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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的第二次文学高峰蒋子龙的第二次文学高峰
□ 林 希 思想者沉吟思想者沉吟

——托尔斯泰《智慧历书》
□ 幸 福书里书外

读书笔记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首届湾区青年影像国际赛颁奖典礼举行

《榕树头》斩获最佳岭南故事奖

关于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早已有
了权威论定，几乎无需再出现新的评
介了。作为蒋子龙小说的一个普通
读者，我对蒋子龙小说的成就，没有
做过深刻思考，更没有写过评论文
字，好在蒋子龙也不在乎我的评论推
介。蒋子龙小说有他的读者群，这个
牢固的读者群，已经到了非蒋子龙小
说不读的地步了。

就是在蒋子龙小说创作的高峰
期，蒋子龙又开始了散文、随笔写
作。相继见于报刊，更相继出版的许
多散文随笔集，逐渐引领读者发现了
蒋子龙新的创作现象，更拉近了读者
和蒋子龙的距离。

于我来说，小说创作的蒋子龙像
是一位同一小区里的芳邻，小区、大
街上，天津人说是“打头碰脸”见到，
相互点头问候，你好我好，说不上几
句话，就各自回自己房间“码”字去
了。进入散文随笔创作的蒋子龙，已
经不再是一位芳邻，而是一位在小
区、马路上遇见可以站一会儿说说话
的老熟人，见面打招呼后，还能够顺
便问问宝和轩水铺陈士和的《聊斋》
说到哪段、酱驴肉谁家的味道比较
正。说句时髦话，相互有了心灵沟通
的渠道。

如今，我对蒋子龙的再认识，是
因读了他最近几本随笔、散文著作后
引发的。

我和青年朋友们说，小说写作无
论你是何方神圣，动笔写作之前，必
须放下身段。当今文学评论家，有些

人就是要给他评介的作家界定身段层
次，好像他评介的作家身段越高，他的
评论品格也就随之水涨船高，由之，这
位文学评论家也就非凡者辈。甚至可
以左右文学走向，成为一言九鼎的权
威了。

不顾及权威文学评论家们的权威
评论，读者看的只是小说，或者可以说
读者关心的只是小说文本，芸芸众生
看的就是小说，很少有读者能在小说
文本中过滤出宏大主题和深远影响。

现在好了，蒋子龙再不请你去过
滤他的文字，每一篇文章千把字，开
门见山，直抒胸臆，他把你准备过滤
后发现的思想内涵直接展现在你的
面前，蒋子龙拦住他的读者，告诉他
们，我就在你们面前，并且向你们展
现我的胸臆。

蒋子龙是一个不说绕脖子话的
人，一条硬汉，一个没有低级趣味的真
实的人，蒋子龙不会故作高深，不善于
包装，从来不装大师，不做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表演。他的小说、他的散
文，他所有的文字都和他的性格一样，
朴实，真诚。

由河南出版的一本随笔集《故事
与事故》，第一篇文章就扣紧主旨话
题，正是一篇名为《故事与事故》的文
章，这篇文章将当今社会一切正常与
反常、合理和悖理、应该和不应该、有
益与无益、常态与病态等，千罗万象收
罗得淋漓尽致，而且更是对一切的反
常和悖理，作了极为准确的解析，其中
把“狗眼看人低”和“人眼看狗高”解析
得如此痛彻人心，显示了作者对于社
会人生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这一
切的反常和悖理，没有富有正义感的

良知是很难发现和深刻思考的。这就
是不说绕脖子话的蒋子龙对于社会人
生的严酷解剖。由此，我们看到的正
是作家沉重的社会责任，看到的是文
学真实的可能。

除河南出版的这册《故事与事故》
外，蒋子龙近期还出版了另外三种随
笔作品集，这些随笔、散文作品，读者
获得的不仅是一种酣畅的阅读愉悦，
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感受到温暖的人
文关怀、文学力量，展现了历史的关
注，更展现了时代、社会的精神境界。

在这些随笔、散文作品中，他讲
到了许多往事回忆。可贵的是，蒋子
龙的回忆文字，一直没有游离普通民
众的集体记忆，蒋子龙从来不以和社
会名流之间的谈笑风生来标榜自己
的非凡社会地位。更不见那些对于
成功人士的垂涎仰慕，蒋子龙的随
笔、散文作品，是一部当代普通百姓
的集体记忆，蒋子龙是一位为老百姓
写书的作家。

蒋子龙从小说写作华丽转身到随
笔、散文写作，经历了一个华丽背后的
蜕化经历，也经历了一次对传统文化
的恶补。少年、青年时期的献身奋斗，
不可能给蒋子龙留下攻读传统文化的
机会，小说写作关注当代人生，必然引
领蒋子龙对当代社会做历史关照，从
此我们看到蒋子龙在恶补传统文化上
付出的努力，正是如此不懈的努力，赋
于了蒋子龙广阔的思考空间。

