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读中国史》
张宏杰 著 岳麓书社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全新力作，集二十年思考之大成。
书中，作者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
的大背景之中，为读者打破朝代
顺序，提炼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扫
除历史认知盲点，拆解历史大问
题，聚焦历史背后大规律，从而构
建中国史的整体概念。

走马观书

《致江东父老》
李修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得主继获奖作
品《山河袈裟》之后的全新散文
集。全书约20万字，收录有《三
过榆林》《我亦逢场做戏人》《不
辞而别传》等十几篇散文。作者
写力量，勇气，情义，为世上那
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 建一座
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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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下午，长沙乐之书店天心店，耄耋之年的“国宝级文学家”王蒙，带来他
“写给世界的情书”。

“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王蒙《生死恋》新书分享会暨文学对话”现场，原
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名誉主席王蒙先生，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编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及中国作协全委、湖南省作协名誉主
席、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何立伟，就王蒙新作《生死恋》，展开了一场文学对谈。

“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一个86岁的人怎么写爱情？他们这
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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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在微小说领域深耕几十年，做了大胆
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几年，他在
创作微小说的同时， 思绪常常逃逸到诗歌里，
不仅尝试创作诗体微小说，更发挥其极善于捕
捉现实生活细节和稍纵即逝的灵感之优势，将
五光十色的生活酿成了诗。 继2017年第一部
诗集《凝视》公开出版之后，近期又将推出他的
第二部诗集《黑鸟》。

诗集以“黑鸟”为题，并将“黑鸟”一诗放在
首篇，值得细细品味。诗歌开头劈空而来，一个
特写：

摆开马步 拉开弹弓 瞄准
弹丸箭一般射去 我家屋后
那棵高高的苦楝树上
黑鸟惨叫一声 落地

这是一个猎鸟的场面，姿势和动作极富画
面感，画面本身也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但是短
句子，快节奏，又有黑鸟的惨叫声穿过画面而
来，视觉冲击的同时又带来听觉冲击———这个
画面对乡下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可接下来的一
小节却出人意料：

父亲满脸怒容 冲向我
一把夺过弹弓 折断
又冷不丁地 扇了我一记
响亮的耳光
小混蛋 谁让你射
他可是———你爷爷的魂灵

“满面怒容”、“冲”、“夺”、“折”、“扇”，一连
串动作生动地呈现了父亲的愤怒程度，对他的
打骂以及警告，“我”并不以为然，可是父亲却
“长跪于那只鸟前”并“沉痛地 掩埋了那只鸟”。
其实诗歌到这里也可以结束，然而，诗人却写到
了后来：

事后我也悄悄 落了很多泪
忆起儿时的恶作剧
我至今心疼 懊悔 想大哭
父亲留不住 像爷爷一样 走了
父亲的魂灵也会像爷爷一样
变成一只黑鸟吗

我成长了，读懂了父亲，我“心疼”，我“懊
悔”甚至“悄悄落了很多泪”，可是父亲“留不
住”，“我”常常疑惑：他也会像爷爷一样变成一
只黑鸟，守护我们的家么？那种对生命无可挽
留的悲哀溢于字里行间。若将此诗当做抒写儿
时猎鸟被父亲训斥，年长后又幡然醒悟并怀念
父亲之诗来读则嫌肤浅，诗人将此诗辑入“家
国情怀”应是另有匠心。千百年来，我们的祖辈
在此繁衍，他们不懂环境保护的大道理，却始
终对大自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并用一种特殊
的方式代代相传。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
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
大格” 。意思是凡知道畏惧的人，必言谨身正，
说话有分寸，行为不冲动，虽偶尔有些出格之
处， 但不会出现大的过失。是的，心有所惧，则
行有所循。正因如此，才有世世代代的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可是今人会懂吗？诗人赋予“黑
鸟”这一意象以特殊的内涵，留给人久久的余
韵。

