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头开始》
[美]霍华德·舒尔茨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星巴克之父、星巴克公司前任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在

《从头开始》中采用双线交织的叙事方
式。一条线是他艰辛的童年生活，首
次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
另一条线是星巴克的经营理念，讲述
了如何关注每一位员工的自我实现，
真正以人为本，形成其他企业难以企
及的“伙伴文化”。

《六异录》
朱大可 中信出版集团

在欲望消费盛行的当下，朱大可
重返东方传统文化源头，以感官“六
识”——眼、耳、鼻、舌、身、意为框架，
书写了由感官驱动迸发而来的各类欲
望故事。朱大可以奇诡的想象力，戏
剧性地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六种
中国民间神秘行业——幻术、哭丧术、
香术、验毒术、相骨术和字造术结合起
来，打造了一部妖艳绚烂的文字寓言。

《苏联的外宾商店》
[俄]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金娜

最初，外宾商店在莫斯科和列宁
格勒向外国游客出售古董并在苏联的
港口向外国海员提供补给，以此换取
外汇，1931年6月向苏联公民敞开大
门。为了在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推
动工业化，苏联领导层贷款购买了进
口设备和原料，用于建设中的大型工
业企业，急剧拉高了外债。1931年是
疯狂进口的巅峰。向苏联公民开放外
宾商店是为了借此偿付工业化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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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钟声》
王彬彬 译林出版社

当代文学史家王彬彬全新历史人
文散文。文章以斜刺而来的小角度剖
解历史，在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
短长。王彬彬道人所未道，无所不能
栏杆拍遍。所写看似闲情逸事甚或街
巷八卦，却关乎惊天之变。他以对文
史的通识能力，对材料的考据辨识功
夫，以老辣睿智的春秋笔法和独特文
体，令人拍案惊奇。

书的铭章
□陆小鹿

通感和痛感
——《日光流年》折射出的环境不能承受之痛

□低 眉

阎连科在 10月 30日获 2021
年美国纽曼文学奖之后，我开始
重读阎连科的作品。第一部重读
的，是《日光流年》。阎连科的
文字像五月的树枝干，没有细枝
末节。瘦，而有力。让我体味到
了阅读快感。我的眼睛掠过文
字，就像掠过一件典型明清风格
的老家具。——线条清明，简静，
有着恰到好处的瘦，和寒。令人
愉悦。

渐渐我炫惑于遍布在这整部
小说里的感觉。我看见日光在贫
瘠的耙耧山脉叮叮流淌，看见人
的眼光可以把另一个人盯住，看
见一个人的凄楚可以像一块布蒙
在自己的脸上。看见日光厚得和
毯子样热绒绒地铺在脚下。看见
凄哀的声音从一个女人的嗓子里
走出来，就如从那儿抽出的一条
泪湿了的青色绸缎，水水淋淋，又
光光滑滑，柔柔和和。接着她就
去锄她的小麦了，土红色的吱嚓
声又在空旷中响起来。日光在她
起起落落的锄上如软玻璃样落上
落下。看见空气白花花地哆嗦
着，村落里的脚步水哗哗地朝着
一个地方涌，一个男人他就像趟
着齐腰深的水样趟着人们惊异的

目光朝门外走过去……总之，用
眼睛看见了耳朵听到的。用鼻子
嗅到了眼睛看到的。我像是身上
通了天眼，为我的阅读而感到一
种盛大的欢喜。——他们说，这
叫通感。对，日光流年就是一部
遍布了通感的小说。

写这篇评论不是为了日光流
年里的通感。我要说的，是日光
流年带给我的痛感。我不想从任
何文学意义上来讨论这篇文章。
我只想从这部小说的故事中，来
挖掘它的叙事意义。作为一个环
保人，我宁愿把《日光流年》读作
是一部生态灾难的警示寓言。在
这部寓言体故事中，与世隔绝的
三姓村人在数任村长的带领下为
了活过四十岁而做出了一系列改
善生态的自我拯救行为：种油菜、
换土、修灵隐渠……全部都以失
败告终。在阎连科的笔下，三姓
村人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寓意：天
胜于人！

