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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

这部书我相信它会是一部可说的话非常多，或
者用我们一个比较学术的说法，叫做阐释的空间非
常辽阔的一部作品。 一部小说为什么以一个人的名
字，而不是以一个事、一个调子、一个故事、一个漂
亮的词来命名？ 当我们以一个人来命名的时候是承
诺着一个世界，因为每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人
带着他全部世界的宽阔和庞杂来到我们面前。

这个小说说老实话，我看的时候，凡碰到他们
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知识点什么的， 我都蹦过去，
我先不着急，我专看好玩的地方，专看活色生香、人
情世故的地方，专看人的那些欲望、那些复杂的经
验、所坚持、所追求的那些地方，专看那些人和人之
间真实体现那个复杂关系的地方。 说白了，我就专
看热闹，我觉得那也是充满着这个时代复杂烟火的
世界。

尽管这么两大厚本，看着看着，必然得趣。 我们
现在大部分小说都属于急火火的， 我有一个故事，
一把抓住你，你可别走，我下边还有，你可不能走。
这部小说是什么？ 是大园子，你从正门进去也行，从
侧门也行，从后门还行，你是正着转、倒着转、哪转
都行，都能让你坐下，都能让你觉得有意思。 我这十

几天，很难按部就班看，我有时候甚至中间任意翻
开往下看，看上几十页就很有意思，走走停停，兴之
所至，自然得趣，这就是这个小说庞大和丰盛之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外在发生的巨大
变化，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这个我们常常是意识不到的。 但是有一点是肯
定的，我们的小说应该说面对这样的时代、面对这
样的变化、面对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真的可能需要
想象一种、需要建构一种、需要创造一种小说，这就
是这个时代的小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写人、叙事、讲
这个世界的小说， 这是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的小
说。 在这种小说里，我们也真能看到这个时代，看到
这个时代中我们自己。 我能够理解批评家们对这部
书的兴奋，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标本、一个对象，一
个可以有力地来说一说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这个
时代的巨型叙事应该是什么样子，正好就和这个时
代能够相匹配。
所以这个意
义上说，毫
无疑问，《应
物兄》 在文
学上是重要
的。

治世哲学的当代功能
吴新颖

我出身于世医之家，父亲、祖父都
是当地名医，父亲名气较大，至今仍在
行医，从没有节假日，也从来都把病人
放在第一位，一辈子辛苦、节俭，淡泊
名利，给我们下一代做了很好的榜样，
也真正体会到“医乃仁术”“医乃仁心”
的意义。在我们家族中，我的祖母不识
字，但懂得许多为人之道，心地善良，

终身勤劳，特别注重家庭和睦团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耳
濡目染。 祖母对于我们这个家族中每一个成员个个关心、关爱，
在家庭和个人遇到困惑、困难时，祖母总能积极乐观并鼓励我们
应对。 为此，我们家族个个都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岗位，这不能不
由衷发出对祖母的感恩之心和怀念之情。 我想，自古以来，中国
古代乃至当下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这恰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
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显现。

小时候常常有邻居老年人夸我“这孩子仁义”，那时候不懂，
现在来看，这就是儒家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足见传统文化对
中国人的深刻影响。

对于人文学科探究，我没有终日坐在书斋中，总想了解并参
与社会。 不少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
对于人生，对于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恰为我
写这本《儒家教化论》积淀了丰富而感性的社会素材。

关于儒学，最初只是一个智者孔子对其身处的“乱世”所作
的反思，是反映个人与“乱世”相对立的秩序要求和设计。 然而，
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为国家哲学，却是一个
深刻的政治文化现象。近现代以来，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
了，儒学何去何从，令人深思。 对此，有学者提出，这也是儒学新
生命的开始，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新儒家致力于中西理论比较研
究，既体现了学脉，也展现出创新，为儒学及儒家教化提供新的
理论支撑。 总体上看，儒学应是治世哲学，儒学其核心功能为教
化，大儒董仲舒从国家层面提出所谓：“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
也。”自此以后，儒家所倡导的“教化”治国理念被作为治国之策，
全面渗透于国家管理之中，并成为历代执政者治理社会的手段。
之所以如此，就方法而言，教化不是用纯理智的抽象概念来加以
把握和认识的，而是要符合人心灵情感的实际，注重采取一种熏
陶、浸渍、感染、影响的方法。 在今天依然有借鉴的价值。

