的家庭横
渡传承生命的深渊， 抵达家庭美满幸福的彼岸。
30年以来， 我们一代一代的医疗工作者不断地努
力， 已经攻关了许多医学难题， 而这些年我们医
院也引进了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 保持了医院在
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 “试管婴儿” 的
妊娠率亦在逐年上升。

每一名医学工作者， 都得有“精诚仁朴” 之
心， 既要有精微之心， 精勤不倦地学习和研究学
问， 又要医德高尚， 有一颗仁爱之心。 每一名走
进我们医院的患者都曾历经坎坷， 她们渴望孩子
的心比任何人都急切， 但她们的求子之路又比任
何人都要艰难， 我们没有理由， 也没有资格， 去
漠视她们的感受。 本书中的那一个个故事只是中
国几千万有生育障碍的人群的一个缩影， 乔乔作
为一个亲历者更多的谈的是做试管婴儿这一周期
的心路历程、 身体感受和情绪状态， 可以唤起更
多的人对试管婴儿家庭的关注， 对经历了这一过
程的女性的关爱， 同时唤起大家对环境的保护，
以及对自身的身体健康、 压力管理、 健康孕育等
方面的重视，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发大愿心， 得大愿力。 我坚信， 只要心中有
爱， 就一定会创造奇迹。

我愿将我的一生奉献给让中国每一个家庭都
能生育健康宝宝的事业， 实现父亲卢惠霖一生的
优生梦想！

伟大的母亲们， 我爱你们。
（《只为遇见你 试管婴儿妈妈孕育手记》 乔

乔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湖南人的精神》
蔡镇楚 著 岳麓书社

此书分为五章， 分
别以 “神农故里” “屈
贾文脉 ” “道南正脉 ”
“奕代风流 ” 和 “三湘
四水” 为总目， 以诗化
之笔 ， 传承神话传说 ，
描述历史风云， 讲述湖
南故事 ， 评骘风 流 人
物， 描绘三湘四水， 张
扬湖南人的精神气质 ，
文字优美， 图文并茂。

《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回眸历史 ， 横看
东西 ， 本书以 “基层
组 织 ” “财 政 金 融 ”
“世界大势” 为三个支
点 ， 重新审视了公元
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
史进程 ， 回答了 “近
代中国何以落伍 ” 的
问题， 并进一步指出：
理论与现实结合 、 政

治与民众结合 、 财政金融制度与生
产发展和民生结合 ， 乃是中国复兴
和中国道路的三个关键点。

教书译著
两相宜

秦羽墨

近日， 湖南文理学院教师程一身获得第五届中
国当代诗歌奖 （2017-2018） 的翻译奖。 其译著德
里克·沃尔科特诗集 《白鹭》 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重
印， 本月内可望面世。 在“修订小记” 中， 他写道：

“此书出版后， 得到许多诗人朋友的好评。 诗人赵卡
在内蒙古大学举办了一次关于 《白鹭》 的讲座， 盛
赞 《白鹭》 让他重新发现了中文之美。” 《白鹭》 的
确是一部近乎完美的诗集， 正因其完美， 才让译者
如履薄冰。 程一身说 《白鹭》 历时一年才译完。 只
此一句， 就知道事情的艰难。 如今， 该书再版， 除
了作品本身的伟大之外， 也充分说明了译者的高明
眼光。

《白鹭》 和他译的另一部著作 《坐在你身边看
云》 有很多相似之处， 它们都是孤独之音。 精致，
无用， 而美好无比的孤独。 前者是诗人沃尔科特临
近80岁的封笔之作， 而后者， 作为诗人的佩索阿经
常虚构假名字， 自己给自己写信， 他长期活在自己
的世界里。 当然， 两者的内部构造有着天壤之别，
《白鹭》 密集的物象排列， 复杂的句式以及处在晚年
心境下作者对语言的苛刻要求， 这些都对译者制造
了莫大的麻烦。 面对如此完美， 而难度巨大的作品，
恐怕不止是推敲了， 在那一年里， 程一身对脑海里
积存的汉语词汇， 像不可饶恕的罪犯一样， 谨慎筛
选， 生怕用错一字一词。