《日光流年》采用了在中国现
代长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
文本。小说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
的惨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
叫三姓村的地方。据村人祖辈代
代相传的说法，明末清初之时，因
战乱，灾祸之故，蓝姓从山东、杜
姓从山西、司马姓从陕西逃荒至
耙耧山脉的深皱之间，见其这儿
人烟稀少，水土两旺，于是也就搭
棚而居，常住下来，耕种劳作，通
婚繁衍，成为村落。初时他们和
别的人世一样，人畜两盛，生寿也
都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然一代一
代的出生与消亡，寿限却慢慢锐
减下来。早些时候，村人多都有
害黑牙病，关节病，有的弯腰驼
背，骨质疏松、肢体变形，基至瘫
痪在床。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又
大都死于喉堵症，人的寿限从六
十岁减至五十岁，又从五十岁减
至四十岁，终于就到了人人都活
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到了满世界

不和三姓村通婚往来的境地。村
人最初想要迁徙出耙耧山脉，可
在方圆百里，没有找到一处水土
两旺之地，终于未能迁徙。很长
一段时间，他们认为，之所以人都
活不过四十岁，是因为“命运不
通”。命通了，人就长寿了。修渠
正是为了通命。全村先后直接因
修渠死人（不包括喉堵症死者）18
个，断臂少指类的伤残21人，凡参
加过修灵隐者，无不流血或者骨
碎。为修建灵隐渠凑资，三姓村
人共去教火院卖人皮 197人次，
907平方寸，直接因卖人皮死去 6
人。女人到九都做人肉营生30余
人次。最困难时，卖尽村中棺材
和树木，卖尽女儿陪嫁和小伙子
的迎娶家当，连村里的猪、鸡、羊
都一头一只不剩，仅余下一对老
牛做耕地之用……最终，他们迎
来了灵隐渠通水的那一天。然
而，他们奔走相告，等来的，却是
绝望。由于上游污染，他们没有

喝到救命的清水。年年月月地生
存到了今天死亡遍布的境遇。

认真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
都会被小说中的严峻的生死问题
所震撼。

三姓村人为什么会失败？
我的答案是，三姓村人的悲

剧，是一场无法拯救坐以待毙的
生态灾难。换土，水渠，迁徙，人
口膨胀……是的，人定胜天的时
代已经过去。《日光流年》让我们
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
天和谐，才是人类繁衍生存的不
二法门。三姓村人确实是有命
的，“生态”“环境”“水土”，就是
他们的命运。种种无谓的挣扎，
都是在与命运抗争，却以悲剧而
告终……

问世以来，《日光流年》受到
众多评论家的关注，被誉为“中国
文学二十世纪末的奇书”。小说
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惊叹
号，描绘了耙耧山脉的三姓村人
为了生存而与“生态灾难”相搏斗
的惊天悲剧。作为一个环保人，
我宁愿把这个巨大的惊叹号看成
悬在我们头顶的硕大警钟。

警钟敲响的是环境不能承受
之痛！

深秋，去北京故宫看展。文
华殿里是苏东坡展，雁翅楼里是
紫禁城建成 600年展。两个展都
是百年难遇，展厅挤得水泄不通，
两个展竟耗费了6个小时。

看完展，想好好休息一番，循
着导航去故宫角楼咖啡馆，没想
到途中经过了御花园，山石松柏，
亭台楼阁，紧绷的身体即刻松弛
下来。眼前一座黄色琉璃瓦顶的
建筑，匾额上写着“摛藻堂”三个
字。“摛藻堂”，历来为宫廷藏书之
所，如今被改造成古色古香的故
宫书店。店内书籍大多围绕皇
室，我挑了一本《宫女谈往录》，盖
上“故宫书店”的店章，还加盖了
一枚“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的纪念
红章，一片祥云，托起一座气势宏
伟的宫殿，上刻 1420-2020，很有
纪念意义。抱着盖有红戳的书，
去角楼咖啡馆，点一杯卡布奇诺，
拉花写着“母仪天下”，再点一客

“千里江山”卷，时光才变得像音
符一般，让我体会到“梨花一瞬”
的悠闲和美好。

我平时买书，大多网购。不过，
外出逛实体书店时，我常会买一本
原价书，盖上店章的书，这书便有了
额外的故事感。

去故宫的前一天，我去了北
京东城区的史家胡同。“一条胡
同，半个中国”，说的就是史家胡

同。这条胡同出过很多名人：凌
叔华、舒绣文、章士钊……胡同里
的24号院如今被改造成史家胡同
博物馆，这个院子从前就是凌叔
华家的大院。我在博物馆里泡了
两个小时，可看的东西很多，胡同
声音馆里有各种老北京叫卖声，
还看了凌叔华和陈西滢的一个纪
念展。凌叔华晚年写了一本“自
传体小说”《古韵》，在史家胡同文
创店里我买下这本书，盖上“史家
胡同”的红章，还加盖了一枚凌叔
华的头像章，知性温婉。我给外
地文友也买了一本，盖上章，快递
给她，她说：“在史家胡同买《古
韵》好有仪式感。”

