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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贾平凹几十年散文创作精选
集，收入了作者自 1981年至 2019年期间

的随笔六十六篇，共二十万字。全书既有对万
物生灵的敬畏之情，也有对人世苍生的悲悯之
心。对自然的深情抒写一直是贾平凹写作的基
本母题，他通过对自然的关照去还原生命的纯粹
和本真，从对自然的关照中完成了对生命价值
的关照——关怀其他生命即是关怀人类自己。万
物有灵，静观众妙。

《万物有灵》

贾平凹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 11月出版

这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生活小书，作
者在书中讲述了关于穿搭、职场、生活、情

绪、物品等多方面内容，全书包括衣帽间的秘密、
心爱的物品、买买买这些小事以及作为时尚博主
的作者日常生活四个部分，作者以真诚的方式、深
度的思考，审视生活、审视自我、审视我们与周围
一切的关系。全书还包含 70余幅温暖治愈的插
画，画师儿力力用细腻的笔触为人们描绘出美好
生活的本意。9

《今天也要认真穿》

黎贝卡著、儿力力绘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 10月出版

好书推荐

新书评论

编者按
2019年 11月，大象出版社推出了著名作家田中

禾的一套四本随笔、评论、散文和笔记小说集《同石
斋札记》，包括读书笔记《自然的诗性》、艺术随笔《声
色六章》、散文集萃《花儿与少年》、笔记小说《落叶
溪》，它们集中展示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 60 年来中长
篇小说之外的写作成果，其中的随笔、评论既涵盖作
家对生活的感悟、思考，又涵盖作家对文学和艺术的
感悟和思考，融丰富的知识性、思辨性和趣味性于一
炉，散文则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了作家广博的
阅读眼界和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同石斋札记》的
出版，也是对作家从事文学创作 60 年的回顾与纪
念。本期读书，特编发关于本书的两篇评论文章，以
飨读者。

周末侃影

□万阕歌

据报道，刚刚过去的第 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其纪录

电影推荐表彰单元暨纪录电影产业发展研讨会 11 月 20 日举

行。这是金鸡百花电影节自 1992 年创办以来，首次专门设置

纪录片单元，聚焦推动纪录电影发展。

本次研讨会共展示了 5 部优秀纪录电影作品，分别是《尺

八·一声一世》《张艺谋和他的“影”》《生活万岁》《四个春天》

《黄河尕谣》。这些纪录片都是近年拍摄的，各有各的特色，也

曾分别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作为国内电影行业影响巨大的金

鸡百花电影节，创办 27年来首次专门设置纪录片单元，并举办

纪录电影产业发展研讨会，这是对纪录电影成果的认同，也是

对纪录电影发展的推动，必将给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电影人

带来鼓舞，增添动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曾表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

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也很容

易理解。确实，纪录片的作用及意义非常巨大，不仅仅是电影

类型的丰富，更是一个事件、一批人物、一段历史的记录，体现

出的是精神力量与文化价值。

2013 年，第 70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选影

片共 20 部，其中有两部为纪录片，而两部纪录片中的一部

《罗马环城高速》，竟然力压此前被媒体看好的《菲洛梅娜》等

影片，获得了金狮奖，成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中的罕见现象。

可见，纪录片在国外也早已引起关注与重视了。正如当时担

任第 70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的贝尔

纳多·贝托鲁奇所言，“像威尼斯电影节这样的场合，应该给

予纪录片空间。”

纪录片也是电影艺术，理当和故事片同台竞技。而作为

观众来说，更需要这样的空间——纪录片与故事片“一决雌

雄”的空间！

国产电影纪录片，尤其是科技题材的纪录片，应该说曾经

有过辉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每次在电影正式放映前，都

会加映一部纪录片，哪怕是十几二十分钟的短片。后来的纪

录片拍得不多，过去一段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纪录片只有《周

恩来外交风云》等少数几部，与电视纪录片相比形成巨大反

差。我们看到，电视纪录片拍得是比较多的，有影响的更不

少，诸如《舌尖上的中国》《我的长征》《大京九》等，令电影纪录

片望尘莫及。

而 就 在 这 次 研 讨 会 上 ，还 发 布 了《中 国 纪 录 电 影

2018-2019 行业观察报告》，报告显示，国产纪录电影生产数量

稳步增长，吸引观影人数持续增加，其中电影《厉害了，我的

国》以 4.8 亿元位居近两年纪录电影票房首位。报告中还说，

大众生活类题材纪录电影如《生活万岁》《零零后》等作品，在

各大社交视频平台上播放量很高，创作者和观影者产生良性

互动，让纪录电影深入走进年青一代的“精神场”。这也就是

说，国产电影纪录片正在呈现出趋热态势，无论是数量还是质

量，都在实现飞跃。

呈现趋热态势，预示纪录电影的春天已经不远了。必须

看到，文化市场正在强烈关注纪录电影的创作动态，好内容、

好作品一定能在社会性与商业性方面实现双赢，最终获得观

众认可。我们期待国产纪录电影的春天早日到来，更期待国

产纪录电影再次走向辉煌！9

纪录电影趋热预示其春天不远

书影来风

大型地域文化通史著作《中原文化通史》，近期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

该书是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原
文化通史》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工程试点项目的最终成果，由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原所长程有为研究员主持编写，省内外 20多位专家
学者通力合作，历时 14年撰写而成。全书凡 8卷，洋
洋 360万言。

