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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文谈好书推荐

本书是女性作家蕾切尔·卡斯克
历时四年完成的小说三部曲，包括《边

界》《过境》《荣誉》三部独立的中篇小说。全
书记述了几十段主人公与她遇见的各类人展
开的对话，每句对白都是一段哲理，每个出场
人物都是一个故事。在这些对话中，她将自
己放在几乎隐匿的位置。这些故事剖析了女
性在面临诸多道德困境时也许不甚完美的应
对方式及其背后的心理，传达出作者对这些
问题的思考。 （本报综合）

《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系列》
作者：[英]蕾切尔·卡斯克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作者以现代汉语方言为经，横观汉
语方言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全景，发

散式阐明了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偏见。他亦以
古代汉语的嬗变为纬，纵览中国语言与传统的
历史面貌，系统性揭示了遮蔽于其下的文化记
忆。本书将向来被目为“绝学”的方言学与历
史语言学化为近50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把几
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为我
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东言西语》

作者：郑子宁

副标题：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

出版单位：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本书由外婆口述、母亲润色、女儿
定稿，讲述了一位百岁老人所属的江苏

双沟镇高氏家族的人事兴衰、她童年记忆里
的民俗细节以及她成年后在战乱中的动荡经
历。三代人的打磨使得作品透出鲜活、质朴
的底色，凸显了外婆作为一个平凡女性面对
艰难时世的不屈和坚韧，而其中珍贵的历史
细节又把我们带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

《这辈子》

口述：高彩云

笔录：赵丽君

整理：杨扬

出版单位：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贝多芬的一生难称幸福。世人向
往的爱情和圆满家庭与他无缘，病痛与

磨难始终徘徊不散，健康的体魄也变成奢求，
他要借助纸条才能与他人交流。但他从未丧
失对生活的热情，始终渴望成为一个善良、高
贵并为人类献身的人。在这本书中，作者倾
注了大量心血。这本书想要做的，就是在旋
律中还原贝多芬的真实形象。这个形象也许
厌世、粗鲁、多疑，却有血有肉，令那些音乐作
品更加立体，更有韵味。

《贝多芬传》

作者：[美]扬·斯瓦福德

译者：韩应潮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禹茜茜

现年95岁的散文大师王鼎钧的自选集
《江河旋律》，写出了令读者敬仰的人生厚
度。全书收录了54篇文章，分为美文选、变
体选、杂文选三辑。作者在书中说：“在我
的家乡，形容一个人专心阅读，说他像‘吃
书’一样。”读者若能细细咀嚼这部书，灵魂
的味蕾也会有一种久久的回味。

开篇美文《脚印》虽然只有薄薄的几页
纸，却似人生的船，载着美丽的梦。文中说：

“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
一个都捡起来。”王鼎钧于1925年生于山东
兰陵，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离开家乡，后辗转
由台湾到美国高校任教，退休后定居纽约。
文中有这样一个奇幻的比喻：“家乡有座楼，
楼顶上有个麻雀窝，窝里有个麻雀蛋。有一
天，不知怎么了，窝破了，这些蛋在半空中孵
化，幼雀破壳而出，还没等落到地上，新生的
麻雀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文末，作者深情
地说：“我一旦回到故乡，会恍惚觉得当年从
楼顶上跳下来，落地变成了老翁。”

书中谈到故乡话题的文章，不止这一
篇。比如第二辑“变体选”中的散文《失楼
台》。文章讲述的是作者外婆家堡楼的故
事。小时候，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外婆家，

“一看到平面上高耸的影像，就想起外祖母
家，想起外祖父的祖父在后院天井中间建
造的堡楼，黑色的砖，青色的石板，一层一

层堆起来，高出一切屋脊，露出四面锯齿形
的避弹墙，像戴了皇冠一般高贵。”废弃的
堡楼，是他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基地”。但
童年的日子并不总是太平的，有一次，土匪
包围了外祖父家，外祖父就带领着看家护
院的枪手站在楼顶，支撑了整整四天四
夜。土匪的枪打得堡楼上尽是密密麻麻的
弹痕，但没有一个土匪能走进院子。王鼎
钧的舅舅就是在那次枪声中出生的，土匪
撤退了，舅舅也停止了哭泣。

后来，当日本的侦察机经过，堡楼倒塌，
作者把它拟人化了：“不！它只是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悄悄地蹲下来，坐在地上，半坐半卧，
得到彻底的休息。它只是非常果断而又自爱
地改变了自己的姿势，不妨碍任何人。”其实，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改变和休憩，倒塌的堡楼

