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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岚

这部书是章以武老师的最新中短篇小

说作品集，呈现出新写实主义的典型面貌。

章以武老师在大学任教多年，但他广为

人知的身份，却是善于描摹都市生活的著名

作家。 即使退休多年，他的文学创作却始终

没有停止。 他曾以小说《雅马哈鱼档》蜚声文

学界。 他一直秉持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总

是敏锐地表现出对于现实的观照性。 他总是

从文本结构、语言叙述等方面精心雕琢作品

质感， 也特别善于营造小说的叙事氛围，小

说的文本叙述画面感极强， 阅读起来很轻

松。

这本作品集涉及的主题元素有都市、情

感、职场、高校、文艺界等，都市也是所有故

事的发生地，若干篇章直接指涉到具体真实

的广州城市场景。 如果从题材角度看，归类

到都市文学也未尝不可。 城市生活的文学表

达看似容易，却也容易流入表达的俗套而忽

视了城市意识的观照。 中国城市的发展基本

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与城市的深层关系

仍然在变化中，文学的功能可以也能够往更

深处去探究人性在城市异化过程中的种种。

城市意识是个体对于生存场域的经验感知

和城市特有的人文特点融合而成。 城市意识

于个体而言，我理解就是生命意识，既是公

众共有的集体意识，也是个体的生命感受和

精神审美需求。 城市生活经验和体验可以用

显见的元素来呈现， 这依然是有意义的，但

背后的精神立场和审美经验的呈现却不容

易把握。 城市意识的感知可能是疏离漂移

的，也可以是温暖亲切的，也可以上升到他

者与自我、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这部作品集可以作为都市文学来阅读，

但其中隐含了更多样的文学审美意识。 在这

部作品集中， 都市更像是阔大的背景板，小

说基本上着眼于都市的日常叙事，因为中短

篇之故，故事都较为精致，这些来源于城市

生活的生存经验和生活体验， 在作家笔下，

试图超越生活本身，以达到美学和精神的双

重想象，这其中，作家尤为注意女性意识和

生命意识的表达。

章以武老师对于笔下的女性倾注了极

大的温情，他有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来观

照女性。 他关注女性的情感和精神，虽然是

从男性视角出发，却细密、准确，他对于女性

精神的理解宽厚平等。 在《朱砂痣》中，他写

朱莎莎得了抑郁症，写她的心理变化，写她

病发时的身心痛楚，充满了怜悯。 抑郁症在

今天不少见，这种关乎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

害的疾病， 对人的精神的损害沉重而无形。

朱莎莎的抑郁症表面上和丈夫的情感冲突

有关，深层次的原因是朱莎莎在生命成长的

不同阶段寻找女性的自我时通常会遇到的

无助的精神困境。 在婚姻情感和家庭的现实

冲突中， 女性首先思考的不是自我意识，通

常考虑的是社会公众意识和他者对自己的

感觉和看法，把自我放到了最隐秘的被忽视

的地方。 女性意识与生命意识相关，在生命

体验和经验中找到自我，这是城市意识赋予

人的意义所在。 女性意识在此处提出，是因

为女性往往习惯于被观看被言说，更注重他

者的视角， 章以武老师却从女性精神出发，

观照并抚慰她们的内在冲突。

在作品集中的其他作品里，章以武老师

用笔或轻或重，同样也写了男性尤其是知识

分子对于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 同样他对他

们也报以深度的理解，但在笔墨上可能会更

苛刻一些。 这种表达不同于女性经验的直接

和真诚， 作家从男性的社会性角色切入，带

有一定的批判意识， 但在情感的审美经验

上，他也赋予他们相当的宽容和肯定。

正如我每次和章以武老师聊天，几乎忘

记了他的年龄， 反而会觉得自己暮气沉沉，

这部书让我重新意识到，文学仍然有许多言

说的可能性，一如生命。

《朱砂痣》 章以武 著

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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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

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光芒

秦秦

唐德亮的长诗《惊蛰雷》是一部集抒情

和叙事为一体的诗作。 这部 4600 多行的作

品，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荣获了首届中

国阮章竟诗歌奖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全国文

学作品评选特等奖，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唐德亮

的《惊蛰雷》，就是一部糅合思想、形象与激

情，气象开阔，跳动着时代的脉搏，继承了这

一伟大诗歌传统的比较厚重的一部作品。 ”

