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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90 后作家还原唐代文人朋友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以唐代大诗人王维生平为蓝本的历史小说《上
山》，
由至元文化策划，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上市。
该书作者吟光系 90 后新锐作家，曾获多个文学奖项。小说《上山》是她的第
一部长篇叙事文学，作品以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云起（原型王
维）与枯渊（原型陶渊明）两个核心人物的穿越对比，讲述了一代文人群体在官场
与乱世险境中的自保与坚守。小说同时以独特的视角、宏大的笔法，解读了王维

名家话阅读与生活

名家话阅读与生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夜 雨/整理

梁晓声：作家为什么写作
作家，
其作品《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徐则臣：这一年听了很多书
作家，
其作品《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鲍鹏山：元典，
是最好的书单
作家、
学者，
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开卷有益”
在当下已经不适用了。这句话在古
代是合适的，因为古代的书少，但在今天就不合适
了，90%以上的书都是不需要关注的。倒不是说这些书一点价值都没有，
问题是我们的人生有限，
需要合理地规划利用自己的时间。
如果给一般的读者、
学生推荐书，
先要给书做个分类。第一类：
不需要
读的书，
绝大部分的书都可以归于此类。第二类，
可以读的书。相关领域的
作家或学者认真创作、
研究的成果，
这样的书可以读，
也可以不读。怎么判
断？看缘分。你读了说明跟你有缘分，
我没读，
说明跟我没缘分。第三类，
所谓的经典。经典其实也不是必读的，因为经典那么多，而且每个学科都
有，
浩如烟海，
我们怎么可能都读呢？所以，
首先读跟你自己专业相关的经
典。其他的，
随缘。第四类，
元典。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叫轴心时代，
在人类
文明的轴心时代出现的著作，
比如中国的坛经（属禅宗）、
西方的圣经等文化
源头的作品，
都叫元典。元典，
作为一个中国人，
是有时间、
有可能把它读完
的。当我们读古人作品时，会发现李白、苏东坡等人的诗歌里藏着许多典
故，
这些典故就来自元典。
中国在轴心时代的主要作品是哪些呢？是先秦诸子。儒家的《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加起来六万字不到，
《道德经》五千言，
《庄子》保存
下来的就六万字，
《孟子》三万多字，
然后《韩非子》
《荀子》……作为一个中国
人，
从 7 岁开始读，
用不了 10 年就能读完。而且用业余时间来读就可以了。
元典，
就是最好的书单，
对孩子如此，
对大人也是如此。要提醒大家注
意的是，
经典可能是用文言文写的，
但文言文不一定都是经典。

杨庆祥：读书就是幸福

干春松：幸以阅读为志业

申赋渔：好巧，
你也在读他的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韩晗：那一场震人心魄的阅读体验
作家、
艺术史学者、
武汉大学副教授

发飙的蜗牛：不要轻易被文字左右

作家，
著有
“中国人的历史”
系列等作品。
今年五月，应邀到法国蒙彼利埃图书馆去做讲
座。与翻译弗洛海琳坐火车从巴黎出发。弗洛海琳
是一所大学的老师。我带了一本书在路上看，
是作家安德烈·马奇诺写的《法
兰西遗嘱》。弗洛海琳看到后，
非常惊讶地笑起来，
立即从包里拿出一本法文
书，
作者也是安德烈·马奇诺，
这是他刚刚出版的法语版新书。于是我们一路
上就聊这个传奇作家。他如何从苏联跑到法国，
如何从一个无身份的流民，
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他的作品如何的优美与忧伤。
对于读书，
我认为口味要杂，
要尽量多读。只有读到足够数量的书，
才能
遇到真正的好书。遇到了，
就不能放过，
要细嚼慢咽。对于好的章节，
甚至要
抄录。直到把这本书吃透了，
完全化到自己的心里去，
这就成了自己心灵的
一部分。心灵的丰富，
就是由此而来。

