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面对行刑队时，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
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段每个读书人都
能倒背如流的话，被奉为长篇小说最伟大的
开头。马尔克斯完成《百年孤独》的多年以
后，中国读者能够在很多本土作家——从领
军人物莫言到新生代双雪涛的作品中看出
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事实上，它的影响是
世界性的。评论、诠释《百年孤独》的文章非
常多。1971年，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接受采
访时说，“有关《百年孤独》的最初想法，就是
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去看冰块的形象。”外祖
父带着马尔克斯去看单峰驼，后者偶然看
见了冰冻鲷鱼，外祖父向他解释了什么是

“冰冻”。马尔克斯说，“在单峰驼和冰之
间，我自然倾向于冰，因为从文学的立场
上看，它更容易引起联想。”

马尔克斯将《百年孤独》比作扔出去
的香蕉皮，大多数人都被滑倒了。他也流
露出对有关《百年孤独》的问题的厌烦，而
谈起其他作品，例如《迷宫中的将军》，则

兴致盎然。中国和南美很多国家教材中
的玻利瓦尔将军，被定义为南美伟大的解
放者。与我们看到的一样，玻利瓦尔的形
象在马尔克斯眼里最初是呆板、模糊的，
尽管所有的将军肖像都有显著的两撇胡
子。将军47岁那年，曾沿着马格达莱纳河
到加勒比海。历史文献恰好缺失了这一
段。为了写好小说，相同的路线马尔克斯
居然重走了11次。

《迷宫中的将军》第一句话就直接“扒
下”了将军威武的制服，“侍候他时间最久
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赤裸着身
子，睁着眼睛在浴缸的净化水中漂浮着，
他几乎以为他已溺毙身亡。”有人问马尔克
斯，什么时候想到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形
象？他说玻利瓦尔年轻时的话给了他灵
感，“我会在贫穷和赤裸中死去”。他在一
个英国外交官那里打听到，“外交官去了总
统府，发现玻利瓦尔赤身裸体躺在吊床上，
吹着共和国进行曲的口哨，一边用脚趾打
着拍子。”严肃的历史学家认定此事纯属子

虚乌有，但马尔克斯如获至宝，他说，“我用
不着波哥大的寒意，用不着他身为总统的
事实，什么都用不着。那个就是玻利瓦尔，
在吊床上晃悠，赤身裸体。”

马尔克斯走过马格达莱纳河11次，
他也接受了11次访谈。访谈中的马尔克
斯也仿佛被扒下衣服的将军，使我们看到
了他的诸多秘密：写作的、生活的以及政治
观念的嬗变历程。马尔克斯承认，“我在家
就是光着身子的”。正如他对玻利瓦尔的
看法，“玻利瓦尔既是他自己，也是他的对立
面。你发现有一句话证明他是赞成君主制
的，你很快就会发现另一句话证明恰好相
反。”马尔克斯否认玻利瓦尔说过“我再也
不会坠入情网了，这就像是同时拥有两个
灵魂”，而是他说的。结果没到一分钟，他
又说，“嗯，稍微等一下，是玻利瓦尔说了那
句话。”接受采访时，他把创作中的素材、文
案、背景材料和写作方法当作魔术师的秘
密，捂得严严实实，“就像魔术师决不会将
帽子里变出鸽子的方法告诉别人”。但我

们看这些访谈——例如文章开头马尔克
斯谈单峰驼与冰块的选择——关于素材
来源，小说人物与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写作
方法及经历、感悟，马尔克斯侃侃而谈，如
同一个男孩在炫耀他的玩具，生怕你看不
到，甚至夸大其词。

