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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探直播间开张以来，名家不断，日前又迎来

重磅嘉宾——首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作家徐

则臣。此次他携最新小说集《青城》而来，与商报读

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从三个女性的鲜活

形象，可以看出作家本人对女性的理解不断丰富。

直播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只能选取一部分呈现。

各方热评徐则臣的“三姐妹”

近日，作家徐则臣推出最新中短篇小说集《青

城》，并修订再版经典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

果大雪封门》。《青城》一书中，作者以三篇爱情故事

讲述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际。

《青城》推出后，获得了各方关注，入选了包括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月度好书等多个榜单，评论家们也

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表

示，徐则臣在这本书里呈现了他作为当代杰出小

说家的才华和风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则臣身上

的“雌性激素”在变多，有一点“雌雄同体”。他对

女性的把握和理解，在当代小说家里，可以跟苏童

并列。苏童是写《妻妾成群》出来的，女性角色写得

很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则表示，徐则臣

和苏童、毕飞宇（这些写女性很好的作家），他们每个

人都有思考女性命运的方式。徐则臣写的是新世纪

以来中国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这3篇作品

体现出作家经过时间的淘洗，对男女关系复杂的理

解。他写了今天这个时代女性更复杂的生存状态，

一方面能感觉到她们身上的美好、奉献，同时也可以

看到她们身上非常刚性、非常有骨气的一面。

在张莉看来，“徐则臣的三姐妹”既是我们中国

的故事，它对于情感关系、男女关系的处理和女性生

存的反抗精神，也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从

此意义上讲，徐则臣有“雌雄同体”的部分。“这说的

是情感意义上的，或者写作过程中他给予女性关注

的方式。他是平视女性去书写的，把她们当作兄弟

姐妹的一部分，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启蒙。”

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

当天在好书探的直播间，徐则臣首先介绍了

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小说集《青城》由《西

夏》《居延》和《青城》三篇作品组成。每篇小说的

名字，也是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为什么给三个

现代女性，起这样有古意的名字？徐则臣解释说，

男性作家写女性，要给予足够的尊重。自己写这

三个女性，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将近 20 年的

时间里，慢慢地把自己对女性、对爱情、对婚姻、对

家庭的想法凝聚到这三个主人公身上。“我不敢说

这三篇小说完全代表了我对女性、对情感、对婚

姻、对家庭等等的看法，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它们

负载了我的想法。”

如评论家所言，男性作家写好女性其实挺难

的。如何理解他们给出的评价“雌雄同体”？徐则臣

认为，雌雄同体是一个好作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一个

好作家不仅要雌雄同体，甚至还要人鬼同体，因为

作家可能还要写到鬼，还要写到动物，写到自然等

等。所以一个作家应该是具备包罗万象能力的“杂

家”。写作需要他上穷碧落下黄泉，需要他对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有所涉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雌雄同体是对一个好作家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

是，我们在写异性的时候，是否对异性有足够的尊

重和理解。”

近20年跨度，体现作家对女性理解的变化

《青城》里的三篇小说，创作跨度将近二十年，

三篇作品彼此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徐则臣在直播

中坦言，这20年里，自己对女性的理解也在不断加

深。

写《西夏》的时候，徐则臣还在学校念书没有毕

业。当时的他，对女性和爱情的想象，更多是青涩、

天真的，所以才会创作出“田螺姑娘”一样勤劳善良

的女孩。“我会把那个年龄段对女性最美好的期望都

呈现在她的身上，其实是写一个人谈恋爱的阶段。”

《居延》创作于2008年，那时候徐则臣已经结婚

成家，对爱情、婚姻和家庭都有了新的认识。作家笔

下的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居延”从外地

到北京寻找爱人的过程，最终寻找到的是她自己。

女主人公的主体性在寻找过程中被唤醒。

到了最近两三年创作的《青城》，徐则臣自己已

经是一个七八岁孩子的父亲，对家庭和世界的认识

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作家，会把一个人放到众

多的社会关系中来认识，进一步认识人和整个世界

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青城”就变得宽阔、博

大、隐忍，像地母一样的形象。

在徐则臣看来，这三个女性形象是逐渐在变化

的，逐渐走入生活深处，逐渐走入情感、婚姻、爱情、

家庭深处。“这种复杂性基本是我个人进入家庭、进

入婚姻、进入爱情、进入世界的复杂性的一个体现。”

