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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本文学专业学者所写的历史书火了，接连登上“中国好书”以及各大图书榜单。作者陈福民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长期从事

文学相关研究工作。在最新的这部著作中，他把笔触伸向了历史，将目光投向与长城几乎一致的“北纬四十度”。在他看来，北纬四十度绝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日前他做客“好书探”直播间，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直播实录较长，我们选取一部分分享给读者。

文学？历史？怎么定义不重要

好书探：首先还是想请陈老师介绍一下这本《北纬

四十度》的创作初衷？

陈福民：大家知道，我个人的工作身份是从事文学

研究和文学批评，几十年做下来多少有一点不过瘾，我

想搞点过瘾的，所以转入历史。笼统说，这本书是一个

历史写作，从中国古代史当中选取一些在我个人看来

非常有价值、非常有趣味的事件和人物，把他们串起

来。用什么串，就是要用我自己认为历史上非常重要

的一个事情，就是历代的中国长城。

中国的长城研究是立足于自然科学基础地理学考

察的一个学科，非常好。但对非专业的人来说可能有

点高深和枯燥。如果我们用文学的方法把它叙述出

来，如果我们用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把北纬四十

度长城的故事讲出来，让读者们知道在2000年当中长

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

是特别有价值有趣的事情。总体来说，《北纬四十度》

就是这样一本书，用2000年的中国历史做经线，用北

纬四十度做纬线编织起来的历史图景。

好书探：这本书是关于历史的题材，文学界的专家

都非常关注。您希望这本书怎么被人定义，或者被人

介绍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陈福民：我自己是这样看，真正在文体上怎么定义，

对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在于，

不论它是什么文体，它提示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

天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获取新的知识。如果说很多读者

朋友，包括我现实当中的朋友对写作感兴趣，我认为主

要不是因为我写得多么好，而是这个写作本身所包含的

跟知识的关系，这个关系让大家都感受到了他们生命的

需求。其实大家现在都面临一种自己与知识到底是什

么关系的反思与追问，都需要处理这个关系。

我们都是文学中人，大家都在一个固定的知识体系

去完成自己，面对小说文本，面对一本文学理论著作，去

研读和处理它，这个工作就构成了主体与对象的一种知

识关系。但是大家可能感觉到了，在今天新的文明变迁

条件下，在一个新的知识生成生产条件下，我们跟知识

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以往的知识关系满足不了我们

的需求了。有一种可能，我的这个写作刚好呼应了各位

朋友对于知识的一个新的诉求，也有可能我用这个方式

处理了跟知识的关系，让大家感到很新奇很兴奋。我因

此想，它在文体上究竟是文化散文还是历史随笔，与我

谈到的关系相比，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

个写作主体如何处理它与世界与知识的关系，这是一个

新的课题。我私下猜测一下，有一种可能，我的这次写

作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很多读书人内心的冲动。

我为某些历史小说“捏把汗”