显然，当代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并随着民主、法治进程推进，
特别是当代社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及核心教化功能
应发挥其特殊作用。为此，应凸显人文理念、人文精神，当代社会
教育除了重政治素养、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更注重人文素养。人
生在世，应坚守做人底线，把人当人看，不欺诈、不害人，这正是
儒家所谓“老吾老及人之老， 幼吾幼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
弟”。 为此，我们应努力打造一个制度有温度，且充满人人爱我，
我爱人人，富有人情味的美好社会，让关爱像阳光一样洒满人类
社会每一个角落。

（《儒家教化论》 吴新颖 杨定明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珠海传： 近代中西文化走廊》
陈钰 千红亮 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大型城市传
记丛书 “丝路百城 传 ”
首批入选书籍 。 全书以
行走的方式和不失考据
的小说笔法 ， 立足于现
实和历史两大维度 ， 以
24个故事 、 12位珠海面
孔 ， 将城市碎片化地连
缀在一起 ， 重新为世人
展示了一个既有勇于改
革创新精神又有历史厚
度的珠海。

宏阔背景上的
静悟与禅思
汤岚

雷晓宇是198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的新
时代军旅诗人。 宝古佬的血性、 灵敏睿智
的天性、 好学深思之上的悟性， 加上曾策
马边塞的军旅生涯， 使他明显有别于很多
沉迷于小情小我的8090后诗人。 他的诗既
有当代中国西部边塞诗的大气宏阔， 更在
宏阔的抒情与叙事背景上执着地追问天地
人心， 体现出哲学意味深浓的静悟与禅思。
他列入第34届青春诗会丛书的 《雪山入
梦》， 很好地反映了这种诗歌风貌。

《雪山入梦》 收录诗歌116首。 分别为
“雪山入梦” “尘世之心” “澄水： 归去来
兮” “箫心剑气” 四辑。 第一辑中的 《自
在》 写道： “鱼脱于渊 ／刀子脱手 ／命脱于
前世 ／文字脱开竹简 ／星星脱下暮色长空 ／ ／
鸣沙山下， 诸菩萨相脱离石头 ／巨响脱离大
钟 ／一弯孤月脱开原野 ， 挂在苍茫夜空 ”。
八行诗中用八个很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与细
节构造出八种意象， 引发读者对自在之境
的无穷想象和深刻思考。 这首由甘肃敦煌
莫高窟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触发灵感的诗，
第一段以铺张之势虚写远大宏阔的人文背
景。 在这里， 鱼脱于网罟回游深渊， 刀子
脱离了被人操持的砍杀， 弄人之命运前世
就与厄运者告别， 古老的汉字脱开竹简而
为活字， 满天星星脱下暮色长空笼盖四野，
萤火虫般将人围绕， 真可谓得自在， 得大
自在！ 第二段则内敛而简约地实写对眼前
景象的顿悟。 诸菩萨相脱离石头而为你我
众生之相， 黄钟大吕之声脱离钟之本体而
悠扬久远地传递着福音或醒世之音， 诗人
眼中的月牙泉则似乎脱离了大漠古原， 悬
挂于静夜星空。 这首诗融佛家境界和天人
合一的道文化理念于一体， 有大悲悯大自
在存焉。 第二辑的 《听鸡鸣》 中， 蔬菜和
粥米， 雨中折断的草木和从脚下逃生的蚂
蚁， 都有万物的初生之美。 万物是宏阔而
繁复的， 而透过万物之相， 诗人又一次感
念的， 是万物有灵而人类当心存敬畏的静
悟与禅思。