《智能交通：影响人类未来10~40年的重大变革》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交通强国战略指引下，国内首部系统阐述中国智能交通发展现状和前景的专著——《智

能交通：影响人类未来10~40年的重大变革》（以下简称“《智能交通》”）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2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全书结合中国视角和国际视野，以立体化方式全方位分析并阐述了智能交通建设的“中国模式”。

《智能交通》作者为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全书共33万字，分为12章，涵盖智能交通主

要领域，包括智能交通运营商、智能信控、智慧停车、车路协同、智慧高速、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地图、MaaS出行

即服务、智能交通与碳中和、人机混合时代等。该书不仅阐释了技术与交通行业融合应用，还分析了30个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案例，为交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现实参考和方向指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为该书作序。万钢表示，该书

总结了自动驾驶、智慧交通领域的创新、探索和实践，呼应了“交通强国”时代议题。白春礼指出，《智能交通》思

考交通与经济社会辩证关系、梳理交通智能化发展脉络、展望交通运营管理甚至人机关系未来形态，实证丰富、

可读性颇高。

该书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中国智能交通领域六大创新理念和模式，即智能交通运营商模式、车路协同自动驾

驶、自适应的智能信控系统、L4级以上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技术难点与突破、MaaS出行即服务模式、地图ETA通

行时间智能预估和预约出行。 （文 萱）

11月29日，美国《科克斯书评》公布了今

年的获奖书单，奇想国童书出品并成功版权

输 出 的 A Little Snail Book: Hide-and-Seek

（《蜗牛老师的幼儿园：捉迷藏》英文版）获得

了2021《科克斯书评》年度最佳童书（纸板书

类）。

成立于1933年的《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是美国最权威、最著名的书评杂志之

一。今年摘得 2021 年度最佳童书的纸板书

类共有6本，其他各类奖项于11月29日接连

揭晓。据悉，此次获得年度最佳童书荣誉的

《捉迷藏》，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

作室的“蜗牛老师”吕莎莎的大学毕业设计作

品《蜗牛老师的幼儿园》。

《放学了》是该系列中第一本版权输出

国外的书，《捉迷藏》是第二本。科克斯对《捉

迷藏》的评价是“如此有趣的纸板书非常少

见，一定不要错过它。”

“顽皮的小蜗牛回来啦，这一次玩了一

场出乎意料的捉迷藏游戏。”

幼儿园里大家一起捉迷藏，小熊同学负

责找，老鼠伪装成茶杯，鸭子伪装成仙人掌

……大家的躲藏技巧五花八门，最后只有蜗

牛老师没被找到。

《科克斯书评》评述“哪个孩子没有玩过

躲在窗帘后面的小把戏呢？小读者和小熊一

起寻找，发现页面上那些明显或不明显的线

索”。

这个故事运用视觉联想和小朋友玩了一

个寻找游戏，简短却引发共鸣的对话使故事

情节向前发展，紧张气氛伴随着孩子们咯咯

的笑声而增强，巧妙设计的结局令人意想不

到——“蜗牛老师到底躲在哪里呀？”

