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谈论《罗马精神》之前，有必要先聊
聊它的作者。自幼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
的依迪丝·汉密尔顿是慕尼黑大学的第一
名女生，后来在美国，她还与朋友创办过
一所女子学校并担任校长长达26年。退
休8年后的1930年，她出版了引起广泛关
注的《希腊精神》一书，两年后写就的《罗
马精神》同样大获成功。此后，她的《以色
列的先知》《神话》《上帝的代言人》《希腊
的回声》等作品陆续面世，越发让她这个
古典通声名卓著，被称颂为美国当代的

“古典文学普及家”。
一个人为自己喜欢的事肯于呕心沥

血，这在古希腊，并非什么新鲜事：戏剧家
索福克勒斯80岁依旧笔耕不辍，柏拉图
仙逝前还在蜡版上修改他的哲学对话。
而汉密尔顿，正像她所推崇的古希腊人一
样，一直兴致勃勃地工作到她生命的最后

一刻，这让她的人生获得了某种示范的意
义：“我翻开西塞罗、贺拉斯或是维吉尔的
作品，只是为了欣赏他们所写的东西”，

“我对罗马人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我对罗
马人之事迹的兴趣”。她在《罗马精神》序
言中的坦率发言，顺理成章地把她塑造成
一个有点儿任性的趣味主义者。

当然了，如果她仅仅是个趣味主义者，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但让我觉得她特
别好的，是在她任性的趣味之外，我还能看
到她对自己那别样历史观的严肃描述。

在汉密尔顿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对
该时代人的特质的展现，要胜于其他任何
方式对历史的重建，文学是了解一个民族
最好的教科书。所以，并不是被符号化和
一锤定音的宏大历史，而是古代世界立
体、鲜活的文学与人，才催生了《罗马精
神》。汉密尔顿绕开罗马史上被惯常罗列

的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专注于塑造历史
人物，而她写作的素材，便是罗马作家的
文学作品，是罗马作家所勾勒出的罗马人
的清晰轮廓。在写作内容的选取上，她除
了基于一己之好，更看重一个作家能在多
大程度上呈现罗马人的生活和特质。显
然，她所偏爱的亚里士多德的教诲是她信
奉的圭臬：诗比历史更具真理价值。

古典文学的滋养和浸润，让汉密尔顿
对罗马人的一切都驾轻就熟和信手拈
来。在《罗马精神》十三章中，西塞罗、恺
撒、卡图卢斯和贺拉斯这几章格外精彩，
每一章都堪称独立的文学作品。作者睿
智、犀利、深邃、激情、流畅和富于节奏感
的叙述，让这些不同寻常的罗马人重新活
了过来，带着他们的爱恨情仇——大概，
因为在罗马文学的世界里沉溺得太久太
深吧，她为他们代言的叙述，竟如同他们

自己在说话。
从希腊到罗马，欧洲文明走完了它的

古典时代。罗马文化仰视希腊文化，并部
分地继承了它的遗产。可现代人，只觉得
罗马文化更为亲近，对希腊文明却隔膜疏
离。汉密尔顿通过调动大量的罗马喜剧、
诗歌和散文作品，让读者深入地了解到这
一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西方人或者说欧
洲人，并非古希腊的，而是古罗马的精神
后裔。无论普劳图斯、泰伦斯的拉丁喜
剧，还是西塞罗的书信、贺拉斯的散文，都
透着罗马人对平庸的热爱、对夸张的喜
好、对崇高和激昂情感的赞赏，而这些让
现代西方人感同身受的东西，却并不属于
古希腊人。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与阿里斯
托芬的喜剧有天渊之别，可它与一出罗马
喜剧之间的鸿沟，却既不宽也不深，能让
现代观众轻而易举地跨过去。

由趣味到观念
牛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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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小珠落玉盘
■书单