戴希打破文体限制，有意或自觉地将微小说
的技法引入诗歌创作。《黑鸟》 可以说截取了生活
中的一个断面，情节、人物———人物的神情、语言、
动作，都是小说具备的要素，并运用第一人称，增
加了亲历性和纪实感。

（《黑鸟》戴希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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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些绞尽脑汁， 一心望子成龙的父
母更应看看这本书———自从打定“挨一百个
炸弹，我也不回头”的主意，欧阳予倩便不顾
长辈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踏上戏剧之路。
无论艰辛和危险， 他总是像一架永远上满发
条的钟表，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着他所热爱
的事业。

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戏剧大师欧阳予倩，
一生编、导、演剧目总计157部，平均每年编、
导、演剧目近3部。这还没刨掉新中国成立前，
他长期辗转于国内外许多地方所耗费的时
间。欧阳予倩自谦“只想当好一个伶人”。他并
非“科班”出身，十八班武艺全是多个老师传
授；他的京剧旦角水准与梅兰芳相抗衡，素有
“北梅南欧”之誉，并因南通首次同台献艺而
轰动一时；他对传统京剧、粤剧、桂剧改良作
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他对戏剧人才培养模式
大胆改革，力推美育，为近代戏剧人才培养奠
定了重要基础……

今年是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 由中央
戏剧学院教授陈珂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罗
如圭合著， 以欧阳予倩为题材的长篇历史传
记小说《欧阳予倩：传奇时代的传奇伶人》在
湖南出版。粗略统计，本书出场的有名有姓人
物不下百余人，包括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
李叔同、梅兰芳、田汉、马君武等诸多名人，涉
及地点包括北京、长沙、日本、上海、汉口、香
港、广州、桂林等数十个。每个人物每个地点
的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性格饱满跃然纸上，凡
此种种，足见史料搜集就是一项浩繁的工程，
也难怪罗如圭称他为本书足足准备了10年。

本书序言中指出， 欧阳予倩的经历，“预
示着中国一个传奇的时代， 真正现代的文艺

复兴时代———现代的思想、现代的人格、现代
的品性、现代的艺术、现代的审美开始了”。同
所有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过厚重足印的名人一
样，欧阳予倩之所以热爱戏剧，乃是从小养就
的“本性”。在家乡戏剧班子启蒙老师“若兰”
的带领下，欧阳予倩很快成为京剧年轻的“票
友”。留学日本后，在李叔同的带领下，他又迷
上了话剧， 再后来他把现代话剧与京剧进行
了融合尝试，并收到不错效果。

欧阳予倩在戏剧道路上好像连连遇到
“贵人”，实则是他热爱的结果。自踏上戏剧之
路起，他便面临收入微薄、生活贫困甚至不得
不带领家人躲避战乱的窘境。但他不管不顾，
依然坚守自己的戏剧理念，坚决反对唱堂会，
坚决反对一些戏剧班子为逐利而迎合低级趣
味，坚持艺术至上，大力推崇戏剧审美文化，
坚持认为戏剧应该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
所有的反对与坚持， 倘若没有强烈到足以舍
我的热情， 又怎会一次次将唾手可得的诱惑
拒之门外？

本书所描绘的欧阳予倩永远充满活力，
同时也很感性。虽然偶尔流露避世情绪，但又
很快重新找到了出发点， 困难就像是他戏剧
事业的磨刀石。 早年如果说还有官宦世家这
个强大的后援，那么随着祖父的去世，以及外
公的去职， 欧阳予倩所从事的道路完全陌生
于他的长辈。更主要的是，他从长辈那里得到
的除了反对还是反对。很难想象，在那个具有
浓厚儒家传统的家庭里， 欧阳予倩对戏剧能
够执着坚守，始终如一。

著名戏剧作家夏衍称“欧阳予倩是真正
的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祖”。这显然是对欧阳
予倩在戏剧艺术上努力探索的大力褒扬。

（《欧阳予倩 ： 传奇时代的传奇伶人 》
陈珂 罗如圭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只想当好一个伶人