作者吕莎莎化繁为简、返璞归真，每幅

画面的颜色不超过三种，加上刻印的创作手

法使得画面更单纯、更明确、更接近孩子气的

稚嫩。《科克斯书评》认为这种奇特、圆润的印

花插图令人愉悦，是精美艺术性的一种简约

形式。

《蜗牛老师的幼儿园》是一套针对幼儿园

小朋友的入园必备图画书，借用三个极具反

差惊喜感的幽默故事，趣味讲述了离园时光、

安全教育、集体责任、环境卫生、交通认知、同

伴交往等多样主题，充满创意巧思；以极为灵巧的方式

向孩子呈现了幼儿园生活的样貌，让即将入园的孩子对

幼儿园产生亲近感，让已经在园的孩子从另一个角度认

识幼儿园，更加喜爱自己的幼儿园。

这套书在国内获得过多重荣誉：2020年度桂冠童

书奖、2018年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入围作品、入

围“2019年度优秀童书50本推荐书单”、爱阅早期儿童

阅读书目（2020版）等等。巧妙的故事构思和风格鲜明

的绘画，充满童趣，吸引了诸多关注的目光。

据悉，2018 年美国知名独立出版商 Chronicle

Books联合成立的独家合作品牌Chronicle Bridge（童眸

图书），该品牌致力于搭建一座国内外的桥梁，把海外的

优秀童书引进国内，同时又把奇想国的优质原创介绍至

海外。《放学了》和《捉迷藏》英文版的出版，是双方的第

一个合作成果。2021年3月，两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并

于11月底摘得《科克斯书评》的年度最佳童书奖。

原创图画书之路道阻且长，奇想国在原创市场上敢

于挑战，对于新人作品敢于持续投注资源持续打造深

耕，《蜗牛老师的幼儿园》这一原创图画书的版权输出

海外则是奇想国在原创图画书的探索之路上扎实的一

大步。

从2018~2021年，《我们的一天》《蜗牛老师的幼儿

园》《等待》《胖金鱼去哪儿了？》等原创好书接连出版，奇

想国在原创方面持续深耕，坚持高品质的童书出版，对

于新锐作者不偏不倚，敢于在市场中搏杀亮剑。《等待》

《胖金鱼去哪儿了？》获得国家文津图书奖推荐书目、第

八届“上海好童书”、第七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等入

围书目等。此次《蜗牛老师的幼儿园：捉迷藏》获得《科

克斯书评》年度最佳童书，是对国内优秀原创图画书作

者的创作能力的肯定，同时也是中国原创在世界童书市

场的有力发声。 （文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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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做客“好书探”直播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宋阿曼：传统艺术的迷人之处，来自“远古的距离”