好书探：您说写作这本书，想在历史的领域，为文

学赢取应有的光荣与尊重。您所说的“文学应有的光

荣与尊重”指的是什么。

陈福民：我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文学本来是伟大

的精神事业，光荣也好，尊重也好，都是

这个工作本身题中应有之意。而文学

所面对的广袤世界和所触碰的领域是

极其广泛的，它和历史的关系只是文学

当中很小的方面。

我这个说法是有感而发，还是想

强调个人的历史观。我虽然不是学历

史的，但是我非常认同顾颉刚先生，可

以说是顾颉刚先生在文学上的信徒。

他的中国历史层累说，核心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历史事件离我们特别近，其

实我们对它知道的就很少，因此我们说话就特别谨

慎。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话语的累积，也就是说离开一

个事实越来越远了，这时关于这个事情“知道”得就越

来越多了。举个例子，北京一个市民政治家，他们在说

胡同院里张大爷王大妈的时候会比较谨慎，因为随时

有熟人可以出来较真。但说到白宫就知道得特别多而

且有各种细节绘声绘色。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历史题

材的小说，我都会为它们捏着一把汗，当然这是我个人

的学术观点，个人的历史观。

有时候我私心想，那么多不靠谱的故事演义和民间

传说被当成历史去做文学书写与传播，这样搞下去，人

家历史学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奇怪，连基本的边界感都

没有了？也许历史不是这么看我们的，也许正相反，历

史可能还喜欢让文学来“解放”一下。这完全是我私心

的担忧。不过在这个意义上，至少我自己在写作上愿意

身体力行，我希望在尊重史料方面下足工夫，有一分史

料说一分话，不管抒情还是叙事，所有的基础

都是史料的真实与坚实。无论怎么想象，不能

逾越起码的边界。

当然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文学技术上的问

题，比如非虚构会讨论在什么意义上某个细节

的真实决定着整体写作的真实性，什么时候真

实性可以稍微打点折扣，非虚构当然也有很多

讨论。在总体思路上，我个人是愿意面对历史

学保持尊敬。假如我们要从事与历史相关的文

学写作，希望对历史学的史料，历史学的基本架

构，有一个相应的了解和尊重之后再下笔叙述。

是不是这样就能够为文学获取应有的光荣和尊

重，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这个说法的

来路是这么来的。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

题，有时候经常是夹杂不清。海登·怀特讨论历史时表

示，历史作为物理发生的事情，肯定存在，但是如果没

有语言叙述，人们无从得知。假设所有历史都是语言

叙述的历史，叙述主体，他个人的角度，个人的情感立

场，叙述的笔法，叙述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是曾经发生的

物理事实吗，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复杂，在我们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情况下，我们能否在文学写作的时候，对你要处理的

