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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书评

金字塔：平野启一郎物语
关于“物语”，我请教过著名教
授坂井洋史，他认为，该词主要含
义为：故事，传奇，谈话，讲话，散文，
寓言。就此而言，平野启一郎的《一
月物语》是对“物语”的一次综述。
小说开头，如果美女译家周砚
舒多用两个标点，就是古龙的杀局：
“明治三十年。初夏。黄昏。”莫名其
妙的，看到这样的开头，就觉得马上
要出事。平野利用了我们的预感，但
延宕了我们的快感，这部开篇充满
文人传奇色彩的小说，进入到三分
之一的时候，随着一句特别漂亮的
“真拆想着，拄着拐杖站起身来，脚
趾处一阵微风吹过”，之前隐约的悬
疑露出真身，
“渗入云霞中”。
然后，平野的叙述速度和思辨
频率突然加大，《聊斋志异》似的，当
梦中女郎的身世即将揭晓，千年的
时间洪流逼着男主真拆，如同他的
名字一样去真正地拆析蝴蝶和梦，
慈悲和心，激情和爱。平野的野心
也因此展现出来，他不仅要讲故事
说传奇，用散文的方式让女主忽隐
忽现，用禅宗的方式思考“在这里
好像还有另外的时间在流逝”，他
更要用这个现代寓言来建构他自
己的神话学：平野启一郎不是单数
的一郎，写小说的平野不过是他的

小说：《一月物语》
作者：（日）平野启一郎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分身，写物语的又是分身的分
身，他是他自己的金字塔。
三浦雅士说，平野启一郎是思
想犯，这话百分之九十赞美，百分之
十揶揄，因为这个被当代日本视为
诺贝尔未来种子选手的年轻作家，
不光有“全集”意识和“体系”思考，
还有自己的理论书籍。处女作《日
蚀》之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另开一
扇窗，雄心勃勃的平野启一郎，要在
他自己的版图里，收纳中国，日本，
法国，德国，俄国等一线作家的主题
和思考，还要和他们一较高下。
不过，不要让思想犯吓住了你，

平野启一郎的思考常常像他的故事
一样玄妙好看，或者说，本质上，他
其实是一个用小说答辩的思想者，
《日蚀》尾声，双性同体人受火刑，黑
色的太阳——
—日蚀出现，在这个超
越性的瞬间，平野对人群、太阳和双
性人的描述，重新打开了灾难和福
音的关系，也重新想象了两者的转
换。《日蚀》为当时 23岁的平野赢得
芥川奖，书中反复出鞘的“我是谁”
问题，至今还是他小说的一个主题，
比如在《最后的变身》里，他以卡夫
卡的方式再次提出念兹在兹的身份
问题。
当然，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平野
小说的起点，永远是日本，像《变身》
直击了日本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蛰居
族群问题，《日蚀》跟日本震后心理
相关，《一月物语》勾连了日本传统
和当下的人神关系。
不过，复调的平野不是激动我
的原因，对我而言，平野启一郎的魅
力在于，当他在小说中进行长考的
时候，微风吹过真拆的脚趾，“木条
踏板的边缘落下一滴水珠”，“一团
积雪从屋檐上塌落”，这些，就像小
说《繁花》中的“不响”，天地自己在
恋爱在说话，是真正的物语。
毛尖 / 文

新书廊

历史：《中国古代俗文
学文体形态研究》
作者：张正学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史论结
合、资料翔实的学术著
作。它以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等俗文学的文体形
态为对象，考察其各自
“生老病死”的演变历程，
特别是其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特性；它所构建的中
国古代俗文学文体形态
研究的体系及其提出的
一些较有价值的诸如
“变”源于西域、《大唐三
藏取经诗话》成书于北宋
末期等学术新见，可为学
界进一步研究之参照。

国学：《制度儒学》
作者：干春松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儒家不但为我们的
日常生活提供价值基础，
也为政治和社会秩序提
供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支
持。所以，我们要关注儒
家在观念层面的意义，亦
须关注儒家与“制度”的
关系。本书通过“儒家的
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
化”的双向互动的方式描
述儒家与传统中国的政
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
构，并将儒家的这个侧面
定名为“制度儒学”。