马尔克斯认定的唯一官方传记作家
杰拉德·马丁对此直言不讳，他在《马尔克
斯传》序言中说，“马尔克斯喜欢编造故事，
更喜欢吹牛。同时，他也非常喜欢开玩笑，
反学术，偏爱神秘，明目张胆地离间，正好
让记者失去线索。这是他称为‘格兰德大
妈主义’的一部分。”“格兰德大妈主义”的
典故来自马尔克斯的短篇《格兰德大妈的
葬礼》，寓意几乎可以等同“戏谑”。它完美
地诠释了马尔克斯的性格和文学风格。
一方面，有关其作品的解读文章，基本入不
了他的法眼；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喜欢大谈
特谈。马尔克斯在访谈中，多次扮演了自
己，让我们看到了他不同的外表和思想。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马尔克斯。

真实的将军
祝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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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重现明代人的视觉体验

■书单

《大明》

本书源于作者柯律格2004年
在牛津大学所作的8次“斯莱德美术
讲座”。作者的目标是震撼西方的听
众，让人们抛掉心中可能有的对明代
中国的成见，尤其是那种认为明代中
国在本性上静止不动而且尘封闭塞
的看法。事实上，明代产生的图像和
物品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包裹在各
式话语之中，为后人探究明代的社会
生活及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一帧帧的旧时光缭绕于一期期的书单里。如
果终年荐读，你依旧一页书也不看，真想推完这期
就去“葛优躺”了。

本期书单的主打推荐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历
史读物——《大明》。这本书通过丰富的图像和实
物材料，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
明代。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帝王的更迭，没
有面面俱到地介绍明代的人物和事件，也没有大
轮廓地勾勒明代的兴衰，而是为现代读者进入明
代历史提供了一组新颖的切入点：有关动与止的
观念，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特色，有关娱乐、暴
力和年龄的观念……甚至讨论明代灭亡之后的

“明代”，即明代的图像和物品是如何被重新编排、
重新想象的。作者通过强调同时期中国与亚洲其
他地区的互动往来，挑战了明代中国故步自封、孤
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存在的观点。书中运用的插
图资料选自世界范围内的公私收藏，既有大量书
画、瓷器，也有兵器、家具、服饰、货币、丝织品、书
籍印刷品，用以阐明明代艺术与文化的多样性。
然而，作者无意写作一部把各种不同材质、形式、
尺寸的艺术品串联在一起的“明代艺术全史”，而
是试图在明代各种艺术品、物品之间找到关联，把
它们激活，让这些曾经被观看、触摸、使用的物品
重现明代人的视觉体验，由此展现一个真实可感、
可与现代人对话的大明王朝。

此外，还有两本新书，也值得你关注。

提示

随着时间的
流逝，很多物事离
我们越来越远，包

括那些青砖黑瓦下的乡村旧
物，及其承载的乡村生活与
民俗风情，都不复以往。既
然无法挽留，那么就趁着尚
存留记忆，用真实而朴素的
文字将其一一记下，让它们
在记忆里继续发光。《瓦檐下
的旧器物》就是这样一本
书。作者透过消逝在岁月深
处的一代代农人的乡村旧
物，将南方乡人的记忆一一
呈现。那即将成为历史的农
耕文明与炊烟岁月，还有沉
淀几代人的酸甜苦辣都被作
者用深刻而温暖的文字充分
表达出来，仿佛中国乡村变
迁的一个缩影。

最近很少读这么厚的书，700
多页。字数多，但决不繁冗无味。
虽是历史记录，但更似小说，每个故
事既有连贯性，又独立成篇，风格不
一，引人入胜。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
这是一句为国人熟知的经典用语，
可见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和大众文化，成为励志格言。大实
话里有真理，长征确是人类苦难的
一座“珠穆朗玛”，令人惊叹，比较之
间，更令人珍惜当下。

一次大规模的集体
文化创作活动

1934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
开始长征。一年后，红一方面军到
达陕北。

当时的情形什么样？人数从
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7000余
人，几乎弹尽粮绝，面对国民党军的
经济和军事封锁，加上严冬奇寒，部
队饥寒交迫，困难重重。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正是在
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目
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向国内外
各界募捐，渡过难关；二是为了向全
世界宣传红军，扩大影响。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时
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联名向
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
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
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
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
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
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
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
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
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
响。”