还会以新的方式站起来，就像中国人会开拓
新的世界，赢得新的胜利，阳光还会再次洒满
亭台楼榭。人，不服输；楼，也一样。

在《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一文的开头，有
这样的话：“慢慢看啊，每个人都是风景。如
果人人似乎心怀叵测，连海波也是在搜刮天
空。”这些话未免让人不解，甚至看到标题也
会误以为是在讲述数理化课程。读完全篇
才会明白，这是一种化解，一种定力。作者
阐释道：“化！化种种不平，不调和；化种种
不合天意；化百苦千痛，千奇百怪。”就像家
中的老人在谆谆教导，温和慈祥，不会有青
年人的莽撞和走错方向后的执拗。他是用
尘埃落定般的、如水中月光的眼神沐浴着
你。这门“化学”课会让人跨越好几十岁，感
受到教化人生的细语轻言。

如果说年轻人尚不能拨开人生中的迷
雾，那么这位度过了近一个世纪时光的老
人，是真正体悟到了祖国的大江大河在奔
流不息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王鼎钧的文
章里有大爱和大美，也有人间的大智慧。
他笔下的江河旋律，是一首动人的畅想曲，
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中潺湲流淌。正如本
书题记中所说：永恒的文学终究不易得，而
作者要从笔园落下一大片雪地，让游园人
自己踏雪寻梅。当轻捧这部书，犹若举重
了一个时代。7 （《江河旋律》，作者：王
鼎钧，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
间：2020年 1月）

□赵青新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是一部
近七十万字的人物传记。作者陈新华是林徽
因资深研究者，早年写过一部林氏传记，这次
则更加翔实完整。本书溯源细缕，徐徐讲述
了林徽因的生平、她与同代人的关系以及她
的个人经历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纠葛。

人是感情动物，是故，林徽因的感情生
活是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新华起笔于
林氏一门的家学渊源，次笔描摹林徽因的
父亲林长民，续笔讲述了林徽因之母何雪
媛的悲哀与忧愁。林徽因从小疲于周旋父
母的矛盾，作为长女，她早熟而独立，深受
中国文化与西洋教育的双重熏陶。所以，
她的性格自由不羁、直爽明利，骨子里又向
往“一生一世一双人”。

林徽因的懂得与珍惜，注定了她和徐
志摩无法结合。他们情趣相投，思想开阔，
可是“使君有妇”，只此一条，足以挡他在门
外。何况，林长民早有意将她许配给梁启
超之子梁思成，她若悔婚，必伤及林梁两家
的情谊，而梁思成的忠厚宽容何尝不让她
心慕呢？后来，他们风雨同行、志趣同一，
终证思成是她良配。

陈新华是有慈悲心的，他笔下的林徽因

近于完美，但并不为了回护林徽因就写其他
人如何不好，而是尽力走进每个人的内心，
细察苦衷。他对徐志摩寄予了极大同情，写
他在旧式婚姻里的苦痛，写他在剑桥大学的
意气风发，写他追求本心、天真无畏的性
情。在他笔下，徐志摩尽管风流浪漫，但更
多像是突破牢笼的勇士。他也写金岳霖的
豁达，陆小曼的妖娆，冰心的正大，沈从文的
挣扎……在书中，陈新华为他们留足了笔
墨，他们的小传简练而不简陋，穿插在林徽
因的故事之间。林徽因是居于中心的环扣，
而他们的光亮相互辉映，共谱时代的风貌。

1931年，林徽因做了一个选择，“放弃
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加入了当时鲜为
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从头研究中国建筑
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与文献考证相结
合、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遗物的研究方法，
意味着离开优裕的生活环境，无异于“自讨
苦吃”。彼时物质条件恶劣，交通极其不便，
住宿肮脏，饱受虱子、跳蚤侵扰，连口清水都
喝不上。“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加剧了调
研的难度。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梁、林在
1932年就完成了《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等报告，为中国建筑田野调查树立了样本。

“七七事变”后，京城沦陷，梁、林携家带口，
暂居长沙。敌机来袭，家园化作废墟。他们
只得继续南下，行至滇境，与西南联大会合，
于百般窘困中费尽思量，为联大设计、建造
校舍。抗日烽烟中，弦歌不绝，读来让人感
佩。梁、林的建筑史研究，是为了完成中国
人自己的建筑研究，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促
使他们怀抱着再造文明的期待。