《嘈嘈切切错杂弹》

这是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与妻
子陶友红“合著”的一本书，内容颇为
别致：第一部分收录莫砺锋作品36
篇，多数是发表于报刊的散文随笔；
第二部分是陶友红作品22篇；第三
部分是莫砺锋几次出国及访学任教
期间两人的往来书简。可能最后一
部分尤能引起读者兴趣，书信呈现出
的事业与生活、时代与个人，乃至家
庭琐细、儿女情长，都颇耐人品味。

在两地书简中，偶尔掺杂些国事、时事，可让
人搜寻出书信的周遭背景，而感动人心的往往还
是那些日常生活与工作琐事。本周书单的主打推
荐是著名学者莫砺锋与妻子的两地书——《嘈嘈
切切错杂弹》。书中所写，除了追昔忆旧、访古寻
幽、异乡人情风物之外，皆为往来书简，而以普通
人生真善美熔炼而成的自然清醇之味，正是“大珠
小珠落玉盘”的和谐优雅之音。

在别人的字句里，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换句
话说，阅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青年译者陈以
侃的回答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读过残留的
快感。”与此同时，他写下了《在别人的句子里》这
本读书笔记，引诱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世界，亲
自去解答以上问题。本书中的每一章均以一位作
家为题，包括人们熟知的菲茨杰拉德、毛姆、翁达
杰、塞林格等，所涉及的书目不胜枚举，其中要数
英美文学占比最大。不过，陈以侃并不建议人们
执着于某些经典名著，相比之下，认清“此生无论
如何非读不可的书”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读完的
事实或许更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一本为
自己量身定制的书去看，才会收获真正的“快感”。

提示

2019年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者中，徐怀中以90

岁高龄携长篇小说《牵风记》成
为茅盾文学奖最年长的获奖作
家。《牵风记》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军事题材小说，而是一部具
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
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
用徐怀中的话说：“我不是正面
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
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
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
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我只是
写了一个旅长、一个警卫员、一
个参谋和一匹马的故事，可以
说是把我多年来对战争的这些
思考汇集起来，成为这么一篇
浪漫的故事。”此间，战争时期
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念
想儿和复杂考验，在艰苦岁月
之上泛出的明丽光泽，在特定
情境之中留下的惋惜与痛悔，
在自然山河之间现出的美好人
性温度，一一闪现在作品中。

徐怀中所写的《牵风记》是
在 1947 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
挺进大别山的背景下，三个人物
和一匹马的故事。投奔延安的
青年学生汪可逾，在前往太行中
学的途中，路经“夜老虎团”驻
地，因一曲古琴《高山流水》，与
知 识 分 子 出 身 的 团 长 齐 竞 相
识。一别经年，1947年晋冀鲁豫
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我军战略
反攻的序幕，汪可逾再次见到齐
竞，成为其部的一名文化教员。

汪可逾聪明灵动、冰清玉
洁，是美的化身，小说因她牵出
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团
长齐竞文武双全,儒雅健谈，踌
躇满志，前程无限。在浪漫激越
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之际，却发
生了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让二
人走向凄苦与悲怆。

骑兵通信员曹水儿高大威猛、
勇敢果决，为齐竞所看重，也颇受
女性青睐。在漫天烽火中他却时
常自我失控，终于酿成了悲剧。

在出生入死的战火中，汪可
逾、齐竞、曹水儿等人的命运有
着怎样的演变？那匹灵性神奇、
善解人意的老军马又该如何功
德圆满，死而无憾？《牵风记》将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用
独特的方式描写战争，探寻战火
中的爱与人性。

徐怀中1945年参加八路军，
曾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
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
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
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
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从文
工团团员到将军、部长，亦文亦
武，一生跌宕起伏。

他是挺进大别山行动的参
与者，小说中每个人、每个故事，
特别是细节，都有很强的历史真

实性。从小说中可以读到关于
战争史、战略战术、兵法兵器等
方面的知识，体会到作者丰厚的
军事学养。从千万张鲜活的面
孔中，徐怀中捕捉融合了他们的
声音、表情、神态的内容，凝聚到
小说的主人公身上。1947 年挺
进大别山时，文工团成员全分下
去搞地方工作，徐怀中由文工团
团员转为一个乡的武工队队长，
历经生死考验，沉淀为宝贵的素
材。