我家里还有盖着红章的《萧
红小说全集》，上下两册。每当我
翻开这两本书，就会回想起 2017
年冬天，我在呼兰河畔的感动和
感慨。2017年1月，我去了萧红书
里写的呼兰河。萧红故居边紧邻
着一座萧红纪念馆，我哪里能够
想到，我去的那天，1月22日，正是
萧红告别人世的忌日，纪念馆里
正举办一场《纪念萧红逝世 75周
年诗文朗诵会》。从各地风尘仆

仆赶来的粉丝，情深意切的朗
诵，听得我热泪盈眶，我千里迢
迢赶来呼兰河何尝不是因为萧
红呢？在萧红故居里我看到《呼
兰河传》里写到的祖父的后花
园，看到储藏宝贝的东间后道
闸，看到王大姑娘的住房……在
她的纪念馆里，我看到字体娟秀
的她的亲笔信，还看到她的不少
画作，见字如晤，不胜欣慰。一
本盖有“萧红故居纪念馆”章的
书，储存了我千里跋涉的激情和
崇敬。

辛丰年的《乐迷闲话》，我是
在成都方所里买的，盖着“方
所”的店章，黑色简洁的线条，
设计成一所带尖顶的房屋造
型。记得那天方所里循环播放
着莫扎特专辑，我坐在方所的
台阶上，翻阅辛丰年的书，两小
时沉浸的读书时光，浓缩在一
本书的记忆里。

某个夏日，和朋友一起“打
卡”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这是
一家开在东正教教堂里以售卖诗
歌书籍为主的书店。拜占庭式的
风格，华丽的穹顶，设计师以金属

色冲孔板为弧形置书架，陈列了
十一国诗人的诗歌，改造成别具
一格的教堂里的书店。我不是
很懂诗歌，我对诗歌更多的只是
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于平淡庸常
的生活中，偶尔读上几首小诗，
让心灵飞越到遐想的天空，小小
地激荡一下。那天在书店里，看
到果麦出品的《楚辞》，我之前买
过果麦出品的《诗经》，正好配成
一套，于是买下《楚辞》，盖上两
枚店章，一枚写着“思南书局诗
歌店 2020年 5月 13日”，一枚刻
着 教 堂 的 模 样 ，下 写 SINAN
BOOKS，记录了我拜访的日期和
地址。

厦门的“不在书店”，招牌上的
字很有意思。不、书、店，三个字各
少了一个笔画，不是掉了而是故意
的。这家书店是厦门最美的书店，
绿植环绕，隐在华新路的一座老
花园别墅里。书店里有很多艺术
类书籍，一进门我就看到穆夏的
画册和葛饰北斋的漫画。我是一
个业余美术爱好者，那天，我挑选
了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书信集
《亲爱的提奥》，盖上“不在书店”

极具特色少一笔画的店戳。在
书店的小咖啡馆里点了一杯咖
啡，咖啡名字叫“今天你看起来
很美丽”，坐在“不在图书馆”的
二楼露天阳台上，边喝咖啡边看
书，享受那难得的厦门冬阳下的
负暄之乐。

也想起在厦门大学的不止书
店，我给自己给朋友买了《日常的
质朴之美》限量版笔记本，盖上
厦大书店的红印和八字校训：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朋友收
到礼物很开心。我用这本笔记
本做听课笔记时，看到厦大的八
字校训，常常回忆起那天在厦大
教学楼一隅，偶遇一位练钢琴的
男生，《红莲の弓矢》，一遍又一
遍，我站在阳光下听琴，那一刻
真是无限美。

一个微雨的初秋，我独自去
了苏州耦园。雨天游客极少，园
内幽静清雅。我插着耳机听新世
纪音乐家李志辉的音乐：《水墨兰
亭》《溪行桃花源》《千江有水千江
月》……一首接一首。在耦园买
了本手工线装本笔记本，盖上耦
园的红章，章的造型就是一座园
林，古意盎然。当时我就想，给书
盖上一枚红印章，不但具有纪念
意义，还可以观赏每个章的设计
造型，每枚章都是一份艺术品，独
此一家，多有意思啊。