好的传记，要将人物的思想和作品纳
入特定的历史语境，同时也要怀着深刻的
同理心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本书即是
典范。7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
代》，作者：陈新华，出版单位：中信出版集
团，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俞诗逸

或限于篇幅，或囿于观念，相对于庞大
的人口基数而言，历朝历代能载入史册的人
还是凤毛麟角。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
案》中有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
家谱而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史观
的守旧。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绝非几部
正史所能涵括，它应该充满张力，上演着各
式各样的悲喜剧，闪烁着人性中的幽暗和光
芒。说到底，人们看历史，还是关心历史中
的人和他们的命运。这就需要走向平民史
观的写作，不过，这也给写作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当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摆在
他们面前，如何取舍并写出新意成了一道难
题。新近出版的《历史的风景：重返历史上
28个关键瞬间》一书，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

在作者黄西蒙看来，“从思想史到心灵
史的观察路径，或许能让那些被掩盖的历
史更加生动”。在他选取的历史人物中，既
有帝王将相，又有小人物。人物的身份并
非选取史料的标准，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品

格和他们面对历史的困境和希望，才是他
着力描述的重点。如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所
言，黄西蒙关切的是历史跌宕里个人的体
验。个人对时局的判断、对命途抉择的犹
疑以及真性情的流露所带来的真实感，较
之“高、大、全”的写作，更贴近人性。

试举几例。如民国“湘西王”陈渠珍，
众人只知其武功，未曾想到这位铮骨铁汉
也有柔情的一面。“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一部《艽野尘梦》，记录下他在藏地的各种
见闻，也留下了一段令人称道的旷世绝
恋。作者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并不惜笔墨
加以记录。在他看来，“细微之处的感动，
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独属于小人物的
高光时刻”。还有耶律楚材，这位深受儒家
正统学说影响的契丹人历经金朝与蒙古帝
国，以经世济民为人生目标。而当他进入
权力的中心，就难免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落
差。通过对其生平的描述，作者将他纠结
的心态、犹豫的选择层层递进，一个渴望

“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也就
呼之欲出了。

就题材而言，本书并不算讨巧。它没
有着眼于大众喜欢的历史热点，也无意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写作上介于专业与
通俗之间。若读者想从中体会一些历史写
作的技法和对历史人物的别样理解，本书
是很合适的。7 （《历史的风景：重返历
史上 28个关键瞬间》，作者：黄西蒙，出版
单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
2月）

□张燕峰

《炖马靴》是作家迟子建最新出版的短
篇小说集，收录了她从 1988 年到 2019 年
发表的 16篇经典短篇小说，其中不乏曾经
获奖的名篇，如《清水洗尘》曾获得鲁迅文
学奖，《雾月牛栏》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和鲁
迅文学奖等。这些小说大多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着力书写人性的温暖、慈悲和柔
软，就像一朵纯洁的白莲花，不染尘埃。

迟子建的作品，尤以对人物内心世界
的细腻描写而引人入胜。他们在生活中的
挣扎、欲念和希冀，往往最具有打动人心的
力量。在《炖马靴》一文中，父亲在茫茫雪
野中与日本士兵生死对决，当对方奄奄一
息之际，父亲放下了敌意与仇恨，怀着对生
命的敬畏和人道主义的怜悯，满足了日本
士兵最后的愿望。在《亲亲土豆》中，丈夫

秦山身患肺癌却不愿让妻子人财两空，于
是偷偷地从医院跑出来给妻子买来了宝石
蓝旗袍，又独自跑回家去收南坡的土豆。
这些土豆不仅是一个物象，也是小说的线
索，更是一种隐喻，表达的是这方黑土地上

的一切无不血脉相连、绵延不绝。
迟 子 建 的 小 说 ，用 词 精 妙 ，耐 人 寻

味。“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冬天，就谈论起
关于这条江的故事。风雪像铠甲一样包
围了镇子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望大
地，都给人一种白茫茫的感觉，而逼人的
寒冷也像瘟疫一样弥漫了整个小镇”。这
样的语言，形象地展现出北方气候的鲜明
特色，想象新颖，比喻独特，给读者以别样
的美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迟子建的写作深
深扎根于那片哺育她的苍天厚土，肥沃而
辽阔的黑土地赐予了她源源不断的灵感。
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热血和纯粹，
成就了她的作品，也为读者带来了美好的
享受。7（《炖马靴》，作者：迟子建，出版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9年 11月）