20 世纪 60 年代，徐怀中曾
以此为题材创作出《牵风记》的
雏形，将近 20 万字，后来却由于
种种不测，小说手稿被销毁。这
次创作陆续写作了 4 年，经过不
断地修改与润色，50 余年后，小
说终于与读者见面。徐怀中说
自己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
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徐怀中说：“我写的是一部
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
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确实，
此前从未看到有人以如此现实
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描写战争，以这样的胆略探寻战
火中的爱恋与人性。千里挺进
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
序幕。在过去，只看到其豪迈的
一面，通过《牵风记》，我们看到
了为此而付出的惨烈代价。小
说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描绘出这
场战役很少被表现出来的其他
方面。在《牵风记》中，我们看到
的不仅有大场面的战争，还有战
争中的每一个人，除了书中的主
人公，无论是小战士刘春壶的真
情表演与牺牲，还是保长女儿的
诬告与哭悔，国民党被俘郭参事
的老谋深算与决绝自杀……从个
体中见到了宏大。牺牲者有自己
的人性弱点，也有面对考验时的

人格伟大，他们既普通也特殊，是
无数个他们构成了整个战争。

徐怀中说过，希望以自己多
年来的战地生活的积累，剥茧抽
丝，制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
气象，希望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
能够闪放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
化底蕴的灿烂光辉。

1947 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
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
的序幕。在这个大背景下，汪可
逾满腔热情地入伍参加革命，用
自己的才华为部队的文化和宣
传投入了无限的努力，却在19岁
的大好年华牺牲。齐竞是军队
中有文化、有思想、有指挥天赋
又进步最快的年轻干部，在以往
的战役中没有败绩，这一次也一
样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却因为自
己对爱情的陈旧观念，失去了自
己的挚爱，在孤独一生后写出

《银杏碑》溘然长逝。曹水儿为
人忠厚实在，工作尽职尽责，对
首长忠诚，对汪可逾爱慕却从未
逾越，但是作风上有自己的瑕
疵，最终结局令人叹息。军马

“滩枣”是齐竞的坐骑，在战斗转
移中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也有幸聆听汪可逾为它专门奏响
的古琴曲，与她相处甚欢，最后将
汪可逾的遗体安置在了银杏树的
树洞里，自己也力竭而亡。曹水儿
是齐竞的警卫员，也是“滩枣”的饲
养员，更护送受伤的汪可逾辗转山
间直至陪她走完最后一程。这三
人一马之间的感情复杂又纯粹，每
多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部作品，不是一部一般意
义上的军事题材小说。在血色
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人
性的光辉点闪耀其中，主人公性
格的多面性、丰富性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深沉的现实主义和清新

的浪漫主义气息互相交织。过
去军事题材作品强调的是血与
火的战争，这部作品中血与火是
底色，而在底色上，徐怀中发出
了“空弦音”——汪可逾最爱的
音色。“空弦音”可以说代表着书
中所述的人性、爱情与美，而这
些是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下发生
的，以美的标准来阐述战争的烽
火硝烟，这可能是徐怀中的军事
文学写作创举。

《牵风记》带来了更加真实、
更加立体、更加丰满的军事文
学。战争本身，战争中的人性，
是我们回避不了的话题，在《牵风
记》中表现得更加充分。这是一部
完整展示战争与人的作品，这是一
个全景式画面。有战斗，有友情，
有爱情，有忠诚，有坚贞……有
血有肉，战争中的人就是这么多
面性、复杂性，脸谱式、纯硬汉式
的创作是没那么真实的。徐怀
中说：“不是说你经历过哪个战
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
了。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
下笔越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
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
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
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
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
窠臼。我尽量把小说写得更符
合艺术创作规律，自然、真实、返
璞，抛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
障碍，不管不顾了。”

关于书名，最初徐怀中想表
达的意思是敌强我弱时如何“牵
引战争反攻之风”；写完了回头
看，算是“牵个人写作转变之
风”；再延伸至小说中英姿飒爽
的战马，更有“牵马驰骋之风”的
意象联想了。他说，等读者看了
之后，或许每个人会解读出各种
况味，乐见其成。