历史材料有一点慎重尊重。我私心想，那可能就是

文学的光荣。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但是我愿意

这样去实践。

《北纬四十度》作者陈福民做客“好书探”直播间

尽管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到

1930年代“左翼”革命诗歌，但将政治抒情诗作为

概念提出并被确认为一种诗体，则是从1950年代

开始的。在这一时期，贺敬之、郭小川被公认为政

治抒情诗的代表。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抒

情诗的创作陷入低潮。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时

期文学的蓬勃发展，诗坛涌现出《周总理，你在哪

里》《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小草在歌唱》等一批成

熟的政治抒情诗，但在新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后

现代主义潮流的快速发展中，政治抒情诗依然处

于潜伏状态。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国崛

起的曙光激荡起国人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

面，疫情、地震、洪灾频繁袭击中华大地，苦难和死

亡不断冲击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在此过程中，我们

逐渐发现一个问题：曾经在文学转型和社会变革中

充当急先锋的诗歌，在面对新世纪急剧变化的社会

现实时，失去了歌唱和呐喊的能力。

当我们寻找原因时不难发现：1980年代初的诗

歌在与政治脱钩的美学警惕中，逐渐陷入杯弓蛇影

的长久“惊惧”；同时，在“向内转”“纯文学”提供的美

学庇护下，当代诗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诗歌技

艺和诗人担当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

在此背景下，2021年出版的《初心、红旗与新

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就显示出让诗

歌重新直面现实、参与现实，将激情、热情与担当

重新注入诗歌血液的美学期待和魄力。

这部诗集分三辑。第一辑由14首长诗组成，从

正面展示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科技发展、脱贫攻

坚、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成就；第二辑由64首诗组

成，从红船、宝塔、赤水、延安等革命遗址追怀前

辈的奋斗史，唱出一曲“不忘初心”的赞歌；第三

辑由29首诗组成，将现实的感受交融在自然风

光中，折射诗人在祖国山河中的幸福感。

简言之，这部诗集初步勾勒出新世纪以来

政治抒情诗的发展面貌，也展示出当代政治抒

情诗在参与现实、风骨重塑、美学探索上的努

力和成果。这种努力和成果突出表现在两个

方面：

第一，将当代诗歌的技艺探索成果融入政

治抒情诗创作。1950年的政治书抒情诗，大多采取对仗、

押韵、排比等古典诗歌手法，或借鉴民歌或楼梯诗形式，通

过形式和声调来强化诗歌的情感氛围，淡化政治对诗意

的侵蚀。但这种外在的、固有的诗歌手法，在缺少了抒情

主体的创造性参与之后，很容易产生情感空泛和概念凸

显的弊端。要破解这种困境，首先需要借鉴当代诗的技

艺探索成果，打破政治抒情诗在形式方面的惰性。

在《初心、红旗与新征程》中，诸如叙事、修辞、及物

等技艺的大量使用，使这部诗集显出独特的魅力。以

《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为例，这首130余行的长诗

最让人惊喜的是，诗人设计了独特的抒情结构：“是的，

又到了启程的时刻/第100站，我还在回味/逝去岁月的

风景”。这是全诗的开端。诗人正是在这趟青春中国的

高铁上，从“第 100 站”回忆高铁经过的沿途“风

景”——金色信仰的诞生、枪林弹雨的牺牲、抗疫脱

贫的奋战身影……在这里，“高铁”既是驱动抒情的

动力，也是当下中国科技、文化、经济高速发展的象

征。最后一节以排比的方式，展示出诗人对未来实

现“伟大复兴”的期待，也回应了开头在“第100站”

的驻足回望：“是的，又到了启程的时刻/让高铁穿

越春风呼啸的中国/穿越浩荡的平原、山川/穿越

……/前方，那个光辉的站台已逐渐清晰可见/那个

站名已被我们的梦想大声朗读：伟大复兴”。得益

于这样精巧的结构设计，这首长诗没有因为抒情而

显得混乱。而这种结构的设计，又得益于从1990

年代开始走向成熟的诗歌叙事技巧。

第二，抒情主体由“我们”向“我”的转变。这

种抒情主体的转变，从根本上保证了政治抒情诗

在处理政治和艺术、个人和集体、歌唱和反思时能

持守精神独立和艺术自律。1950 年的政治抒情

诗之所以在新时期以来屡遭挫折，其中一因就是

抒情主体消逝于时代和政治合力制造的“大我”