和一些文人自认学贯中西不同，
蒋子龙在对于现实和历史的关照中思
索社会的历史走向，在合理与悖理的
思考中寻找社会前进的必然轨迹。蒋
子龙的文学睿智正是他对当代和历史

的庄重审视，而这种审视正是普通民
众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向往。

蒋子龙的许多文字也有愤懑和谴
责，但这些文字绝不是事不关己隔靴
搔痒的嬉笑怒骂，而是普通民众对于
社会人生的真实期盼。

赞赏蒋子龙的随笔、散文作品，字
字朴实，句句真切。在蒋子龙随笔、散
文作品中，一切的思考、学识都化为睿
智，丰沛的人生历练，深刻的生活感
悟，厚重的学识，突显着蒋子龙的文学
写作步入了他的第二次文学高峰。

回顾由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
文学历史，以鲁迅先生的《阿 Q 正
传》、茅盾先生的《子夜》和巴金先生
的《家》为标志的小说高峰。第二个
高峰则是以胡适先生的《尝试集》、郭
沫若先生的《女神》为标志的诗歌创
作高峰，再一个高峰，则是以周作人、
朱自清先生的随笔、散文作品为标志
的第三个高峰。

以这三个文学高峰现象审视蒋子
龙的文学创作成果，应该说蒋子龙最
先以《乔厂长上任记》为标志，步入了
第一个高峰之后，更以他众多的随笔、
散文作品为标志，创造了他的第二个
文学高峰。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随笔、散文高
峰的地平线上，曾经出现过周作人、朱
自清、林语堂诸位大师的身影，当代几
位作家的随笔、散文作品，常常被这些
作家的小说成就所湮没，蒋子龙从小
说创作高峰华丽转向他的第二个高
峰，我们应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必然
和个人文学灵感的成熟境界。研究蒋
子龙的随笔、散文创作，应该是当代文
学研究上的重要课题。

托尔斯泰晚年的力著《智慧历书》，
是作家根据1884年留下的记录完成的
最后一部著作。

该书的创作构想是：“引述所有民
族与所有时代的最伟大哲学家，写成可
供一年中的每一天吸收的智慧思想”。

在书中有句话，我印象尤为深刻：
“在所有挣扎奋斗中，知道刻苦学习的
人，才具有真正的勇气。”我以为，古人
的“日省”与之近意。学做人，学反省。

有一年3月15日，他在日记上写
着：“我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阅读的周
期：爱比克泰德、奥理略、老子、佛陀、帕
斯卡。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需要。”

1885年，托尔斯泰写信给他的助
手契尔柯夫：“我知道与苏格拉底、爱比
克泰德、阿诺德、派克这些伟大的思想
家沟通，可以带给人很大的内在力量、
宁静与快乐。他们告诉我们人性中最
重要的东西，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与美
德……我想创作一本书，和人们谈生
命，以及生命的善行。”

托尔斯泰认为，“少读，少学，但要多
想。不论是通过老师或书本，只学习你
真正需要与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即可。”

列夫·托尔斯泰（1828 年 - 1910
年），俄国伟大作家、思想家。他的作品
内容丰富，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
响。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
列宁娜》《复活》等。

《智慧历书》是托尔斯泰晚年投入

巨大心血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凝聚了
他15年的心血结晶。书中引述了伟大
哲学家的滋养生命灵魂的智慧箴言。
与伟大的思想家沟通，给人内在力量、
宁静与快乐。谈生命，以及生命的善
行，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生命的意义
与美德。

1904至1910年，托尔斯泰3次修
改书稿，接连出了3个修订版。第1版
1904年以《贤人的思想》书名问世。托
尔斯泰在世的1904年到1910年间，出
了3版，每版都有不同的副题——“生
命之道”“阅读周期“与“每天的智慧思
想”。

托尔斯泰在1902年12月至1903
年1月之间动笔。他接近80岁时，健
康情况已很恶劣，但思索生死意义的同
时，也激发他开始编纂这本当时被称为

“每日的智慧思想”的书。
把书送交给出版商后，他在日记上

写道：“为我的‘阅读周期’编选思想时，
阅读书籍让我和最优秀、最贤明的人士
沟通，我觉得我也被提升到伟大的精神
与道德高峰。”

他经常在日记上思考这本书，不断
重复“还有什么比每天与世界上最有智
慧的人士沟通更加珍贵”的主题。托尔
斯泰反复告诉自己的朋友，他在“最佳
的作家之间”精选书中所需的贡献者。
他们代表范围广阔的不同哲学观点、文
化背景与历史时代。

阅读和思考，每日与人类最伟大的
思想对话，正视自己、了解自己，使作家
获得生命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
江报道：5月15日，由广东省潮人海
外联谊会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广
东潮青”）主办的首届湾区青年影像
国际赛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湾区青年
影像国际赛“同心抗疫”作品征集活
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选送短视频作品《榕树头》获
得大赛最佳岭南故事奖。