举头三尺有神明。 第三辑中 《无上清
凉》 书写的就是对自己执念中神明的敬重。
从刺槐、 花楸和银杏这几样与华夏民族关
系密切的清凉之物起喻， 似乎试图给一路
远行有些发烧的人类一剂清凉。 这里的神
明， 就是祖宗们积淀和留下的那些尊重自
然规律、 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验与
古训， 是人类永恒追求的至真至善至美。
在这里， 我们看到从远古走来的人们， 坎
坷踉跄， 悲欣交集， 几历山河易容与殒身
之痛， 但文化不灭， 精魂不死。 “几千年
了， 艾草还是楚辞中的艾草/菩提仍是佛经
中的菩提/他们以清晰的脉络与纹理澄清着
我们的昏聩/如同长者的劝谕 ， 古老的训
诫”， 这里期待的， 是发展着的国家民族永
远的理智与清醒。

第四辑里的 《大地上的箫声》 从在中
国村落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井” 的意象
发散思维， 写的是一个个家族、 部落、 民
族的生长史， 迁徙史， 体现的是血肉相连、
魂命相牵而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诗人从
掘一口深井起笔， 写到溪流、 村落、 代代
子孙聚集的祠堂， 写到部落的繁衍发展和
战争与灾祸。 这里有耕作者， 有手艺人，
有和吟唱 《九歌》 的屈原一样亦儒亦巫的
高人和领唱古歌的族长， 而如此悠长宏达
的时空背景上， 在极富精神象征意味的月
亮的永恒照耀下， 在流淌文脉与血脉的沉
郁的箫声里， 作为深镌民族烙印的我们，

“生于这种气息并愿意为之赴死/我们因为
这种气息/而长风浩荡”。 作品布局从容，
气韵与节奏自如跌宕， 在虚实的对应衔接
中自然生发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和
对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由衷礼赞。

（《雪山入梦》 雷晓宇 著 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

《应物兄》：

建构新的小说美学

大家说

著名作家李洱的长篇新作 《应物兄》，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
历时13年创作， 据说写坏了3台电脑的长篇小说有哪些创新的元素， 给当下的
文坛带来些什么、 注入些什么？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著名作家周大新、 人
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等结合各自的阅读体会做出了多重解读。

一部有着巨大野心的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臧永清

李洱的长篇处女作 《花腔》 是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 当年李洱36岁， 他的 《花腔》 充满
了令人惊异的才华。 时移景异， 李洱从青年作家
步入了中年作家行列， 奉献给读者这部两卷本的
《应物兄》。 这部小说写了13年， 这究竟是一部怎
样的书？ 我觉得它是一部有着巨大野心的书， 它
要呈现思想史上曾经发生的争锋、 对话及衍变，
它既是极其具象的又是极其概括的， 它充满了小
说的丰盈细节， 又举重若轻地将先贤的思想成果
化为精彩有趣的人物的言谈、 心理认知活动。 它
真的做到了高度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
背景中， 中国的知识者知与行的过程。

这部85万字的长篇小说， 实际上驾驭的是人
类浩瀚的知识场域和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 是具
有现代性的哲学观照下， 怎么把知识和思想史这
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化为一部小说所必须的行
为描述， 李洱做出了极有价值的建构。 把历史叙
述跟知识分子的在场感结合得如此贴切， 这在我

们的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是第一次。
《应物兄》 探讨的主题相当繁复、 驳杂， 包

括知识者文化的母体、 知与行等， 儒学与老庄，
美学范畴的“六艺” “情致” 一系列概念， 万物
有灵的自然观， 农业文明伦理， 后现代等等不一
而足， 凡此种种都在高超的叙述技巧下从容不迫
地展开， 并进行了充分的言说。 从 《花腔》 到
《应物兄》， 李洱的叙述风格依然华彩绮丽， 也更
沉郁雄健。 《应物兄》 在塑造形象方面可圈可点，
不但塑造了几代知识人形象， 更有三教九流各路
人物都栩栩如生； 进而为这个纷纭变幻的时代塑
形， 不愧为大手笔。