一声号召，迅即点燃红军将士
的创作热情。领导同志如董必武、

谢觉哉、李富春等带头写作，许多拿
枪杆子的人，如张爱萍、刘亚楼、杨
成武、谭政、耿飚等，也都拿起笔杆
子，记录下鲜活而珍贵的回忆。

1936 年 10 月底，红军总政治
部就收到200多篇稿件，约50万字，
内容有战斗经过，有民情风俗，有奇
闻趣事，堪称全景式呈现长征原生
态。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女作家
丁玲深受感动地写道：“从东南西北
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
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
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
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
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
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
文活动，可以说是党内和军内第一
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
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离开陕
北时收获满满，他带走的资料里，就
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用粗糙质朴的原始
记录保存真实

《红军长征记》“关于编辑经过
的说明”中这样写道：“所有执笔者
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
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
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
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
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
且必然是可贵。”

的确，透过粗糙质朴的文字，
今天的我们更容易触摸到长征最
真实的面貌。

“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
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红
军出发前的某天，何叔衡这样问董
必武。在出发前，红军主力究竟向
什么地方转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答案。“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

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
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董必
武在《出发前》里记述了长征之初
的情形。

“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
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
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
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
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
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
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
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
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李富春在

《夜行军》中记录了做火把的经验和
心得，笔触堪称细腻而精准。

长征苦，但红军将士苦中作
乐。《夜行军》中还记载，当没有敌
情之忧时，大家甚至半夜高歌，

“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
之既白’”，以至于在总政治部的
行列中，李富春、潘汉年、贾拓夫、
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等同志组
成了合股“牛皮公司”，也产生了

“徒步旅行家”，一路走一路谈，忘
记了疲倦。如此趣笔，让我们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是多么的充满豪情。

最扣人心弦的还是战斗记
录。刘亚楼的《渡乌江》环环相扣，
一气呵成，“向着乌江进”“一次强
渡”“‘水马’在乌江”“坚决突过去”

“江边剧战”“一个连猛追三个团”，
激战场面跃然纸上，何时读来都震
撼人心。

“大概因为红军是中国人民救
星的缘故吧，从它出生以来，便无时
无刻不在国民党军队‘欢送’或‘欢
迎’中。”《吴起镇打骑兵》这番描写
显得多了几分生趣。文章以诙谐
反讽的口吻，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
堵截形容为“欢送”，通篇以这两个
字贯穿，直至尾声：“这一铁拳的挥
动，终于辞退了苦苦‘欢送’的四团

骑兵。当残存的2/3的人们正惊恐
喘急，马上加鞭的奔跑中，我们长征
二万里的红色英雄们，从数十里的
山头上，集中收兵。暮色冥茫中，浮
起了毫不疲乏的，轻快得意的《打骑
兵》歌声。”这样的文字和流露出
的气息，真叫一个酣畅淋漓。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
信仰和前行的力量

翻阅这部原始记录的过程，注
定是在精神世界中再走长征路的
过程。这个过程越持续深入，心灵
越会为长征这段历史所征服，为长
征精神所征服。

长征不仅仅属于中国，更属于
全世界，具有超出国别的世界意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
《红星照耀中国》中，把长征誉为“当
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
远征”。美国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
尔兹伯里著有《长征——前所未闻
的故事》，他认为长征“将成为人类
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将红军
长征与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1
万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
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
举”。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
尔逊认为，“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
精神财富”。

一部英雄史诗，一座巍峨丰
碑，一次伟大壮举，一笔精神财富。
不由得想起时而在互联网泛起的
解构长征的沉渣，在这个问题上，可
千万别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泥
淖。无论你是否亲自走过长征路，
但通过阅读和追思，在精神世界里
沿着先辈足迹走上一遍，从中汲取
信仰和前行的力量，你一定会赢得
自己人生的新胜利。