意千重：见缝插针、
关联兴趣阅读法
本名程云峰，
网文作家，
著有《世婚》等作品。
2019 年是非常繁忙的一年，我的读书是见缝插
针式的，出差途中、车上、飞机上都在读，书虽沉，却
予我安宁。读到《良工美物》，油然生出要写一本有关古代制瓷人的小说，
再读《越窑制瓷史》
《中国古代制瓷工程技术史》，惊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
顿生自豪与责任，
于是我写了《画春光》这本书。
在我看来，
最实用的阅读方法是关联兴趣，
见缝插针，
日积月累。关联
兴趣，就不会觉得枯燥觉得累；见缝插针，就不会觉得没时间阅读；日积月
累，
滴水成河，
终成质变。

宅猪：2019 年，
读了不少书
网文作家，
代表作有《牧神记》等。
《牧神记》让我陷入繁忙的创作生活，闲暇时间，
我阅读了清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沉迷于精怪
故事的光怪陆离之中。又因此阅读唐朝段成式的志怪小说《酉阳杂俎》，
以
及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因为创作《牧神记》以及新书《临渊行》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
我阅读梁
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等著作来了解中国古典建筑，阅读朱永嘉的《商鞅变
法与王莽改制》、
孟祥才的《王莽传》等书。又因需要了解人性，
阅读了美国
马斯洛所著的《马斯洛人本哲学》，
以及其他杂书若干。
综上，
也是我的推荐书单。

申赋渔

因为教书、
读书、
写书是职业，
所以今年读的很多
书都是因为工作需要，
阅读的快乐恐怕更多地在于对
学术研究的推进与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就印象深刻的阅读时刻而言，
当然是用 kindle 在飞往埃及开罗的航班
上读乔治·罗林森的《古埃及史》。飞机降落前，我正读到女法老哈特舍普
苏特的传奇经历，忽然在清晨的窗外看到了雄伟的金字塔塔尖，感觉极其
美妙且令人难忘，
这是一种阅读带来的神圣感。当文字与风景呈现出同一
性时，
我想这是一场尤其震人心魄的阅读体验。
关于阅读方法，我认为阅读没有方法，关键是有兴趣。现代人生活在
夹缝中，阅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有人说，读书还不如赖床，如果可以的
话，
就一边赖床一边读书吧。

每天都在阅读，
每次阅读都是美好的时刻。
最好的阅读方法是把一本书的精华部分背下来。

韩晗

对于经典著作来说，最好的阅读方式是许多人
一起读。我约十年前就开始组织读书班，主要的参
与者是我与学生，但也有例外，比如 2013~2014 年我组织了一个《周易》读
书班，邀请易学专家辛亚民做导读，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一下来
了很多人，
会场经常坐不下，
但许多参与者发现我们的读书班既不讲命理，
也不教人算卦，于是逐渐就只剩下我的学生。这个读书班持续了三个学
期，
每个学期初都会来很多人，
逐渐减少，
最后还是只剩下几个人。应了孔
子所说的
“三盈三虚”
。
今年读书印象最深刻的是暑假在绍兴开的读书班，阅读文本是《春秋
繁露》，学员来自北京、上海各大高校，指导阅读的有北大、清华、复旦和同
济等学校的教授。一个距我们大约两千年的文本，在一个有 2500 年建城
史的城市，一群人在酷暑下逐字逐句地细细体味原著的意义，真是有幸能
以阅读成为自己的志业，
总能在某一瞬间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
叙谈。
阅读是一件十分个人化的事，不过，存在着作为职业性的专业阅读与
一般日常阅读的不同。对于日常阅读，
我认为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现在
的出版物很多，重复出版也很多，所以需要从众多作品中去找寻值得读的
书。我从事文史哲研究，就这类作品的阅读来说，尤其要找一些名家写的
通俗作品。就中国思想而言，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顾颉刚、
费孝通等
人的作品均清新可读，
开卷有益。