这部意味复杂、 微言大义、 有趣耐读的小说，
将在很多层面上引发阅读的共鸣， 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对读者的阅读习惯构成挑战。 对于小说这门
艺术而言， 只有创作者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它才
会不断向前发展； 而读者， 欣赏小说艺术的人，
应该迎接这个挑战， 跨越这个难度。 在今天这个
纷纷攘攘的世界里， 静下心， 慢阅读， 你一定会
发现 《应物兄》 的美。

把中国现在的三代知识分子
写得活灵活现

著名作家 周大新

一个人能潜心13年写一部作品， 这需要很大
的定力。 现在文坛上大家都担心被遗忘， 很希望
不断地拿出作品， 以尽快的速度拿出作品。 李洱
能够静下心来， 保持定力， 一写13年， 我确实要
向他表示敬意和钦佩。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中的语言。 我们知道就像
吃东西一样， 我们首先闻到的是食品的味道。 读
书也是一样， 首先感觉到的是他语言的味道， 你
读一章就会感觉到。 李洱在这部书中使用的是
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用语和书面用语的融合 ，
然后再加上他一贯的幽默 、 反讽的语气和调
子， 所以这个味道非常特别、 非常好闻， 读起
来经常会忍不住笑起来， 你会为他的机智、 智慧
叫好。 越读越觉得这个家伙了不起， 在语言上确
实下了功夫。

他写的这个生活领域， 我也非常感兴趣。 他
写的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当然也涉及到
很多其他领域人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很难
写的， 像我从农村长大， 后来当兵， 根本不敢碰
这种题材， 写这种题材我首先心理打鼓。 而李洱
不一样， 他是读了大学， 然后在大学里教书， 再

到中国作协管评论家， 所以他一直和知识分子打
交道， 他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生活非常熟悉。 写
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家不多， 写好的更少。 当年钱
钟书先生写过 《围城》， 那是非常精彩的。 《应物
兄》 对中国现在的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写得活灵
活现。 有些人因为知识而活得非常滋润， 有些人
活得非常无耻， 也有些人活得让我们替他悲悯。

这部作品的学术本领是我所不及的， 是非常
有新意的。 作家写作首先要找一个视角， 用哪个
视角去叙述。 在这部书里李洱选择应物兄， 让他
充当叙述人是一种有限制的叙述， 但是他又不断
地灵活转换视角， 平视、 俯视、 仰视， 各种视角
都可以使用， 所以叙述起来非常灵活。

一般作家写东西都是故事情节向前发展， 特
别是我自己。 但李洱兄不是这样， 他是抓住故事
进程每一个细部， 然后让它枝蔓横生， 叙述得非
常细微， 细微到像显微镜观察东西那种地步， 给
读者一种新鲜感和美感。 他里面写到各种各样的
物， 但是他说到一种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物写
足了， 关于这个物的所有知识都文学化地表现出
来， 非常精彩， 大家在阅读中可以看到， 写了植
物， 写了花儿， 你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和文学的享
受。

这部小说是个大园子， 庞大而丰盛

潇湘诗情

我写我书

走马观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
伟大历史转折是怎样实现的》
张树军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该书以十一届三中
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
会议为主线，详细记述了
这次党和国家历史上具
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发生、 发展的真实轨迹，
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事
件的来龙去脉。全书主题
鲜明 ，文笔流畅 ，可读性
强。

《区块链财富革命》
李光斗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区 块 链 引 发 的 变 革 ，
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变革，
还有财富的变革 ， 甚至是
社会形态的巨大变革 。 本
书秉承了由浅入深 、 由理
论到实践的写作思想 ， 突
出了区块链思维和区块链
应用的趣味性 ， 在解读区
块链技术的同时 ， 为人们
揭开区块链财富世界的奥
秘 ， 并具体指出区块链给
商业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