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个
体不安全感》
作者：（美）拉斯韦尔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世界政治中，武力
使用的减少意味着另一
些代价不那么大的人类
活动将会成为排解民众
紧张感的途径。政治精神
病理学家力图发展和实
践特定领域的预防政治
学，这种设计巧妙的权宜
之计能够尽可能无害地
释放之前累积的焦虑感。
本书被赞为：“ 这是一次
用心理学这个新世界来
恢复经济原有平衡的卓
越尝试……这是一本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小说：《活着》
作者：余华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当代作家余
华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
人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
的一生，亦将中国大半个
世纪的社会变迁凝缩其
间。《活着》还讲述了眼泪
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
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
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
何事物而活着。本书出版
25年来打动了无数读者，
已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
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

历史：《广州古代史丛考》
作者：陈泽泓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书在参考大量文
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并在
吸收学界成果的基础上，
从珠江三角洲旧石器时
代古人类到清代的学海
堂，梳理出与广州古代史
相关的 46个专题——
—关
于广州城市建设发展史、
关于广州对外经济文化
交流发展史、关于儒学在
广州及相关士人的文化
史、关于佛教和道教在广
州传播的历史等。

科幻写作与人文情怀
《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
克“柯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
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
品。目前已被翻译为 10多种语言，
销量近百万册。柯罗诺斯源自古希
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
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
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
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
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获得广
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
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 2013年度
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
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
名、穿越小说第 5名，同时也是《纽
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长销之作。
当代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
院长邱华栋说，正如获得诺奖的作
家托尼·莫里森一样，瑞萨·沃克也
是一个由历史学教授转型为小说家
的典范，将历史、科幻、时间元素完
美地结合起来。她借助小说表达了
对历史的基本看法。这本小说另一
个有魅力的地方是，它有女作家才
有的婉转、美丽、温暖、母性的气质。

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
作者：（美）瑞萨·沃克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另外，邱华栋认为，这本小说非常适
合青少年阅读，他说：
“读这本书让
我想起自己的 16岁，我曾梦想回
到宋代，成为一个将军与金兵打
仗。”《穿梭时间的女孩》不仅适合成
长中的孩子们，尤其适合少女们，和
喜欢少女的少男们阅读。
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
理教授飞氘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
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
的地方。他幽默地说：
“我想读这本

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
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
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
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
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
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
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
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
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
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
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
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
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
本书被称赞为：
“这是一部非常
重要的著作，让人耳目一新。很久以
来，历史研究呈现愈来愈专业化的
趋势，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不相
往来。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呼吁回归
长时段，这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在书
中，他们呼吁史学家放眼全球、拥抱
长时段、勇于跨学科、触碰大问题，
包括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和资本
主义制度的未来，堪称史学发展中
的一个里程碑。非常值得一读。”
白洁莹 / 文

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发
近日，20位海外翻译家、出版
家在北京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第十
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其中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黎巴嫩、乌克
兰 4国首次有获奖人当选。
本届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
奖的 16位获奖者分别是：阿尔巴
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斯巴修、澳
大利亚出版家魏华德、奥地利作家
卡明斯基、保加利亚出版家柳本·
科扎雷夫、捷克翻译家王和达、法
国翻译家雷米·马修、德国翻译家
文树德、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巴尔
迪、印度作家邵葆丽、日本出版家
三好敏、新西兰出版家费·罗德·哈

罗德、罗马尼亚作家萨安娜、西班
牙翻译家雷林科、英国出版家理查
德·察金、英国翻译家保罗·怀特、
美国作家史景迁。
获得青年成就奖的 4位专家
是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黎巴嫩出
版家穆罕默德·哈提卜、波兰出版家
约安娜·马尔沙维克·卡瓦、乌克兰
作家维克多·基克坚科。
今年 9月即满 87岁的捷克翻
译家王和达在当日的发布会上回
忆说，自己 1949年决定投身中西
方比较文学研究，“ 那时布拉格的
查理大学甚至都还没有开这个学
科”。在半个多世纪的译介生涯中，

他翻译了《家》、《儒林外史》、《孙子
兵法》等多部作品，其译作《庄子》
获得捷克最佳图书奖。“文学翻译
没有止境，而真正的文学翻译是文
化对话。”对于此次获奖，老人坦
言，“不仅是我的荣誉，也是捷克读
者的荣誉”。
作为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
高奖项，设立于 2005年的中华图
书特殊贡献奖主要授予在海外介绍
中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
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
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此前
的十届，共有 40个国家的 88位人
士获奖。
麦西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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