文学评论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意千重

这是重读旧书的一年，也是重读大部头俄罗斯
作品的一年，
越读越觉得博大精深。今年重读了《战
争与和平》
《静静的顿河》，
还有《日瓦戈医生》。
这次大规模重读不是用眼，
而是用耳朵。今年因为工作比较忙，
眼睛也
有点问题，
主要是听书。用声音去想象小说人物和场景，
是一种美好又奇妙
的体验。

杨庆祥

最近一个时期稍微有一点时间就开始重读青少
年时期影响过我的中外经典。尤其是晚上失眠的时
候。近期读的是《静静的顿河》
《父与子》，
之前在读《苦难的历程》。
《人世间》得到评委们、
评论家们和读者的喜欢，
我是很高兴的，
但最近
一个时期读经典，
我陷入一种空前的忧伤。这种忧伤是再一次被经典作品
所感动，
并且咂出了自己的写作和我在青少年时期喜欢的经典之间的那种
几乎不可逾越、从来没有很接近过的距离。读完之后，感觉自己写了那么
多，写了那么长时间，如果有一两部作品是那样的该多好。像《静静的顿
河》这样的题材我们接触不到，
但类似《父与子》这样的作品，
我们在今天的
生活中也能感受到，可为什么没有想到去写，为什么写不到屠格涅夫那种
程度？因此，
差距感可能始终是促使作家一直在写作的动力。
如果说从前的我只是为了证明我有写作能力，
为了虚荣心，
为了获奖，
但我写《人世间》就是想做一个导体——一手握住现实生活，
一手握住中国
文化，
从文化的这一端向社会生活的那一端传递真善美。当我反观自己读
过的经典，
会悟到，
好作家不但写了现实生活中人是怎样的，
而且要写人应
该怎样，
尤其要告诉孩子。因此，
我在《人世间》得奖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
继续写童话。

本名王泰，
网文作家，
著有《妖神记》等多部作品。

爱潜水的乌贼：边写网文，边读书
本名袁野，
网文作家，
代表作有《奥术神座》。
我推荐的书目是，网络文学作品《死在火星上》
《覆汉》
《秦吏》
《飞越泡沫时代》
《藏匿于世下》，
唐人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美国作家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四部曲”，以及《中
国哲学简史》。一句话总结今年的阅读生活，
那便是：
从古代文集和专业资
料里寻找细节和灵感，
从网络小说中寻求乐趣和启发。

发飙的蜗牛

我轻松悠闲的阅读来自于网络小说，获取信息
和思考的阅读来自于各种新闻以及名家时事评论观
点。印象深刻的阅读时刻，可能就是关于国家发生的各种时事事件，例如
山东号航母下水入列之类。
在我看来，最实用的阅读方法，便是不要被任何人的文字或者思想所
左右，看到一篇文章，仔细思考一下对方所站的立场，他的观点是否客观，
慢慢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越是接收到各种复杂繁乱的信息，
越是要让
自己的脑子保持清醒和冷静，
这一阅读的方式，
在现代社会尤其重要。

10

为何在安史之乱后不惜自毁名节，
接受安禄山的伪职这一历史之谜。除了别出心
裁的历史视角，
作品还以现代社会的眼光，
全面还原并传递了一个错综复杂、
多方
博弈的唐代文人及权贵阶层的朋友圈，有评论者称其为“一部了解大唐盛世的百
科全书”
。
对这部小说，
众多文坛大家给予高度评价。如作家李洱认为，
吟光的写作，
为
我们理解古代知识分子怎样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
又如何在纷繁人世中保持自
己的个人性，
“提供了有趣的例证和颇具启发性的阐释”
。
（夜 雨）
《上山》吟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 1 月版/48.00 元