《牵风记》书写的“战地浪漫曲”
夜 凉

作为苏联的一位创作个性非
常鲜明的作家，康斯坦丁·帕乌斯
托夫斯基在其一生的创作中秉持
了对艺术的眷恋。“艺术之恋”是帕
乌斯托夫斯基最核心的精神情
结。艺术不仅是他创作的重要主
题，也是他审视生活、思考人生的
独特视角。他的文学创作最本质
的特点——将人的生存状态艺术
情感化，便是这一情结的必然结
果。如果说《金蔷薇》是帕乌斯托
夫斯基“眷恋艺术之情结”开出的
一朵奇葩的话，那么创作于1946
年至1963年间的六卷本自传体小
说《生活的故事》则是“眷恋艺术之
情结”的又一奇特果实。所不同
的是，《金蔷薇》是作者对艺术创作
这个神秘而瑰丽的事业的独特感
受，而《生活的故事》则是作者以自
身强烈的“眷恋艺术之情结”审视
自己的生活道路，展示历史画卷
的产物，因此，艺术是作为一种内
在的主题进入了作者对生活的描
述中。这部自传体小说在具有这
种体裁作品的共同性的同时，又
有明显的特点：体现了他个人意
识中强烈的“眷恋艺术之情结”。

《生活的故事》由六部中篇小
说组成：《遥远的年代》（1946）《不
安的青年时代》（1955）《未知世纪
的开端》（1957）《巨大期待的时代》

（1958）《奔向南方》（1960）《漂泊之
书》（1963）。这六部中篇小说涵
盖了作者从青少年时代（20世纪
初）至成年（20世纪30年代中期）
近30年间的生活体验。这20多
年包括了十月革命前、第一次世

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
内战争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内
的历史阶段。如同其他自传体
小说一样，作家力求在《生活的
故事》里追忆自己所经历的岁
月，展现自己心灵成长的历程，
以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折射历史
的变迁。

《生活的故事》写到了作者眼
中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

《生活的故事》终究没有成为纯粹
文学性的回忆录。其关键的原
因，便是作者还有另一个重要的
念头：力图展现主人公科斯季克
从一个热爱艺术的青年到一个成
熟的作家的精神成长历程。而这
种创作动机的根本原因就是作者
心中那个永远的“情结”：艺术之
恋。因此，向往艺术，眷恋艺术是

《生活的故事》中最深含着的主题，
正是这种“眷恋艺术之情结”从根
本上决定了这部作品的体裁特点。

在《生活的故事》中，有关艺
术的话题是连接众多叙述点的基
本主题，作者“眷恋艺术之情结”是
整 部 作 品 的 底 蕴 ，是 主 人 公

“我”——科斯季克整个心灵世界
的核心。作者在讲述主人公科斯
季克的成长经历时，关注的焦点
无非是两个方面：艺术的熏陶和
艺术家气质的培养（对大自然的
感情、想象力和对人性善的追
求）。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科斯季
克的成长道路，也决定了科斯季
克将以怎样的一种眼光来看待周
围世界。接触艺术和艺术家，培
养以艺术情感的眼光来理解周围

世界，成为科斯季克成长道路上
留下的最深印迹，也是作者关注
主人公生活经历的最主要视点。
于是，遵循主人公科斯季克的成
长轨迹，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浪
漫艺术气质的青年人的艺术之
旅。所有的经历是主人公科斯季
克近30年生活的基本坐标，把它
们串接起来，也就构成了主人公
科斯季克这段生涯的基本面貌。
在有着各种充满艺术旨趣的经历
中，主人公科斯季克渐渐形成了
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培养起以艺
术家特有的眼光审视生活的习
惯。我们看到了主人公成为一个
作家的成长道路，看到了他创作
的精神支柱力量的形成。主人公
精神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向
我们展示了主人公如何在精神气
质上为成为一名浪漫抒情散文作
家做准备。而具有了这种艺术气
质的主人公又是以怎样的眼光看
待生活，看待他周围发生的一切
的呢？无疑，一个具有浪漫艺术
气质的人只会以理想之光去审视
现实，只会在现实生活激流里处
处体验艺术之光。