本书所谓“中原”，是以明清至今的河南省地域为
主，兼及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
部、安徽西北部等地区，与国家新近设立的中原经济
区范围大体相当。全书分为史前三代、春秋战国、秦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早中期）、
晚清民国八卷。本书所谓文化以精神文化为主，物
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则作为每时段文化的社会背景予
以简要介绍。书前有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考古学院
和哲学系教授李伯谦、王中江写的两篇序和程有为
研究员写的总绪论。每卷书稿首先简要介绍该历史
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状况，作为文化背景，然
后将精神文化分为思想哲学、宗教、学术、文学、艺
术、科技、教育、风俗礼仪等门类设专章予以详细阐
述，并阐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域乃至外国文化的交
流互动情况，着重廓清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与
规律，以及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原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核心。黄河文化又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本书的撰写出版填补了中原地
区缺乏大型地域文化通史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9 （洛崤）

《中原文化通史》
出版

读《同石斋札记》二题

□宋伯航

人这一生需要读书，通过读书，汲取书中知识营
养，不仅增学问长智慧，还能让人通理明辨，成长进
步。

这些年下来，我买书越来越多，从起初房间两个
书柜装书，也无从分门别类，到后来柜容有限，干脆
腾出一间小房，专门做成书房，以前的书柜换成书
架，总共存储有两千多本书，并整齐归类，想读哪方
面的书籍，信手取来阅读，十分方便。

每当闲暇，我会一个人待在书房，或整理书籍，
或擦拭书尘；或粘贴剪报，或写录笔记。沏一杯茶，
翻一本书，有时一待就是半天，没有干扰，也没有疲
倦，唯有身心舒畅，精神愉悦。

以前买书，不停往返新华书店，劳顿耗时；如今
买书，拿起手机，网上看好想买哪本书，手指轻点下
单，瞬间完成线下支付，等上三五天，就会有物流人
员把书送上门来，交到手上。

网上买书，很多人不叫买书，美其名曰“淘书”，
既有新潮蕴义，又具时代印记。淘书，令我颇为满意
的是网淘到一套《孙犁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修订版，共 11册，花了 600多元。这套书印装十
分精美，淡黄色的厚皮护封，浅红色的硬板封面，纸
张洁白，字体适中，扉页、照片、目录、辅文、书签带一
应俱全，设计装帧，均属一流。这套书无论插在书架
上还是捧在手里，都让人感到舒心惬意。

慢慢发现，淘书，是一种生活雅趣，也是一种喜
好习惯。我网淘到的成套的书，有《鲁迅全集》、四大
名著、四库全书以及二月河、王蒙、路遥、贾平凹等人
的书集，价格自是不菲，淘时都咬紧牙，等书到手后，
珍细翻阅，又觉值得一淘。

也淘到过超实惠的书，一本老舍的《四世同堂》，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1200多页，砖块一样厚
重，网店折扣价20元，包运费。随后，我在新华书店
发现，一模一样同年版本的《四世同堂》标价 65元，
我窃喜网店的《四世同堂》没白淘。

淘来的书籍，既然是花钱所得，必须阅读，读的
时候，尽量端坐，决不四仰八歪，有失虔敬。阅读时，
对经典名句，会在书边留白处写上读后体悟。未读
完的书，用书签隔好，端正摆放案头。读完的书，装
好包封，套好腰封，完整回归书架。

读书淘书，让我的生活充实而快乐。9

□行者

可以把田中禾先生的《落叶溪》当作一
本社会学小说或者文化小说来读。作者用
38个笔记体故事塑造了不少鲜明、生动、有
意味的人物，如逆来顺受极端善良的花表婶
（《花表婶》）、因无爱婚姻与卑微的麻杆偷情
的兰云（《兰云》）、因通匪人头被悬挂城门的
李三（《人头李》）、吝啬的烟行老板和狡黠的
伙计周相公（《周相公》）、破落的讼棍霍八爷
（《霍八爷》）、有情有义的剃头匠呱哒（《呱
哒》）、自己塑神自己拜的画匠李（《画匠
李》）、以酒场报牌枚为生存手段的右派吕连
生（《吕连生》）、因娶两房女人引发忌妒而坐
牢的石印馆小老板马老六（《石印馆》）、博闻
强记的余木锁（《牌坊街三绝》）、爱管闲事的
鲁气三（《鲁气三》）、因借种与剃头匠刘刀
儿生爱的地方士绅小老婆（《梧桐院》）、敢
恨敢爱敢作敢为的小白菜（《山这边》），这
些人物的心理、观念、言语、行为、习俗、道
德、环境构成了一个县城区域较为完整的
社会形态，一个生动、鲜活的历史现场。我
以为，想了解 1949 年前后中国城乡接合部
居住者的生活史、观念史和文化史，读这本
书就可以了。