两部作品也有共同之处， 那就是清澈， 清澈之
物， 没有泡沫， 这也是译者多年坚持的诗歌追求。
大约正因为如此， 他才选择了它们作为翻译对象。
要知道， 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创作， 它的每一个字句
都会打上译者自己美学脾性和创作体温， 一个人只
有遇到自己欣赏的景色才能触动内部神经， 也只有
听见契合自己心境的音乐才会不自觉跟着唱和， 这
是一种美学的双重选择， 他一定是从那些作品里看
到了自己的表达冲动， 才想着着手转化。 作为译者
的程一身， 遇到沃尔科特和佩索阿是偶然， 翻译它
们则成了必然， 在某种契机下， 他们彼此一见如故
了。 这是一种美好的遭遇。

我无意拔高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要承认的是那
个人所做事情本身具有的价值。 翻译是一件崇高的
事业， 也是一件苦差事， 与其说是在为读者作嫁衣
裳， 不如说是在用另一种语言替他人分娩， 让异域
文化的孩子降生到新的国度。 中国近现代文学可以
说是直接肇始于西方经典作品的翻译， 一名优秀的
译者远比一名好作家还要难得。 程一身无疑是一名
优秀的译者。 近年来， 他致力于诗歌、 诗论的翻译，
先后翻译了佩索阿、 沃尔科特、 布罗茨基、 米沃什
等人的作品， 撰写了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为新诗
赋形》 等。 与此同时， 也从来都没停止过诗歌创作，
和当下很多浮躁的诗歌创作者不同， 他的创作自始
至终都是安静的， 在当下喧嚣异常， 急功近利的环
境中， 这种翻译、 创作的状态显得难能可贵。

程一身本名肖学周， 2004年从北大毕业来湖南
文理学院任教。 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文史学院最受
欢迎的老师， 因其独特风范和深厚学养深受学生喜
爱。 他在微信上传过课堂讨论录音整理稿， 与学生
一起分析李少君等当代诗人的诗作， 这种上课方式
高明而有效， 远不是死板的照本宣科所能比。 能做
他的学生， 确实是幸运， 他从来没把课堂仅仅当作
课堂， 而是视为对艺术的一次次重新认识。

最后， 用 《白鹭》 里的诗句作为结尾， “我们，
如此/着迷， 几乎不能说话”。 说再多， 都不如阅读
他笔下的作品来得直接。

吴昕孺

六年以前，我和张战老师不仅是“陌生
人”，而且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当然缘
于我的孤陋寡闻，不过张战老师也把自己藏
得紧紧的，就像被糖纸裹住的一枚糖果。 她
常穿青色衣裙，她的第一本诗集名曰《黑色
糖果屋》，是不是既形象，又贴切呢？

2012年7月， 谢宗玉刚刚调到毛泽东文
学院，主持湖南作家网，这位以散文名世的
作家很重视诗歌，他大张旗鼓地推出“湖南
实力派诗人及其代表作”， 我就在这个栏目
与张战不期而遇了。 她那组写西藏的诗“打”
到了我，因为我2008年也去过西藏，很多感
觉借由她的诗句，竟奇迹般地复原、还魂。 张
战的《西藏十章》之所以富有感染力，是因为
我看过的其他写西藏的诗文，包括我自己写
的，都只是“西藏诗”。 而张战，既沉溺，又超
然；既在场，又迷离。 张战或许也曾如同无数
游客，震撼于雪域高原的美，不停地追逐和
拍摄，恨不得把整个西藏都带回家，但当她
铺纸落笔， 要写这组关于西藏的诗歌时，所
有热切都归于冷静， 所有绚丽都皈依朴
素———张战的内心似乎有一种强大的炼金
术：

