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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阅读之名，观照社会现实（内容详见第9~10版）

每天都有新闻发生，昨天的新闻，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便是明天的历史。当往事过眼云烟，我们必须借哲学家的话安慰自己，写下便是永恒。在小径分叉

的知识密林中穿行和寻找，为领悟这个世界，也为寻找自我。书就像种子，不知道在哪个时刻会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发芽，但寻找不停歇。

以文学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40年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已经成近期

的社会热词。其中，文学艺术作为时代

精神与民族情感的象征，首先就敏锐、

有力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如何在文

艺中寻找改革浪潮的记忆？今年11月，

一系列与文学相关的纪念活动陆续举

办，一系列相关图书陆续出版。

11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

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上海戏剧学院联合

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
文学学科分论坛——文学与时代”学术

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以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学的发展与未来中国文学的

走向为主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

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上海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

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等作

家与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专家们认

为，过去的40年是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

40 年，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忠

实于自己的感受去创作，是当代文学书

写者应坚守的理念。

11月30日，在“纪录大变革 书写新

时代——贵州省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当代作家作品出版座谈会”上，改革开

放初期的重要作家何士光的《何士光文

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在北京中国现

代文学馆首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人

为新书发布揭幕。何士光曾以“梨花屯

乡场”为背景，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

折时期有深切的体察和书写。他的《乡

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和《青砖

的楼房》等作品，曾获多种奖项。《何士

光文集》基本收录了他目前创作的所有

小说、散文及相关论著，反映了作家的

创作轨迹及思想变革历程。

浙江文艺出版社亦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题，推出多部作品。如日前出

版的《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

史》，这本书是教授鲁枢元带领学术团

队，耗时4年终于完成的一部近70万字

的作品。该书认为，20世纪80年代启动

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在1949年之

后长达近 70 年的社会历史中拥有重大

的转折意义与开拓意义，即使放在辛亥

革命以来百余年的历史中看，也是一个

最富成效的历史阶段。1980 年代的文

学精神与情感、气质与风范、理论与思

潮，对新时期40年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的

实践具有引领之意。同样由该社推出

的“我的四十年”丛书，包括《四十年四

十人》《四十年来家国》《亲历中国四十

年》3种，该丛书关注改革开放历史下的

个人命运，以“个人史”书写其与改革开

放紧密相连的人生经历，全景式展现改

革开放40年。

国家的巨变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由作家何建明创作的《我的国家史》近

期在京首发。该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历程。全书集纳

了作家40年间现场采访和“田野调查”

所获得的一手素材，文学评论家认为，

该书以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

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具有

强烈的国家情怀和人民情怀。

此外，文学评论家何镇邦日前在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新随笔集

《昔日风景看不尽：一部当代文学的微

型档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当代文学

60年的回忆录，他以深情朴实的笔调记

录了自己所经历的重要文学事件和与

文坛大家汪曾祺、刘白羽、莫言、浩然等

交往中的逸闻趣事。

逝者如斯，写下便是永恒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

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

小说为几亿人喜欢。”这是查良镛曾留给

自己的墓志铭。有人曾问他：“人生应如

何度过？”他说：“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今年10月30日，查良镛驾鹤仙去，享年