这次去嘉兴南湖，我们瞻仰
了红船，参观了南湖纪念馆，登上
烟雨楼眺望，当年的壮阔历史像
南湖的波涛在我们的心头激荡。
我的身心感受到一种精神滋补的
力量，这股力量在我回味习总书
记的话后显得尤为强大。总书记
说：“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
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之地
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
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
里是我们党的根脉。”这是他在党
的十九大闭幕后的 2017年 10月
31日，来到南湖向全世界发出的
伟大论断。细细咀嚼，让我再次
叩问初心，感慨万千。

早在2005年6月21日，时任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弘扬“红
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
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开
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
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红船精神的提出，让嘉兴南

湖的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在机
关、在学校、在社区、在企业……
他们更加深刻地领悟红船精神实
质，将红船精神全面融入本职工
作，以“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
前列要谋新篇”的奋斗姿态，勇做
新时代的答卷人，使得科技创新
迈向新高地，产业转型实现新跨
越，深化改革激发新活力，城乡发
展呈现新面貌，民生福祉得到新
增进……南湖大地取得了改革开
放以来更好更快的发展。

这十多年来，南湖地区发生
着全面深刻变化，涌现出一大批
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奋勇争
先、业绩卓著的先进典型，发生
了无数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一
心为民、乐于奉献的动人故事。
以嘉兴科技城、湘家荡旅游度假

区、南湖新区为代表的科技创
新、旅游文创、金融产业发展迅
猛，“智接”上海取得实质性进
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完成，
为乡村振兴再创体制机制新优
势；行政许可“一证化”改革、行政
服务“无差别全科受理”使南湖区
成为政务环境、投资环境最优，群
众获得感最强的城区之一；“五水
共治”和“全域剿灭劣V类水”行
动的推进，大大改善了城乡环境；
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为广大人
民群众带来众多福祉；“大走
访、大宣讲、大解放”活动在调
查研究、熟悉民情的基础上，以
思想大解放推动行动大担当、工
作大提升、事业大发展。而像

“96345”社区服务中心、“红船
服务队”“青春党建”“红立方党

员志愿服务”“党员承诺制”等
旨在弘扬红船精神、具有南湖特
色的为民服务组织和公益活动，
又为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增光添
彩，为千家万户送上缕缕馨香。

这些积极有为的实践和可感
可知的成果，需要有抵达群众心
灵深处的文化记录和表达，于是
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孙侃从2018年
5月起，踏访南湖的乡镇、街道
和社区，采访了一大批身处一线
的干部群众，通过文学的笔调，
全面、系统、生动、真实地记录
了2005年以来，南湖干部群众弘
扬和践行红船精神的基本历程和
重大成果，描摹出一大批南湖儿
女优秀典型，讲述他们的感人故
事，通过一大批鲜活可感的人物
形象，凸现了南湖儿女学习贯彻

红船精神的社会价值和样本意
义，还从历史人文角度，分析探
讨了南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
原因、地域特色和未来趋势。
《从南湖出发》不仅仅是南湖人
民，还应是中华儿女进一步弘扬
红船精神、深化“初心”教育的
生动教材。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
代变迁，精神永恒。”我想，在
南湖实地参观学习之后，再品读
这部总结了65万南湖儿女践行红
船精神成果的巨著，我感受到科
学的引领和巨大的鼓舞。相信这
本以红船精神诞生地——南湖儿
女学习、弘扬和实践红船精神为
内容的长篇报告文学《从南湖出
发》可以激励更多的同志，让更
多的人从阅读中切实感受到初心
的伟力。

感受初心的伟力
——读长篇报告文学《从南湖出发》

□孙陈建

《候场》
李诞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里，李诞写了一个叫“李
诞”的人的故事。读者恐怕要把“李
诞”直接认作李诞，但这是一部小说，
它只是带我们来观察这样一个心灵的
样本。如果说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娱
乐，那么这部小说希望你听到笑声间
歇时刻，那些梦想脆断的声音，你将看
到这一代杰出的头脑毁于大笑，你也
将看到良心、友谊、爱情，如何黏合住
了这眼看就要垮掉的世界。

初夏，参加一个公众号的留
言送书活动，主题是“提起你的少
年时代，你最先想到的一件事”，
我写了幼时雪天上学路上父亲编
顺口溜的往事，被选中送了一本
双雪涛的《聋哑时代》。很惭愧，
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 80后作者，
也才知道小说第一次出版是2016
年，今年出版的是保留了小说原
初面貌的“最初完整版”。