□ 能否谈谈《西皮流水》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

■《西皮流水》写于2018年秋天，那时我刚毕业

来北京，住进东三环一间朝西的房子。房子在 16

层，幸运地，窗口正对着北京的西山。耸立的高层建

筑物为这扇窗让开一条缝隙，从高空看去，像一道城

市峡谷。落日时分，金黄的光会从西山的脊梁朝我

而来，搬把椅子坐在光里，直到它冷却、消退，直到城

市亮起灯火。那扇窗在夜晚向我展示万家熙荣，让

我和身外世界多出一些温柔的牵连。我很平静地适

应着新身份。

在城市望山，这个举动本身就挺古典，恰好那阵

子迷恋京剧，是我做事的BGM（背景音乐）。石青的

形象就是在那个时候显形的。有天，我和朋友相约去

Blue Note Beijing 看一个乐队的现场演出。Blue

Note开在前门。正阳门，明清两朝内城的城门楼子

下坐落着国际顶级的爵士音乐现场。那场演出中，乐

队改编了京剧《天女散花》，在吉他、低音提琴与爵士

鼓的伴奏中，人声一出——我瞬间感到汗毛倒立——

那一刻我就知道石青这个人物彻底清晰了，可以动笔

写了。这种“中西”“新旧”的组合给我的冲击感，真可

形容为“白鹦鹉与仙鸟在灵岩神岘上下飞飏”。我顺

着这种感觉完成了小说，中间也有别的糅合，但如果

没有去看这场演出，很难凭空虚构出石青这个人物。

□《西皮流水》里对传统和现代艺术的融合创

新，是你一直关注的话题么？小说里老肖和石青的

合作，在你看来是理想的艺术形式么？

■ 戏曲这样的传统艺术几乎已经完成了经典

化的全部过程，在师门传承之下，从角色、戏文、声

腔、板式到行业伦理、文化象征和着装搭配，都已经

相对固定。因不同于当下的审美与道德，戏曲欣赏

起来需要观众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耐心。不少朋友开

玩笑说，突然开始听戏，是年纪大了的象征。这也不

纯然是玩笑，生活在当代，很少有年轻人能拨开电影

电视、科技产品、游戏设备来专心听戏，但领略过高

科技产品的魅力之后，还是有不少人发现了传统艺

术的迷人。我的观点是，传统艺术可以根据自身发

展规律演进，但与现代艺术融合是不必要的。之前

一度流行一个词“新中式”，大多是在国画圈和建筑

领域，就是把传统审美进行简化与加工，以更趋近于

当代审美。但事实情况是，“新中式”可能在商业装

修与设计上博得一席之地，但能做好并在艺术领域

得到认可和欣赏真的很难。新与旧，一直是我关注

的，因为中国确实有世界瞩目的艺术遗产，书法、绘

画、建筑、戏曲都很迷人，而他们的迷人之处恰恰来

自于一种远古的距离。

小说中老肖和石青的合作更像是人物自己的选

择，与其说是两种艺术形式的合作，更像是两种艺术

形式下形成的人格与道德的合作，没有谁是错的，老

肖很自在，但石青打破行业规矩的演出更像是打碎

了来自“远古距离”的保护，让她显得格格不入。可

能在老肖看来是理想的，但站在石青立场上则像是

一场灾难。作为作者，我不会秉持立场。

□ 你平时对传统艺术有怎样的了解和关注？

■ 我很欣赏传统艺术，但也局限在我目前的知

识范畴，这是个广博的世界。我有一些自由艺术家

朋友，比较集中在中国画和书法领域，细分的话，有

人专攻明清山水，承袭新安画派（赵大白），有人承袭

吴门画派，文徵明一路（李退之），他们仿古，但也有

了自己独特的韵味。我主要是受这些朋友的熏陶。

有趣的是，赵大白的画平和、冲淡、避世，但他最好的

圈内朋友是几位用iPad创作的艺术家，画风迥然，但

不妨碍大家成为知心朋友。

□ 刊发《西皮流水》的《十月》和这次颁奖的《西

湖》都是发表青年作家较多的著名刊物。你感觉两

家刊物的风格有什么不同？

■ 我感觉没有太大区别。一定比较的话，《十

月》更加持重，《西湖》更加活泼，两家刊物对青年写

作者都很好，面对作品都是一样的。

□ 现在写作发表的路径比以前多了，你认为文

学期刊对年轻写作者的成长有怎样的帮助？其他发

表渠道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哪些？

■ 文学期刊在我的写作历程中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我可以清楚地说出每一篇小说发在哪个期

刊，这不仅是发表，也是作者和编辑的一次深入交

流。我第一篇小说发在《西部》杂志，所以我在内心

深处对这本杂志有着独特的情感，包括责编孙伟给

我发来的信息我都记得很清楚，他也很开心，告诉我

编辑部决定将我现在看来并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刊为

90 后小辑的头题。当时我还不明白头条有什么不

同。我目前出版了两本小说集，数量不算多，但都是

从发表过刊物的小说中选出的。这已经成为我的习

惯。自媒体时代，其实发表渠道很多，甚至可以去

“小红书”连载，但重要的可能还是刊物、出版和一些

原创网站吧。

□ 这次颁奖采用了线上远程会议的形式，你认

为在当下的传播环境里，传播推广严肃文学作品的

方式方法有哪些？

■ 中国作家普遍都比较低调和内敛，好像这已

经成为一种优良品格。我们没有健全的经纪人体系，

几乎都是靠写作者和责编去推销作品。当下传播途

径很多，但严肃文学并没有真正参与进去，需要解决

的，一方面是创作者如何克服“低调和内敛”的心理因

素，一方面是呼吁独立于创作者和出版社的第三方有

专业度的传播者。当然这只是就理论而言，创作者性

格不同，不一定都能参与进崭新的传播形式，还是希

望媒体们给文学和艺术创作者更多的关注。

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礼日前在线上举行。经过

近一年的评选，最终，余静如的短篇小说《404的客人》、宋阿曼的短

篇小说《西皮流水》、徐衎的短篇小说《你好，明媚》获第八届“西湖·中

国新锐文学奖”。其中，宋阿曼的《西皮流水》已被收入她的最新小说

集《啊朋友再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围绕这篇作品对其作了采访。

■受访人：宋阿曼（作家） □采访人：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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