94 岁。他是报人，是学者，但他最知名

的，是以笔名金庸，写下的“飞雪连天射

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一系列脍炙人

口的武侠作品。他为国人编织了一个刀

光剑影、侠义柔情的江湖梦。也因此，他

被称作武侠小说泰斗，他的多部小说被

翻拍为影视作品，并享有“有华人的地

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赞誉。

11月19日，武侠小说大家萧逸在美

国因病辞世，享年83岁。萧逸是新派武

侠、历史小说大家，他的《甘十九妹》《饮

马流花河》《无忧公主》《马鸣风萧萧》等

多部著作发行量均超过千万册，影响了

数以千万计的华文读者。武侠大家的

先后离去，也让人感慨一个武侠时代的

终结。

这些曾影响了流行文化，其离去令

人唏嘘的，还有漫威系列作者斯坦·李，

11月12日，他的去世引发好莱坞诸多群

星发声纪念。作为影响美国乃至世界

的漫威王国的缔造者之一，斯坦·李创

作了《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X战

警》等漫画角色，相比传统漫画超级英

雄，他塑造人物时注重刻画正面人物的

人性弱点，故事情节荡气回肠而又颇具

现实性，这也是漫威电影最吸引人之

处。他的漫画在全球 70 个多个国家和

地区流传，销量超过20亿册。斯坦·李

曾说过：“我的目标就是，将来某一天，

一个有知识的成年人走在大街上，不会

因为自己手里拿着一本漫画杂志而觉

得不好意思。”

墨西哥作家、2015年塞万提斯奖得

主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1月14日在墨西

哥去世，享年83岁。其历史小说《帝国

轶闻》全景式反映墨西哥马克西米利亚

诺帝国，作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之一，

其作品曾于 1994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11月22日，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使

者的学者关愚谦去世，他曾与汉学家顾

彬联合编译6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

并于 1994 年在欧洲出版。其反映了个

人心灵成长史的《浪：一个为自由而浪

迹天涯者的自述》《情：德国情话》，也已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此外，他的有关欧

洲文化的散文随笔集《欧风欧雨》，曾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葡萄牙作

家佩索阿曾写道，写下便是永恒。代代

读者的阅读，让作家的文字穿过时间之

墟成为经典，让作家的文学生命永存。

当这些名人大家离开世界的时候，作为

读者的我们，最好的怀念，是阅读。

中国阅读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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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让古籍活下来

12月1日，以“让古籍活下来”为主

题的“第3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在北

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百科·嫏嬛

书房”举办。此次论坛同时举办了《中

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的首发式，历时

8年的善本刊印，让昔日久藏深宫高墙

内的珍本为普通读者所阅读。

“让古籍活下来”，还可以再加一

个词，“让古籍广泛流传下去”。原来

只有一本的古籍，现在变成几百几千

本，原来只在一个图书馆藏着，现在到

几百几千个图书馆里藏着。从善本的

制作成本、收藏方法来讲，它很难走进

普通读者家里，但如今它能够流传，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学者、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在此次论坛

上，谈及他对古籍善本的看法。

基于“承继”的理想，8年前就开始

策划实施的《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

（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策划、浙江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书过程殊为不