整理丨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王蒙： 我很高兴我还有
这种嘚瑟劲儿

我曾计划， 写完回忆录三部曲就搁
笔。 这个年龄了， 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
了。但后来又写起小说，和过去又有点不
同，我想是这个小说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爱情有它不变的一面，那种吸引、迷
恋、美好的想象；可是呢，人们对爱情的
体验又随时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我
深深感觉到， 时代的变化所带来人的命
运的变化虽然不是绝对的， 但又无法脱
离它们。这就是人的命运跟社会、历史的
命运的关系。

写《生死恋》，我一上来有两样东西
写得津津有味。 一个是写取暖的不同方
式，写生煤球火，河北那边叫渣滓，点蜂
窝煤，这蜂窝煤又经过一些什么变化。另
一个更让我津津有味， 写北京的小四合
院里养猫，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在天
愿作比翼鸟，在院愿为狂叫猫”。山东大
学马瑞芳教授说， 你不怕把白居易给气
死啊！那是褒奖，我认为是褒奖，我不承
认是讽刺。

一个人活到86岁， 时代的变化、生
活方式的变化、言语的变化，一想起来，
本身就是非常文学的东西。 这里面有对
过去事物的留恋， 比如对四合院里猫叫
的留恋， 现在听不到了， 那些公寓楼之
间，没有那种生动活泼的劲儿了。

比如写《邮事》，我自己也很有兴趣，
因为我从小和邮局打交道，经验可多了。
我为什么这些年又写起文学性、故事性、
感情性比较强的小说呢？ 因为写小说太
让人高兴了。人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
都在跳跃， 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后
来我觉得应该叫“哆嗦”，再后来我一想，
其实是“嘚瑟”。你看你一嘚瑟，连一个猫
都能写活了。

我很高兴能够保持这种嘚瑟劲儿。

龚曙光：他要有一份独特
的体贴

我跟大家一样， 读着王蒙先生的书
长大。拿到这本《生死恋》，我很好奇，一
个虚岁86岁的人， 怎样写爱情小说？王
蒙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要入生死，他要有
一份独特的体贴。

文学史上，关于爱情的小说很多。但
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 我觉得这场生死
恋是王蒙式的生死恋， 是中国社会的生
死恋。他用一个很简短的爱情故事，概括
了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 以及每一个
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如何在社会碾压中
绽放生命的微光。

主人公二宝的生和死，既有社会的刻
薄，也有社会的宽容。他的出生是社会的
宽容胜了， 他的死亡是社会的刻薄胜了。
他个人的爱情亦如此。 虽然写到生死，但
王蒙先生并没有声嘶力竭，他将对人性的
冶炼，摆在一个非政治、非社会、非经济而
又与之都相关的生命状态上。用王蒙自己
的话说，他很政治，他从来没有回避过政
治；他又说他很文学，他是真正的文学家。
他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管他写什么样的
题材，他始终都能将自己的生命摆进去。

从最早的《青春万岁》，生命的一声畅
快的呼喊，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青
春的生命遭遇的第一声叹息，再到后来获
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在一个特定时
期里对中国社会、民族及各种文化的特殊
心绪下的观照， 他创造了一份独特的价
值。

《生死恋》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小说，我
认为他在以他的生命来观照中国社会的进
程。王蒙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不断
推出的作品就是在为这个时代编年。

何立伟： 无褒无贬的写作
态度，是他巨大的宽容

王蒙先生是86岁的少年。我想，86岁
的少年比18岁的少年更有魅力。

在写小说之前，我是写诗歌的。上世
纪80年代，读了王蒙先生的《风筝飘带》
《蝴蝶》等，觉得那种行文简直就是语言的
狂欢，让我特别激动。特别是《邮事》，既不
是小说也不是散文的文体， 元气淋漓，汪
洋恣肆，一泻千里，可以看到他旺盛的生
命力和饱满的生命状态。

那时作为文学青年， 我们是很狂妄
的。但读王蒙先生的小说，我感觉服气。因
为在那个年代的作家里面， 他最具现代
性。读了他的小说，我对自己说：“嗯，我要
写小说了。”