呈现长征原生态的集体口述
本报记者 史冬柏

旧器物里有渐行渐
远的农耕岁月

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作
者在书中对自己儿时乡村中的近
80种曾经日常使用但今天即将消
失的旧器物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
细腻深情的描述，并配以具有艺
术价值的彩色插图，对过往的南
方农村生活进行了全景展示。

作者所生长的八公分村是一
个普通的湘南山村，那里的人们
生活简单而又朴素，日子被日常
中的器物牢牢套住。

村里每个人都离不开木凳。
木凳以杉木为主，都是四条腿，区
别在于面板的长短、宽窄与厚薄，
大体有四种：矮凳、独凳、宽板长
凳、长凳。矮凳多给小孩子坐，成
人长时间做一些离地面很近的活
儿也坐矮凳，如剁猪草。独凳是
矮凳的升级版，比矮凳高大，更适
合一个成人独坐。最宽最长的是
宽板长凳，这是每家灶屋里的专
门坐具，通常一户人家有两条这
样的凳子，呈曲尺状靠墙摆放，围着
正灶，一家人一日三餐都是坐在这
里。长凳则是宽板长凳的缩小版，
面板更窄，也更短，能坐两个人。长
凳多是夏秋间用来闲坐的。村里人
通常在厅屋里或檐门口，摆放几条
长凳，随时坐歇。作者儿时，家中的
木板床也是用长凳铺搭。两条长凳
靠墙摆放，一端一条，搁上木板，铺
上稻草和席子，就是床了。

关于凳子，作者记得，夏秋之
夜，青石板巷里（八公分村每间老
厅屋的大门外都是一条光亮的青
石板巷子），各家长凳矮凳纷纷摆
了出来，坐凳上吃饭、闲聊，巷子
里碗筷之声叮叮当当。吃过饭
后，孩子们奔跑、玩耍，大人们说
古论今。那些主妇们，嘁嘁喳喳，
往往要到夜色已深，才打着哈欠，
收拾长凳矮凳进屋。

通过一个个旧器物，乡村人
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生活方式、
情感方式、审美方式被一一呈现。
旧器物代表一个乡村的味道，一旦
与人及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就构
成了一个独特精神的气场。

每天早上，家家户户挑水、剁
猪草、煮潲，厅屋里烟尘弥漫，浓
浓的青烟在天井口汇聚，升腾而
上，飘散在高高的瓦屋上空。“厅
屋里人口多，养的鸡鸭鹅狗也多，
鸡笼、鸭笼、潲桶、水桶、竹篮、竹
筛、扁担、八仙桌、长凳，种种家
什，都要一处安放，也就显得局促
了。四时八节，一个厅屋的主妇
们，先后在神台前化纸焚香，虔诚
祝祷。遇着娶亲嫁女的喜庆日
子，厅屋里摆了酒席，宾客满座，
喜气洋洋。而在老人去世的时候，
厅屋里停放着黑色的灵柩，点一盏
神灯，也有了几分让人望而生畏的
恐惧。冬日长闲，厅屋里常有匠人
驻足，做木工、打砻、编织蓑衣、修
补套鞋，引来众人围观。”

在作者笔下，旧器物有如一
条绳索将我们曾经熟悉的乡村生
活轻松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那
原本渐行渐远的农耕岁月仿佛倒
流回来。

旧器物见证了一个
时代的变迁

本书还以人文视角观照农村
的变迁，通过一些旧器物见证了传统

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交替。
千百年来，农耕是八公分村人

赖以生存和绵延的根本，全仰仗
犁和牛这两样农家最为珍视的宝
贝。犁的模样几乎是凝固的：底
下是一根方木，这底木的前部立
着一根短方木，叫犁箭，二者交叉
处是一块光滑的生铁犁瓦，底木
后部斜着一根长的扶手，与扶手、
犁箭相连的是曲辕。木犁看似简
单，但会制作的人很少，那曲辕的
木材也难找，通常要寻遍山林，才
能找到大小合适的杉木或樟木。