易。其策划人蒋凤君在介绍该丛书的

策划经过时说，为了高质量完成这一

项目，他们聘请以版本目录学家李致

忠为首的国内一流学者和权威古籍版

本专家组成编委会，从全国近百家图

书馆、博物馆收藏的 1 万多种历代经

典中遴选最具代表性的版本，进行再

造。在甄选典籍层面，既注重经典、又

兼顾全面，举凡政治、经济、哲学、历

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各领域

皆有顾及而择其精要。该系列按经、

史、子、集分类，经部10种、史部10种、

子部40种、集部42种，共计102种。版

本选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馆

藏珍善本，均为国家特级、一级文物；

历代版本目录学家宝重的宋元和明清

原刊、再刻、递修本，泥活字、铜活字、

木活字本，及批注本、套印本、抄本等，

各类珍善本、孤本大都有所体现。精

选典籍和版本之外，制作上也追求极

致。在印制层面，通过高仿真影印技

术，用矿物颜料代替化学油墨；并对用

纸、装帧乃至书衣极尽讲究。

该丛书编委会主任李致忠择要介

绍了版本的甄选考虑，同时提到，该编

委会在“选目精要，选本精当、制作精

善”的“三精”原则下，希冀让更多的读

者能够触摸原典、阅读原典、继而收藏

原典。楼宇烈表示，选目很难，百部经

典选目可以说花了很大的工夫，要照

顾到经典性、源头性等诸多方面，很难

完全达成一致，但最后选哪个，可以用

不同的眼光和角度来看。与会嘉宾、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该丛书

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再造”，阅读

是让古籍活下去的唯一路径。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认为，这套丛书

对现代人最重大的意义是“书香传

家”。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

书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副主编刘国

辉等嘉宾也提出各自的精要见解。

正如蒋凤君所说：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传播和弘扬，始终存在着“外

壳”复制易、“内核”复兴难的问题，重

制经典的珍优版本并不真难，而要使

其中所蕴藉的中华文明最优秀的魅力

展现于世，则仍任重道远，需要联结更

多的力量共同推动。

资本、技术与伦理的博弈

11 月纷纷扰扰的热点新闻有许

多，尤其中国学者贺建奎做的“基因编

辑婴儿实验”引发世界争议。追溯前

因，他从基因测序转向基因编辑，在他

写给科普作品《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

辑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一书作

者王立铭的信中可见端倪。关于生命

价值、医学伦理与个体尊严，近期出版

的《永生的海拉：改变人类医学史的海

拉细胞及其主人的生命故事》（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一书值

得所有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一读。

在这本书中，美国作家丽贝卡·思

科鲁特耗时10年，讲述了改变人类医

学史的海拉细胞及其主人的故事。海

拉细胞的主人海瑞塔·拉克斯是美国南

方的贫穷烟农，她患宫颈癌后的肿瘤细

胞被医生取走，并成为医学史上首例经

体外培养而“永生不死”的细胞，解开了

癌症、病毒、核辐射如何影响人体的奥

秘，促成了体外受精、克隆技术、基因图

谱等无数医学突破，贡献多个诺贝尔

奖。她的细胞是无价之宝，她的家人却

毫不知情地生活在贫困中。这本书揭

开人体实验的过去，探讨医学伦理和身

体组织所有权的法律问题，以及种族和

信仰问题。书出版后，在社会捐赠下，

家人为海瑞塔树立了墓碑，碑上镌刻着

“永生的海拉细胞，将永远造福人类”，

对海拉细胞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进行了

注解。

《永生的海拉》探讨了医学伦理和

身体组织的所有权问题，以及文化和信

仰问题；在11月出版的值得关注的人

文社科书中，《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

国西部的成长》（译林出版社版）探讨的

是：资本与技术如何入侵自然，私人利

益与国家利益如何冲突与合作。这本

书是环境史学创始人唐纳德·沃特斯极

具争议的代表作。《平常的恶》（上海人

民出版社版）是学者施克莱专门探讨

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重要概念“恶”

的专著，从社会、哲学范畴对社会政治

制度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北京

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袍哥：1940年代

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从一桩1939

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 70 多年的报

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考察了

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

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

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

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

目，呈现出一幅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

社会图景。由该社引进出版的、美国

著名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书写的

“美国史”系列（第13版），也值得一阅。

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

系列 2018 年收官之作《货币战争》让

我们了解到过去历史课本中看不到

的金融细节与关键；人类学家罗宾·
内葛用 10 年时间与纽约城市环卫部

的各层级男女员工一起工作，写下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

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这些

好书都值得重点关注。

月览（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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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以“身体里的客厅”为主

题的《会饮记》新书分享会在北

京 SKP 书店举办。艺术家徐

冰、诗人西川与该书作者、文学

评论家李敬泽一道，从文学、艺

术等不同的知识场域发声，表

达这个时代精神状态的多样与

共同。此次活动由青年评论家、北大

文学博士季亚娅主持。

《会饮记》收录了李敬泽

近年来在《十月》杂志专栏刊

登的系列随笔，他用亲历者的

眼光，从历史的深邃中观照当

代文学的现场，拾起落满灰尘

的书籍，在缝隙中劈开思想的

天地，编织出属于自己的文化

和心灵地图。 （欣 欣）

《会饮记》李敬泽著/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2018年8月版/39.00元

你就是你自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