中。这是当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极为深刻的教训。

1980年代以来“人的文学”“向内转”“纯文学”等

理论的提出，其预设就是防止文学再次步入“政

治+抒情”的美学陷阱。

这部诗集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整部诗集

不论是对当代诗歌技艺成果的借鉴，还是对传统

表现方式的继承，都因为抒情主体回归到独立的

抒情个体，从而在抒情主体和时代主题之间保持

了“距离感”，最终使诗歌在歌颂与反思、艺术与政

治之间保持了审美的张力。以武强华的《在中

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前》为例，抒情主体“我”并

未沉醉在历史想象中虚构“当年的喜悦”，也没

有面对曾经的“胜利”产生“人定胜天”的“沾沾

自喜”，而是在面对“革命者”，面对“第一口油

井”，面对前辈、历史和自然，保持了冷静和谦

卑：“我比我自己想象得渺小/浅薄——一口油

井的深邃/和古老，足以/让一个高傲的人低下

头来/俯视内心”。这种谦卑并未抹杀前辈们

筚路蓝缕的奋斗足迹，反而在认识到人的“渺

小”“浅薄”的同时，更映照出前辈们创造历史

的不易。也正是这份谦卑和距离，让“人创造

历史”这一真理显得有血有肉，避免了隔着历史的虚幻

和神化。也正是这种从小“我”而来的抒情，让整首诗

在克制中显出意味悠长的魅力。

这种与时代、政治有距离的对视以及由此产生的

政治抒情诗，在第三辑中尤其多。比如李少君的《霞浦

的海》。整首诗没有从正面歌颂党和祖国的伟大，而是

通过体验自然、赞美自然，在自然的美景中蕴含了雷霆

般的气势——“霞浦，霞光的渊薮/从天边涌来，从海中

跃出/取下架笔，蘸一点霞光，写万千彩章”——这种自

然的力量隐喻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壮美蓝图。

总之，《初心、红旗与新征程》的出现，让我们看到

政治抒情诗在新世纪的复苏，也让我们看到政治抒情

诗在新时代呈现出来的美学新貌。

《岁月的颗粒》是作家梁鸿鹰新近出版的

散文集。在 18 篇或长或短的文字中，作者以

自己独特的视角打捞记忆深处的吉光片羽，并

以颇称得上新奇的方式予以呈现。这是有关

个人的鲜活故事，但又不局限于此，读者能读

到文字背后生命的况味，心灵的秘境，和超越

具体人和事的那种阔大深沉。回忆中有欢喜

与悲伤，爱意与厌弃，昂扬与惆怅，但弥漫于字

里行间的情愫总体上是淡淡的，若隐若现，悠

长而挥之不去。也许是岁月淘洗后的平静，当

初的刻骨铭心早已惘然，也许作者性情使然

——这份理性的清明得自于和世俗的疏离吗？

主人公的回忆首先指向最初的年头，于是

我们看到了一个风沙荒芜的北方小城和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人公在

上大学之前一直生于斯长于斯，从童年至少年，

不仅与这个不大的空间血肉相连，在情感和思想

上也难舍难分。生活的枯燥，物质的匮乏，环境

的粗砺，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状况，然而不管怎样，

永远都有少年的成长，性的朦胧，和年轻人旺盛

的活力。父母亲友，老师同学，还有那些称不上

朋友但却给作者留下或深或浅印象的人，在满纸

文字中闪现着或清晰或模糊的音容笑貌。

常年卧病并在主人公12岁时即离开人世

的亲生母亲，善良慈爱的姥姥，哺育过自己的

奶妈和她贫困的家庭，还有那个和周遭

常人并无不同、与自己关系也从来都不

密切的父亲。对于父母的爱情，作者倾

注了不少笔墨。凭借亲友的只言片语

和凌乱的讲述，再通过男孩儿自己的观

察和想象，于是父母年轻时的浪漫故事

被勾画出来。在一个荒寒之地和特别的

年代，炽烈而纯粹的爱情，伴随随时反噬

肌体的可怕病灶，就这样发生了。爱与

痛，隐忍和决绝，那些哀乐生死在不疾不

徐的回忆中，都附着上了一层淡淡的的

温暖，真实而飘渺。主人公坦言年轻时

一直想摆脱父亲，后来父亲去世了，自己

也做了父亲，自我审视也便等同于对父

亲的探究。最终发现自己越来像父亲，

父亲如影随形，不得不慨叹基因强大，犹

如轮回。可是主人公当年是多么希望斩断天然的以

及后天而来的牵连，那时，他常常怀着不甘、无奈，还

有一丝丝的羞愧。当写下这些关于父母的文字时，自

己也已渐入老景，已经能够从容袒露一个善感少年曾

经难以言说的内心。我想，每一个心思细密勇于内省

的读者都不会陌生于那种隐秘的波澜。

小城的书店是这个少年爱去的地方，那里不仅

有书，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小金”，她带给少

年的美好记忆历历在目，宛若昨日。那光洁的手指，

长长的睫毛，以及由内而外焕发的善意和娴静，曾让

一个纯真的男孩儿浮想联翩，心潮起伏。作者的笔

下，还有同学、老师以及他们的家人，性格鲜明，栩栩

如生，在别人忽略的惯常情景，都能在主人公

心中触发丰富的联想。小城简陋的火车站决

不能被轻视，它带给孩子们数不清的期待、惊

喜和欢乐，而来自远方又去向远方的火车更让

他们对外部世界产生无限的遐想：“我经常梦

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

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

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