双雪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沈阳人，小说家。曾获首届
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二
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
作奖、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
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入围第
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出版长篇小
说《翅鬼》《天吾手记》，小说集《平
原上的摩西》。

《聋哑时代》被称为“双雪涛
的自愈之作”，全书由序曲、尾声
和七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的标
题都是李默同学的名字，借由身
边人物，用群像勾画出李默成长
的背景和轨迹，讲述成长路上的
疼痛与代价。双雪涛说：“我是一
个胆怯的人。胆怯不是贬义词，
是青春的一面。勇敢者有勇敢者

的方式，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把
伤疤当成勋章。胆怯者有他们的
路，匍匐在黑暗中，累了歇一会，
可能短可能长。最后每个人都会
以自己的方式到达终点。”

小说的叙述者“我”名叫李
默，一个“默”字，呼应了“聋哑”，
也准确描摹出少年的生活状态：
叛逆、懵懂，被圈在校园之内，“两
耳不闻窗外事”，每天在课堂上被
老师灌输各科知识，被家长“鞭打
着”提高班级排名、年级排名，以期
能读上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在成
长，身体、心理发生巨变，这让他们
心中充满好奇与激动，也有难以
言说的疼痛。没有自己的声音，
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是发
声，也淹没在周围人的喧闹中。
他们，有的从此沉默不与他人交
流沉入自己的世界，有的做出惊
人之举借此证明自己的存在……

“小学毕业的时候，是1997年

的夏天，和之后每一次毕业一样，
炎热而干燥。”“那个外面一切都
在激变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却是
一首悠长的朦胧诗，缓慢，无知，
似乎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期盼，
之后的任何一个夏天都无法与那
个夏天相比”。双雪涛的笔下，东
北小城暗色调的108中校园，有一
群聪明的、笨拙的，听话的、调皮
的学生来来往往。

这其中，有“当仁不让的好学
生”刘一达——李默友情三角的
一边。与女孩大多因为某个小秘
密成为朋友不同，刘一达与李默
因“彼此需要对方在自己一无所
知的领域提供一点安全感”而成
为“无话不谈可又无法让彼此理
解的朋友”。刘一达精通妇科知
识，几乎可以开堂坐诊；掌握的几
何知识，能够让迷糊的老师对他
产生依赖；他热衷做实验，可以
在被硫酸灼伤脸的时候，拿着镜

子和电子表记录皮肤炭化时间；
语文英语永远不及格，却可以拿
到全国物理竞赛的满分，成为东
北三省唯一进入清华附中天才班
的学生；也会临近毕业时因为寝
室有人打呼噜而离开北京，又以
不可思议的文理科高分考入省实
验中学，再保送清华，留学美国。
绝顶聪明的刘一达，在闪婚三个
月后捅了妻子三刀后逃匿。

还有友情三角的另一边——
那个班里最脏的学生霍家麟，坐
在教室后门窗户下，单座，他聪
明、贫嘴，会在课堂上笑嘻嘻地顶
撞老师，可以用镜子的反射算出
老师走进教室的距离，被当作害
群之马。因为聪明，与刘一达成
为朋友；因为足球，与李默也成
为朋友。在老师悄悄更改分数，
让李默失去免费到新加坡读书的
机会时，他站出来打抱不平，受
到留校察看处分。高二时退学，

整日宅在家里，日渐沉沦，最终精
神失常。而李默从此以后再没踢
过足球。

有所有人都喜欢的高杰，一
个让老师最放心的学生，善于伪
装表演的“全才”，让李默认清人
性；有富家子许可，李默从小学时
懵懂喜欢丹凤眼的女同学，到初
中性意识萌芽，最终被许可打破
混沌；有用圆规扎伤偷摸自己的
男生，纵身跃出窗户摔断一条腿
两条肋骨以证清白的吴迪；有家
境优渥，与母亲像一对冤家，缺
爱又渴望爱的安娜，还有她，李
默深爱又不敢靠近的漂亮女孩艾
小男……

张悦然评价《聋哑时代》“把
我们带回到初中时代，可能是带
回了人生的第一个路口。这里面
有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会让我
想到初中时代对应的一个个那样
的人”。很喜欢尾声里的一段，父
亲去世前给李默讲与母亲一见钟
情的往事，让人倍觉温馨。成长
的冷酷凌厉痛苦之外，总有温暖
纯净，让人在文字间回看过往的
岁月，忆起曾经拥有的对一切美
好的相信和向往。

沉默不语
——读双雪涛小说《聋哑时代》

□黄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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