王蒙先生后来当《人民文学》的主编，
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他以“头条+编者
按”的隆重加持下发表的，《白色鸟》获奖
也是他的极力推荐。他通过《人民文学》这
个平台， 推了很多像我这样的新人新作，
创造了一个新生代的文学生态，这是他的
一个巨大的功劳。

读《生死恋》，觉得他的文学豪情依然
如故。他写一个人的一生，莫名其妙地生，
莫名其妙地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写到现
在，写了中国社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里
的复杂人性。

王蒙先生似乎永远不会和时代、和生
活脱节，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新鲜感和捕
捉能力。他写爱情、家庭、时代、生死浩大
的命题，但他的写作是一种无褒无贬的态
度，这种无褒无贬是对世态的看透，更是
一种巨大的宽容。

文丨李婷婷

对谈前一晚，何立伟往朋友圈发了一
条预告：明日下午，在乐之书店与龚曙光
兄一道同王蒙先生对谈新著，友朋可自来
参与。

一夜之间， 点赞留言的一排排头像，
看起来“像一面照片墙”。“书店好，可看到
书，还可看到写书的人。”看着和那条朋友
圈同样人头攒动的分享会现场，何立伟用
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王蒙先生呵呵一笑，请主持人把支起
来固定在他嘴边的话筒挪开，顺手接过何
立伟手中的移动话筒，眼神示意，这样更
让他觉得自在从容。

他看起来就像某个人的爷爷———某
位刚刚看完天气预报、给小曾孙磨完豆浆
的爷爷。他的确爱磨豆浆：“用箩来箩豆浆，
那个箩上还有两行字特别有意思：‘挤压
成正果，漏网是精华。’我觉得太好笑了。”

上网除了收邮件， 就是看天气预报。
而且浏览的不只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
简直成了朋友们的“气象台热线”。

这些小事， 都让他觉得自在从容。他
的讲座、对谈，也像一把“温柔的摇椅”，强
调心灵“自适”的人生哲学，在不同年龄层
的读者中， 虽生发着不尽相同的评价，但
对他本人的尊敬与热情，似乎从未退场。

几十年里， 他不遗余力举荐新人，这
些人，如今已成为作家中坚、文坛主流。在
后辈写作者中，他有着独特的“话语权”。而
对于普通读者，这位大作家“爷爷”，总是那
样悲悯、宽厚又温暖。

这是王蒙积攒的“人气”。那条点赞成
“照片墙”的朋友圈，和拥拥簇簇的现场，都
可以佐证。只是大家没有想到，一个86岁

的人还会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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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的慧眼”？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就是历史的慧眼。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 唯心史观在社
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那时，许多学者
都力图揭开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 但时
代和阶级的局限， 决定了他们无法完成
这个历史性任务。1883年3月14日马克
思逝世后， 恩格斯在其墓前发表的讲话
曾深刻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
思、 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历史哲学
发展的全部积极成果，终于使“过去在历
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
乱和随意性， 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
学理论所代替”。 这种科学理论说明，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 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
结构中孕育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的研
究，终于揭开了“历史之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
主要内容， 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
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上展开的， 包括
历史认识的基本概念、 唯物史观和历史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中国传统史学和中
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研究历
史的科学方法以及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发
展中的前沿问题等。上述内容，在《历史
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 这本
书中都有深入浅出的具体阐述。 具备了
这些知识，就有了学习历史、认识历史、
分析历史的“慧眼”。

无论是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认
识要建立在对当代中国、 当代世界复杂

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上。因此，要独立地对世
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不能将自己的观
点寄希望于在西方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
释， 不能离开了西方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
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阈下，不是要去适应
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以及这一模
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
不是要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拒绝西
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 而是要
主动地、自觉地、理所当然地积极参加到在
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
语系统中去。 它首先应该实现的是当代中
国历史学家， 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
值目标。 本书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

（《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
历史》 于沛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要有一双“历史的慧眼”
好书导读

好
书
导
读

读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