读《落叶溪》，心里会有一种轻微的痛。
这就是弥漫于作品中的哀伤。这种哀伤来
自叙述者林林儿童时代的观察和感受，那已

经失去的时间，被作者召唤出来，如泣如诉，
哀歌般动人心弦。我们知道，时间本就有哀
伤的味道，特别是较长的时间段落，如元稹
的诗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虚化了
内容的形式性描绘，亦能让读者产生物是人
非、玄远忧伤之感。积淀在记忆中的经验，
经过时间的淘洗，即使是所谓的“四喜”，人
生和社会中少见的繁华和得意，一旦进入回
忆之中，也会被时间浸出一层淡淡的哀伤，
如同新出土的铜器上的锈蚀。

读《落叶溪》自然会想起《小城畸人》《猎
人笔记》这些笔记体名著。同是描写小城各
色人等，《小城畸人》与《落叶溪》有相当的可
比性。它们几乎有同样的质地，现实主义追
求，历史品格，深刻的艺术表现力。风格上
当然有所区别，《小城畸人》可能冷隽一些，
《落叶溪》稍稍温婉一些。我将《落叶溪》的
艺术风格概括为温婉哀怨，或者套用鲁迅先
生的话，叫哀而不怒。二者艺术上一个明显
的区别是作者视角，《小城畸人》取成年视
角，《落叶溪》取儿童视角。

我想本书这种温婉含蓄的情感取向正
是通过儿童视角控制的。儿童视角是这本
书的出发点。儿童感知的特点是好奇、感
性、局部、浅直，其理性思维并不发达，对整
体、复杂和转折性的东西没有深入追问的兴
趣，这恰恰可以给作者提供一个限制性的中
间色的温情脉脉的情感结构。9

□杨文臣

拜读田中禾先生的《同石斋札记》，叹
为观止。作为一个在本科课堂上讲授
《文学概论》的读者，我尤其折服于《自然
的诗性》一卷。当下有不少作家喜欢谈
论理论，但我从未读过像田中禾先生这
样学贯中西、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说理
通透的文字，而且，语调自然平和，毫无
炫示之意。

田中禾先生多次吐槽自己上大学时
的文学概论教材。教材满足不了需要，就
要给学生推荐一些理论著作读，这个事让
我很费脑筋。因为我们的学生在中学接
受的是应试教育，知识面很窄，缺少思考
的能力也没有思考的习惯，读西方理论著
作很困难，加上他们的课程又多，让他们
沉下心花很多时间去“啃”理论不现实；而
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写的文字，比西
方人写的还难懂，故作晦涩，假扮高深。
《自然的诗性》在视野、深度上较之专业的
理论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文采飞扬、
深入浅出，读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就决定，
把这本书作为我的文学概论课的首要推
荐书目。

田中禾先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一
个严峻的批判者，读他的文字，不仅能时
时感受到智慧的闪光，还能获得心灵的慰

藉。《钟摆·树叶·人性的磁极》一文中写
到，“人们总爱说‘生命之树’，其实人的生
命不是树，人的生命只是一片叶子。人没
法选择生在哪棵树哪条枝上，因而人类从
来都没有真正的公平竞争。人和自己的
命运搏斗，只是在总体的宿命格局里下
注。但是，不管命运作何安排，每一个个
体生命的人生图像都会呈现出自己的姿
彩。正如每片叶子尽管可供选择的时间、
空间和运动方式极其有限，却仍然能够生
动活泼、千姿百态。”这段话让我重拾起对
生活的热情和信念。

石黑一雄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从
我的世界观来看，我认为人们无论承受怎
样的痛苦，无论遭遇怎样的悲惨经历，无
论如何不自由，都会在命运的夹缝中求
生，接受命运给予的一切。人们不懈奋
斗，努力在如此狭小的生存空间内寻找梦
想和希望。这些人始终比那些破坏体制、
实施叛乱的人更令我感兴趣。”石黑一雄
这段话一直让我感到困惑。读了田中禾
先生的文字，我的困惑才涣然冰释：如田
中禾先生所说，人类注定了找不到完美，
但不必因此悲观，无论命运如何困厄，我
们依然应该怀有希望和梦想，依然能像一
片叶子翩然起舞，活出自己的精彩。我想
这才是石黑一雄的意思，只是他说得远没
有田中禾先生明白通透。9

《落叶溪》：
哀而不怒的情感取向

《自然的诗性》:
像一片叶子翩然起舞

读书与淘书

书人书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