“唐古拉的茫茫冰川/平展柔软/风吹不
动//像父亲写字用的宣纸”

“在大昭寺/我跟着一个转经的女人/太
阳使我眯缝起眼/她后面跟着她的孩子/赤
脚，流着鼻涕/又冻又饿/嘴唇乌青//菩萨/我
该不该蹲下来擦干净她脸上的鼻涕/去给这
孩子买一双鞋”

“那被宰杀的羊倒在雪里/人们把雪踩
成灰黑泥浆/雪还在下/羊的头抬起又垂下/
脖子/没有气力了/它的毛一绺一绺，又湿又
脏”

不说世界，西藏至少是中国最“白”的地
方，雪峰连绵高耸，冰川奇丽炫目。 但那是相
机里的西藏，不是诗人笔下的西藏。 诗人张
战与日常生活中的张战时常判若两人，诗歌
既是她头上的银簪， 又是她手里的飞镖，她
写诗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相机里装满了白
皑皑的雪景照，诗歌中呈现出来的却与之形
成鲜明对照。 究其原因，我只找到了两个字：
慈悲。

佛教净土宗弘扬“无缘大慈， 同体大
悲”， 正好契合了一名诗人应该具有的心性
与情怀。 张战见证了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转
型、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己的人生同样载沉
载浮，跌宕起伏。 很多人羡慕张战并觉得不
可思议，一个阅尽沧海的人，何以能保持如

此自然的童趣和童真？ 因为，她
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要以正确的

方式，爱自己，爱他人，爱所有的事物。
所以，在《陌生人》中，她才会哭：“我哭/

哭那些被鸟吃掉了名字的人/被月亮割掉了
影子的人/被大雨洗得没有了颜色的人/那
些被我们忘记了的人/那些我和一样/跪下
来活着/却一定要站仰望星星的人”

在软弱的时候，她什么都“买”：“买下我
的结局、我的开始/我盲人一样的命运/买下
对我的怜悯， 对所有人的怜悯/万物皆有归
宿/哪怕一粒微尘”……

因为爱，因为慈悲，张战培养了自己独
树一帜的勇敢。 还记得2017年，我们一同在
湖南师大与黑蚂蚁诗社成员交流诗歌，张战
在台上用美妙的童音和微笑告诉大学生们：
“诗歌应该勇敢，必须迈向真理。 诗歌或许能
让我们得到救赎。 ”张战的“勇敢”并不表现
在大砍大杀、冲锋陷阵方面，那完全不是她
的风格。 张战的勇敢是直面和坦诚，是拒绝
与包容。 再勇敢的诗人，他的武器也只有诗
歌。 有时，我读张战的诗歌，就像看到一只小
蜜蜂———小蜜蜂嘤嘤嗡嗡地飞呀， 飞呀，它
不辞劳苦地采花粉、酿蜜，然而，它保卫自己
和它的家园、它的世界的，仅有一根刺。

“一棵树把另一棵树拉进怀里/簌簌落
下了露水/多凉啊/过些天 ， 露珠会变成白
霜/就像揉碎的月亮/突然一只鸟叫了/清晰
地喊出我们的孤独”（《清晰地喊出我们的孤
独》）

“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就是那彼岸让
我害怕”（《密印寺听〈心经〉》）

“我的叶子越来越少了//明年春天你又
会有新叶子的//不要 ， 我只要我那些旧叶
子”（《与树说》）

张战的诗歌是一种奇妙的雌雄同体，她
像小女人那样表达自己的软弱、 害怕和孤
独， 同时总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强大力量，将
她自己振拔与救赎出来。