《生活的故事》由于其叙述的
中心是艺术，因而在对历史事件
的表现上也就具有自身的特点，
即在表现艺术的主题时暗示历史
事件。广阔的历史画卷被融进了
主人公个性的艺术情感中，历史
作为一种文本也就因此而获得一
种新的阐释，历史被赋予了作者
鲜明的个性化的审美感受。譬
如，当具有强烈的“眷恋艺术之情

结”的主人公科斯季克以自身的艺
术情感来感受十月革命的社会氛
围时，他的感受是非大众化的。小
说里主人公科斯季克在电车上赠
花的情节具有典型意义。作者表
现了在那个动荡岁月里人们对美
的渴求。从电车上的乘客对那束

“很久没有看见的鲜花投射的贪
婪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
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独特的表现：
正常的、普通的生活，同伟大的历
史事件几乎只有几步之遥。

《生活的故事》所包含的对艺
术的热切向往,也使该作品具有一
种内在的结构，即作者在里面描
写了主人公的两种生活状态。帕
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写道：

“我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真实地
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然而，包括我
自己在内，每个人都有第二种生
活。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存
在于我的想象中，我的憧憬之
中。我要写的正是这第二种生
活。要是我能按照自己的愿望
安排生活，不为某种偶然性所
左右，那么我的生活就完全可
能是另一个样子，我要写的就
是这种生活。”显然，作者在表
现主人公科斯季克的现实生活
状态时，又努力去展示主人公
所幻想、所向往的第二种生活，
即生命在艺术中获得完美的另
一种生活。正是对第二种生活
的向往使主人公在纷繁复杂又
时而异常灰色的现实中，能让自
己的心灵始终处在向往艺术的
独立境界中。

以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折射历史变迁
董 晓

《生活在别处》

舞台，大概是人生的一种“别处”，
参与戏剧表演和研究的人，从某种意义
上说，都生活在“别处”。观剧者也是同
样，通过“别处”的生活观照自身，从而
使得生活本身更加完整而富于意义。
作者傅谨对戏剧，尤其是中国戏曲的本
质和形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追求，于
是他的戏剧随笔在老辣的文风中，也总
有着难以消除的悲怆的情感。

不想失去“别处”的精神，恰如我
们不想失去生活本身。

《在别人的句子里》

因翻译毛姆、麦卡锡等英美作家
的一系列作品且译笔出色，青年译者
陈以侃渐为国内侧重欧美文学的读
者所知。相当可观的欧美文学阅读
量、对作家逸闻往事信息的熟悉以及
编辑、译者、书评人等多重身份，令他
有足够充实的积累和多元而开阔的
视野，进而在这本聚焦纳博科夫、翁达
杰、毛姆等国际级作家及其作品和若
干欧美文学话题的随笔集中呈现出
更大的表达自由与强烈的个人趣
味。文字风格迂回风雅，写作姿态幽
默而诚恳，行文的流畅随性某种意义
上是建立在他对文学的虔敬之心和写
作的小心翼翼上的。这些随笔中的素
材和作料，有时候并不鲜见，难得的是
作者总能另辟蹊径品味出别样滋味，
也有些他从欧美文学书堆字缝中读
出的“新发现”，在文字中和盘托出。

关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提示

帕乌斯托夫斯
基是苏联著名作家，
因行文优美、格调清

新而被奉为抒情大师。《生活
的故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
自传体纪实小说，书中既有对
往昔岁月的追溯回望，对创作
历程的思考探索，亦有对大自
然空灵淡远的诗化描绘。作
者更是艺术化地书写了与之
同时代的作家，诸如布尔加科
夫、巴别尔、谢维里亚宁等人
的生平逸事，从中可探寻作者
的内心世界，也可一窥 19世
纪末到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
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