那时村里会犁田的农人不少，
多数是中老年男子，他们有一套专
门驱牛的简单语言，能被牛准确理
解和遵行。当一个老农驱着牛犁
田，田野上是热闹的，他的高亢而
长拖声调的喝令，不时响起，随风
飘荡到远处。那犁箭在田泥里的
深度平整均匀，犁瓦边不断翻转开
来的田泥断断续续、错落有致，一
圈一圈，像不断雕刻的生动画板。

恢复高考以后，村里人潜意
识里，扛犁耕田是没有出息的，只
有那些读书吊儿郎当，被认定一
辈子将会与泥土打交道的人，才
会被家长勒令下田去。

不久，在改革大潮和打工热
潮的裹挟下，村里的年轻人和中
年人，开始大量涌入广东，进入城
镇的工厂流水线和建筑工地，打
工的收入远胜于耕种。八公分村
逐渐没有人养牛养猪了，鸡鸭鹅
狗都很少了，犁耙无用，磨坊倒

塌，榨油坊拆毁，池塘干涸，田园
多有荒芜……

村里老式木犁越来越少，以柴
油机为驱动力的简易耕田机时兴起
来。终于有一天，村庄不见了牛的
踪影，那些木犁也再无用武之地。

2005 年 ，武 广 高 铁 动 工 修
建。八公分村因为铁路线南北贯
穿而过，被列入拆迁范围。那些青
砖黑瓦的老宅，那些20世纪80年
代以后建成的瓦房和平房，大多夷
为平地。那些曾为几代人所熟悉
的旧时的乡村器物，与新的时代格
格不入，渐渐消逝在岁月深处。

八公分村，数十年来的起伏，
成为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八公分
村人不再局限于农耕，人们的生
活更为丰富，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性。一代代农人的乡村旧物，渐
渐蒙尘远去。而此时，作者通过
本书将这些旧器物一一擦得锃亮，
是在为一个时代保留一份乡土记
忆。虽然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的生
活空间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但乡土
之魂的本质还保留在内心深处。
作者面向乡村透过旧器物叙述生
活，不单是抒发留恋故乡之情、回
归传统之心，而且还有帮助人们在
迷惘中寻找精神寄托之意。

此外，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今天，本书对旧器物所
承载的乡村生活的纯粹书写和农
村变迁的人文观照，具有较大的历
史价值、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那些旧物件见证的变迁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我给记忆命名》

从年少时得到的一本日记本开
始，席慕蓉就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
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在这本回顾
之书里，席慕蓉打开岁月珍藏的宝箧，
诚挚地与读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其
中有她在绘画本业上的困惑与拼搏，
对诗的痴迷与信仰，以及对原乡的思念
与牵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回顾之
书，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成长之书。

《亲历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
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切尔诺贝利。
33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也成了一
座无人居住的“鬼城”。今年，随着美
剧《切尔诺贝利》热播，切尔诺贝利核
事故再度引起热议。本书的作者格
里戈里·梅德韦杰夫上世纪70年代
曾担任切尔诺贝利1号反应堆的首
席工程师。16年后，在切尔诺贝利
事故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被派到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负责进行调查。因
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对当时
悲剧每日进展的记录，从工程师的角
度还原了事故现场及起因，记录了经
历现场的人们的证词。

提示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红军长征出

发85周年。随着时间的洗
礼，长征已经从“中国语言”
演变成为“世界语言”。或许
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
动，就与长征有关。《红军长
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
正是这次征文的成果，也被
研究者视为最早的长征集体
口述史。这本书1937年2
月在延安编完，在经历了多
个版本的辗转相传，经刘统
重新整理注释后，今年由三
联书店出版，定名为《红军长
征记：原始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