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

主人公毫无疑问是敏感多情的。转瞬即

逝的眼神，若有若无的体香，皮肤的纹理和可

见的触感，呼吸的细微变动，喧闹与呢喃，这一

切都被一个不动声色的少年轻轻捕捉，沉淀为

心中的秘密。舒缓的文字、细腻的情感，一幅

幅生动的画面展现出来，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那

些经典影片中难忘的镜头。相较于《阳光灿烂

的日子》里的北京大院子弟，这里的孩子没有

优越感的同时也少了痞气，而更多百姓的温馨

日常；不同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对人性的深

刻批判和强劲的艺术张力，作者非虚构的描述

另有一番平常琐碎才具有的真切淡然。《岁月

的颗粒》实在是可以当小说读的散文，与爱丽

斯·门罗笔下万里之遥的加拿大小镇更有相通

之处，一样的单调缓慢，然而恬淡从容中有一

丝寂寞，一样的生老病死，却没有伤逝和悔恨。

主人公长大了，参加高考，离开家

乡，外出求学。很自然地，他恋爱了，在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这样的恋

爱和其他无数的恋爱一样并无特别之

处。然而在作者笔下，那段情感经历是

曲折回环的，饱满多汁的，是爱和欲的

确证。从无到有，若即若离，在或强或

弱的互动中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在来

来回回的情感碰撞中触发斑斓如梦境

的诗意，而年轻肉体下潜藏的欲望有了

新的内核。恋爱让两个人无限扩展了

自己的世界，并成为一个世界。

作者在文字上的用心经营也很值

得一说。为了让表达更为自然，叙述更

具形式感，作者有意让人称和视角随内

容场景而变化。在不同的章节，“我”

“我们的主人公”“他”“你”，所指实际是一个人，由于

与内容的和谐，并没有违和感，更带来新鲜的阅读体

验。如此尝试很有趣味，形式的动感新颖强化了文

字的色彩，避免了通常容易出现的单调和呆滞。另

外还有视角的变化，时间的错位，都使内容更为立

体、厚实。于是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声音，味道，

光影，空气，风雨，如在眼前的万千场景，梦一般的对

话，零碎如颗粒的故事，绵绵书信的余香，不期而至

的荷尔蒙，涌动的情感，混乱的思绪；主人公以及与

他曾经浑然一体的过往岁月瞬时生动起来。

在这个喧嚣奔忙的时代，读《岁月的颗粒》，好似

感受静水深流，清凉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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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菜市场里的老虎》新书分享会线上举行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主办的“现实的边缘，是幻想的诞生处——李唐《菜市场里的老虎》

新书分享会”日前在线上举办。著名评论家杨庆祥、一頁folio品牌总监恰恰，以及本书作者李唐围绕《菜市

场里的老虎》，深入探讨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与梦境及当代90后作家的写作等问题。

《菜市场里的老虎》是李唐的最新作品，包括7篇幻想寓言故事，关于动物与自然，人类的情感，宇宙间

万物。李唐想象力奇诡，行文间有一种浪漫而怪诞的气质，他擅长以含蓄却绚烂的方式，揭露生活中奇妙

的闪亮。李唐拥有与众不同的虚构魔力，他用自由的画笔，绘出一个绚烂夺目的宇宙。

杨庆祥回忆与李唐相识的日子，感叹李唐一直是一个少年的模样。他笑称李唐这部小说是“少年鹿的

缺爱之旅”，他缺爱，然后去找爱，所以也可以说是寻爱之旅。每一篇都有一个少年，少年也一定是经历原

生家庭的创伤。

恰恰注意到，在李唐的小说中，很少描写城市生活，都是小镇，或者乡村，故事发生在不知名的小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很荒凉、很边缘的，感觉与作者李唐的生活非常遥远，这个特点让她非常好奇。

李唐回应：“虽然我生活在城市里，但对于小镇还是有一些接触的，这是一个想象的基础。其实那些对

我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异域，可以让我更好地发挥想象的空间。城市是更荒凉的存在，因

为城市里看到的人都是片断式的人，比如以前的社会，你身边的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可以看到他整

个人生的面向。但城市是流动性的，你认识的那些人，只是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到的是他片断的人

生，你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城市是一个不断流动，就像流沙一样的空间。” （徐玮一）

《北纬四十度》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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