□赵鲁璐

《枫树山的奇迹》一书，是出生于上世纪初的
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弗吉尼亚·索伦森的代表
作，曾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在世界范围内
引领了众多青少年的成长之路。本书的中文译
本也是一版再版，吸引了很多孩子乃至成年读者
的关注。

弗吉尼亚·索伦森出生于美国犹他州，她的
曾祖父母经历过美国 1846年的西部大迁徙。这
一家族历史深深地影响了作者的写作风格，《枫
树山的奇迹》中，就带有作者对真实经历的回忆，
展现了美洲地区的高山田园风情。

故事中，参军归来的爸爸戴尔饱受心灵创伤
的困扰，为了让他从中恢复，妈妈丽丽带着儿子
乔和小女儿玛莉，和他一起来到了他居住过的故
乡——枫树山。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邻居克里斯
先生和他的太太克里西的热情欢迎与真心帮
助。克里斯一家善良好客，十分熟悉枫树山的一
草一木和野生动物。克里斯先生还有一份值得
骄傲的工作——在冬去春来的枫糖季节，收集制
作美味的枫糖浆。

充满自然气息的乡下生活，让乔和玛莉如痴
如醉，也在不知不觉中治愈了戴尔的心。一家人
共同商量后，决定搬离城市的公寓，在枫树山的
老宅里定居下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春天万物复
苏、检察官帮着孩子们逃学、患病的克里斯迅速
恢复健康……他们还遇到过火红的狐狸一家，偷
偷地帮助它们逃脱了猎人的围堵；他们见到了在
城市里生活五十年后到山中隐居的隐士哈利，并
在圣诞节前夕营救了险遭不测的他……

在作者笔下，一切与自然有关的风物都充满
了灵动，一切与枫树山有关的人们都秉性善良、
可亲可敬。书中没有丑陋的事物，也没有邪恶的
人。不得不说，阅读这样一本儿童文学杰作，能
唤醒人们心底珍藏的柔情，愉悦地感受到来自枫
树山的盎然春意。7（《枫树山的奇迹》，作者：
[美]弗吉尼亚·索伦森,译者：陈静抒，出版单位：
晨光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3月）

□王珉

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网站的最新统计，

2020 年第一季度，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用户日

均收视总时长同比上涨 22.7%，每日户均收视时

长增长半小时，15 部黄金时段电视剧和 15 部纪录

片收视率都超过了 1%。其中，一些现实主义题材

的电视剧更是表现出彩，取材于日常婚姻生活的

《如果岁月可回头》，聚焦都市职场的《精英律师》

《完美关系》《决胜法庭》，讴歌平凡英雄的《谷文

昌》《绝境铸剑》《一个都不能少》《绿水青山带笑

颜》，展现甜蜜爱情的《下一站是幸福》《冰糖炖雪

梨》等均有不俗的收视表现。而电视剧《我是余欢

水》，也是一部关注社会现实的佳作。

有别于国内传统长剧的叙事逻辑和制作方

式，这部 12 集的小体量网剧，每一集都很干脆，短

小精悍，没有拖沓注水，高潮部分又让人印象深

刻。剧中，懦弱的余欢水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四

处碰壁，得知身患胰腺癌后，反倒逼出了他潜藏的

叛逆：怼领导、怼邻居、怼兄弟，还有见义勇为抓逃

犯的壮举。在人生被逼进入倒计时后，他任性地

活出了自我，迎来了自己的一个个高光时刻。虽

说剧情稍显俗套，但仍然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

从即时弹幕和各大网站的评论来看，针对本

剧出现的高频词汇是“写实”，说明了观众对这部

剧的认可。不仅是人物性格带来的真实感，本剧

在反映社会问题方面也是一针见血。比如，当余

欢水的误诊结果出来后，电视台的白主任满脸愁

云，只得将计就计，让余欢水继续炮制英雄事迹，

制造假新闻，让人既捧腹又心酸。人人都笑余欢

水，可人人都可以在余欢水身上看到一点儿自己

的影子。幸好，结局是圆满的——男主角寻回尊

严，收获了小家庭真正的温暖。

在当下动不动就 50 集以上的国产剧中，《我

是余欢水》堪称一股清流。放眼欧美影视剧市场，

精品短剧早已形成规模，相比之下，国产剧的“瘦

身”之路依旧漫长。7

轻捧一部书，举重一个时代

溯源细缕，爱意挚诚

大自然的奇迹无处不在

影视杂谈

悲情写实“余欢水”

看懂历史，读懂人心

白莲花，在黑土地上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