比如《米饭》，诗人从爷爷说起，然后写
父亲和哥哥，再写“今年春天”自己的一场
病， 难道是受家里那位著名小说家的影响，
写起了叙事诗吗？ 不是，张战在简洁的叙事
过程中，像注射一样，缓缓推进情感的力量。
她用短句和分段将节奏控制得极好，一点点
扎进去，伤感的回忆，柔弱的倾诉，近乎断肠
的提问，一直让情感之河既不泛滥，也不断
流，直到结尾“那天傍晚/我扒一口米饭/眼
泪流下来/一粒一粒地/我喊出了每一粒米
饭的名字”———一下就直捅入你的灵魂深
处，让你忍不住泪流满面。

张战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看上去甚至
略显松散、浅白，但必能在关键处劲道十足
地给予致命一击，这种隐含于柔韧之中的爆
发力，即便在优秀的男诗人中间，也不多见。

慈悲使张战具有了不一样的力量，使她
能以自己的方式做人、 写作。 她于是成为
十分罕见的那种人： 代表着我们时代的精
神、气质、品位与趣味，却从不显山露水，仿
佛一颗最为饱满成熟的果实，隐藏在密集的
枝叶间。

张效雄

由盛伯骥主编的 《中国电视文艺通论》 一
书， 最近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 本书研
究的课题， 是中国电视影视界未曾做过的大
事， 是一项很值得称道的开创性的工作。

自1958年开始， 中国有电视台至今正好
60年。 中国电视从第一天播出时， 文艺类节目
就占据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国电视文艺也就
有了60年的历史。 为60年的电视文艺作个论
述， 是本书的宗旨与任务。

2017年仲夏， 来自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艺
术评论委员会的专家们聚首长沙， 对如何推进
中国电视艺术批评开展理论探讨。 我有幸参加
了这次讨论会， 深受感动。 几天之后， 这个委
员会的专家们决定编写一本 《中国电视文艺通
论》， 向中国电视60周年献礼。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
聚合了一个多素质、 多功能 、 多知识的新时
代影视评论团队 。 其中不但有中国电视文
艺界元老级人物， 也有中国电视文艺新军
中的优秀者 ； 不但有中国电视文艺的研究
专家， 还有中国电视文艺研究领域的知名学
者。 在充分议论的基础上， 集思广益， 博采众
长， 写出了这部影视艺术新论。 这是本书的精
彩之处。

本书不但从影视文化的影视艺术的历史与

沿革、 特质与发展中等方面进行论述， 而且还
从我国各时期的政策影响、 环境影响、 人才影
响、 市场影响、 产业影响以及融合影响， 综合
论说我国电视文艺的基础性、 成长性以及方向
性。 不但注重各自的观点表达， 还十分注重各
自章节的文献感、 数据性的信息量。 全书“干
货” 俱多， 摒弃了传统艺术评论专著的编辑思
路， 成了新时期影视艺术评论的开拓典范。 这
也是本书成为业界经典著作的缘由之一。

本书的策划者、 写作者均来自电视媒体，
实践体验甚深。 这部论著是一本各篇章风格各
异、 角度各异、 观点各异的新时期影视艺术通
论。 全书以其非线性组合方式， 从多种文化视
角、 社会视角以及个体视角来系统地审视了中
国电视文艺60年的历程、 60年的艰辛以及60
年的丰功。 它不但是一部跨世纪的论说， 也是
一部实践者的心得， 更是一份智者的精粹。 它
不是在于从理论家、 评论家以及批评家的角度
对业界指手画脚， 而是希望给电视媒体一线人
员一些创新指向， 也给学院老师一点研究体
验， 甚至可以作为热忱电视学问的人们工具手
册或数据范本。

盛伯骥， 现在是中国视协艺术家协会评论
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湖南省政府
参事。 盛伯骥作为本书的策划者和重要撰稿
人， 主持完成了一部很有理论创新和现实指导
并举的著作，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潇湘诗情

张战：慈悲的力量

读有所得

电视艺术评论的
创新经典之作

好书导读

走马观书

特别推荐

微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