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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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书单
《斯通纳》[美]约翰·威廉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个天资平平的学者，
以他的教学生涯和家庭生活为背景
的一部看上去缓慢的小说。但当你第二遍读它的时候，
才发现
书中隐藏着如此多的对你有启发的生活哲理。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著，
中华书局
经常闲来读庄子，但 2019 年上半年给中央党校文史部的
研究生开《庄子》的原著，加上在北大给学生开章太炎的《齐物
论释》，觉得就文本的可解释性和阅读快感兼具等综合因素，
《庄子》或值得反复读。
《耶路撒冷三千年》[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透过一个城市的历史，
文明的发展和血腥的屠杀构成对于
人类本性最好的映照。
《周礼与
“家天下”
的王制》陈赟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为基础，
讨论了宗法封建制在建
构国家和社会生活时的运行原则。经典和历史结合上佳，
对我
的研究启发良多。
《儒学小史》干春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对于中国儒学发展历史的简明梳理，既注意历史的线索，
又体现个人的观点，
对于大家了解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有一定的帮助。

《人生》路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
《孔学古微》徐梵澄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家之作，
对孔子思想的解读深入浅出、
见解独到。
《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冯象著，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认识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小王子》[法]圣埃克苏佩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给孩子读的成人童话，
给成人读的儿童童话。
《伊甸园之门：
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美]莫里斯·斯坦贝克
著，
新星出版社
了解美国 1960 年代文化的经典之作。

《越窑制瓷史》魏建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专业详尽地介绍了越瓷的来龙去脉，
记录古代文明精髓。
《良工美物》良遇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用通俗自然的语言和方式，将传统手工艺术带入日常，让
普通人与美相遇。
《中国古代制瓷工程技术史》熊寥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将中国瓷器制作发展历史进行总结，
对瓷器发展史感兴趣
的一定要读。
《资政要鉴》赵禄祥著，
北京出版社
读来不敢小觑古人，
可以明智。
《风雪定陵：
明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岳南著，
商务印书馆
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
神秘引人，
却又生动、
活泼、
有趣，
适
合日常阅读。

《城门开》北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部独特的个人心灵史。晚年北岛的回忆录，圆润沉潜，
温暖细腻，
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家国情怀的顿悟与反思。
《贸易打造的世界》彭慕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揭示现代世界规律与规则的典范之作。作为加州学派的
代表人物，彭教授近年来一直立足全球史对亚洲史、中国史进
行细致入微而又不失高屋建瓴的研究。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李金铨著，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一位学术燃灯者的内心独白，
他在西方传播学界打开了一
条属于中国学者的发展路径。
《墨戏》滕固著，
商务印书馆
以独特的历史视角阐释美学史变迁，别开生面，旁征博
引，视野极其开阔，证明中国人一样能写出世界一流水平的艺
术史。
《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白谦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尝试建构一个以知识人圈层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史结构，
可
谓文化史研究别开生面之笔，
也是对既成文化史研究的巨大挑
战，
该书的学术史价值不言而喻。

《拉格泰姆时代》[美] E.L.多克托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书讲述了三个美国家庭的故事。
“父亲”
和他的妻子及妻
弟，
“爸爸”和他的女儿，黑人科尔豪斯和他的情侣萨拉。三个
家庭的命运彼此交织，同时加入大量的新闻事件，虚构与现实
融为一体，
立体地表现出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社会面貌。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征是结构精巧。三个家庭的命运时而
交叉，时而分离，时而融为一体，叙述充满节奏感，丝毫不乱。
看完之后，
如同听完一部多人合奏的交响曲。第二是强烈的时
代感，作者把新闻融入小说之中，虚构人物的命运与真实的历
史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可人物仍然逃不脱历史的掌控，所
有人的命运，
只能屈从一个时代。这是一本从形式到内容都让
人震撼的好书，
值得一读。

《庆余年》
《大宇宙时代》
《武神主宰》
《雪鹰领主》
《斗罗大
陆》。现代人每天都在思考生活、工作，忙着与世界争权夺利，
跟自己过不去，没有什么比享受一下闲暇时光，更让人惬意的
了。这五部作品，
都非常有趣，
看着不累。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