叶延滨、杨四平等誉之为一部“心灵史诗”。

这部长诗，诗人从文化与思想、社会与

生活、政治与经济事件的视角切入，思索国

家、民族与人民的命运和未来。 全诗充满了

艺术化且不失理性的哲思，是诗人用满腔沸

腾的热血铸就的一座精神丰碑和对高尚纯

美的灵魂的礼赞。

在诗中， 诗人构建了集历史人物、 重

大事件、 现实生活场景等多位一体的长诗

结构， 诠释了对诗歌“形象化、 诗意化、

审美化” 的表达

（郭久麟 《惊蛰雷跋 》 中

语）

， 诗人把作为创作主体的情感活动寄寓

于“惊蛰雷” 这个文学意象， 寓“意” 于

“象”， 借物抒情。 “一声惊雷起， 蛰龙跃

九天。” 惊雷唤醒的不仅仅指草木生灵， 更

多的是意指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的崛起。

诗人运用大量的具体形象，实现了“小

我”到“大我”这个意象层面的转化和升华。

长诗对该意象运用了具体化、 形象化的表

达，在诗中囊括社会人生百态，跨越时空局

限。《惊蛰雷》 是一部真实地向读者展露真

情、真性和真心的佳作。

大家

《大师金庸纪念专集》

严家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10 月 30 日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由香港

散文作家及出版家潘耀明策划， 北京大学中文

系终身教授严家炎主编的《大师金庸纪念专集》

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艺术家韩美林

设计藏书票，收录金庸先生生前各界好友撰写追忆先生的文章，其中

包括倪匡、潘粤生等与金庸一起创办《明报》的同事，王蒙、余秋雨、池

田大作、陈平原、李欧梵等文化界名人，马云等商界好友，郑少秋、汪

明荃、张纪中、徐克、黄辅棠等影视界名人，以及闵福德、冈崎由美等

金庸小说译者。 这些文化名人寄思念于笔触，深情缅怀金庸先生。 书

中还收录金庸先生图片、手迹等珍贵资料。严家炎在序言中对金庸的

作品点评道，“金庸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 甚至令人废寝忘

食，靠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靠的也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

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 ”

《桂花：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

（叙利亚）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阿多尼斯 1930 年出生于叙利亚，1956 年移

居黎巴嫩，1980 年代起在欧美讲学、写作，近年

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桂花》

是多次访华的阿多尼斯创作的首部中国题材长

诗，作品由 50 首相对独立的诗篇构成，创作灵感

直接源自阿多尼斯去年的中国之行， 尤其是皖

南和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 阿多尼斯对

中国自然、文化和友人的深情厚谊在诗中溢于言表，他眼里的中国，

“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他心中的中国女性，是“云翳的队

列，被形式的雷霆环绕，由意义的闪电引导”。 整部作品不拘一格，叙

述、沉思与想象熔于一炉，语言瑰丽而奇峻，意象丰满而密集。据出版

方透露， 阿多尼斯近日将开启第八次中国之行，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5 日，他将前往杭州、上海、休宁、南京、无锡等地，与他的中国读者

和新老朋友见面，朗诵诗作，分享诗心，畅叙友情。

《咏叹生死》《犹太人与词语》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咏叹生死》 将关注点转向人的内心世界，

以想象世界来猜测“他者”的生活。 奥兹借用“咏

叹生死”这个书名，展示大千世界中种种小人物与他们的情感。 这些

在艰难世事中求生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与黑暗的故事，都有

甜酸苦辣的命运，如同我们的真实生活本身。《犹太人与词语》则是奥

兹生前与大女儿范妮亚合著的文学随笔集， 以奥兹父女间对话的形

式呈现二人对于文学、历史、学术等的探讨，向世人展示了犹太民族

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而不断，并且创造了各种文明奇迹的秘密。是故

事，也是学术探讨，是父女间爱的对话，亦是充满勇气的代际争论。

《阮义忠谈艺录》（全三册）

阮义忠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这是摄影家阮义忠代表作的升级珍藏版

本，含《想见 看见 听见》《摄影美学七问》《未完

成的梦》三部代表作，将创作的奥妙娓娓道来，

同时收录百余幅经典摄影作品， 印制精良。

《想见 看见 听见》 是阮义忠第一本个人随笔集， 让文字与影像发生

奇妙反应， 将自己的人生底片一一显影。 《摄影美学七问》 通过与

教授陈传兴、 建筑师汉宝德、 小说家黄春明的对谈， 探讨摄影本

质。 《未完成的梦》 是一个做着“画家梦” 的阮义忠与八位旅居海

外的华人画家的通信集， 收入数位海外重要画家的肖像、 手迹及珍

贵画作，是珍贵的艺术史料。 三本书跨越摄影、绘画、音乐、建筑等领

域，让读者走近摄影作品背后的阮义忠，感受生活美学、文字的温度

和字里行间的人文情怀。

本栏目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