本次大赛历经半年时间，收到9
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3300多件，包括
了民俗风情、侨乡文化、风光、建筑、
音乐、戏曲、工艺、园林、饮食、语言等
多种类作品。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经
过16位专家评选，最终评选出222件
入围作品，其中获得优秀作品奖的
200件，获得主题奖的22件。其中，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制作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短视频作品《榕树头》获得大
赛“最佳岭南故事奖”。

《榕树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的短视频，该视频拍摄视角新颖独

特，故事讲述深入人心。视频运用电
影蒙太奇手法和交警执勤实景跟拍的
技术结合剪辑，视频围绕“榕树头”这
一交警执勤点展开故事。警车开道、

救助伤病、亲子传承、师徒帮带……视
频以珠海交警上路执勤的视角、和路
上遇到的真人真事为线索，讲述了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青年民警容正惠，特

区第一代交警钟燕云、张建文等基层
民警身上发生的感人故事。视频中，
珠海城市街头扎根大地、枝繁叶茂的
大榕树频频亮相，见证了特区青年一
代交警的成长，传承的是珠海交警的
根和魂。

《榕树头》视频内容主旨鲜明，主
题宏大，以岭南人民最为熟悉、为人们
遮阴挡雨的榕树作为象征，从基层民
警人物故事的小切口讲述时代变迁的
大历史。40多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日
新月异，珠海经济特区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城市交通版图急速扩张，交
警保障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服务人民
的作用也日益突显。珠海交警创新推
出“为民绿波服务”，为急难群众警车
开道护航；为街坊遮风挡雨，让群众感
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遇到暴雨等恶
劣天气，交警全警上路通宵作战保障
交通安全……处处体现警民鱼水情
深，一代又一代交警传承着为人民服
务的榕树精神。

短视频作品《榕树头》斩获最佳岭南故事奖。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三分画，七分
裱”，残破有洞的古字画是如何奇迹般恢复原
貌的？5月1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办，珠海书画装裱研究会承办的
《书画重生技：书画装裱修复作品展》在珠海
市文化馆展览厅举办，带大家了解古字画修
复背后的故事。

据了解，本次展览采用了作品修复前后
对比展示来呈现书画装裱修复这一中国特有
的优秀传统技艺，展览将持续至本月30日。
现场共展出民间收藏的纸本、绢本、国画、油
画等字画作品50余幅，作品纸张包含有棉
料、棉连、特皮、皮纸等。这些修复作品均含

有受潮霉腐、酸化糟朽、浓墨脆化、虫噬残损、
褶皱断裂等书画收藏中的代表性病害。

“一张皱褶不平的字画要装裱成一幅完
整的作品，需要经过托、裱、装三大基本工
序。一幅书画的保存时间久远，除了保存得
当，装裱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展厅现场，珠
海书画装裱研究会会长王芳登介绍，随着艺
术形式、科技的发展，书画装裱在装裱样式、
装裱材料、技术培养等方面也呈现了新的变
化，装裱修复人员运用洗霉去斑、揭换命纸、
修补残缺、接笔全色等传统装裱修复技艺，
让一件件受损古字画的风采重新展现于世
人面前。

传承传统技艺和文化
《书画重生技：书画装裱修复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展出

参观者
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中国篮
协17日公布了2022年中国女篮、中国
男篮集训名单。

中国篮协表示，今年男、女篮的集
训名单各甄选了 16名球员，而非往
年近30人的大集训名单，这是为了更
加精准、高效地备战今年重要赛事。

据了解，为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个窗口期等赛事，
中国男篮计划于5月22日在广州长隆
体育中心进行集训选拔。为备战2022
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计划于5月
21日在广东清远体育基地进行集训选

拔，郑薇正式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男篮名单为：付豪、赵继伟、郭艾伦

（辽宁）、朱俊龙、孙铭徽（广厦）、王哲
林、任骏威（上海）、吴前（浙江）、赵睿、
徐杰、胡明轩（广东）、沈梓捷、顾全（深
圳）、范子铭（北京）、阿不都沙拉木（新
疆）、周琦。

女篮名单为：黄思静、李一凡、潘臻
琦、杨力维、张茹（内蒙古）、李梦（四
川）、金维娜（江苏）、李缘、王思雨、杨衡
瑜（山东）、刘帅（上海）、武桐桐（山西）、
王佳琦（浙江）、杨舒予、迪拉娜（广东）、
唐子婷（北师大）。

中国男、女篮集训名单公布

新华社伦敦5月16日电 阿森纳
16日客场0:2不敌纽卡斯尔联，未能
在英超联赛最后一轮前从热刺手中抢
回第四的排名，下赛季欧冠席位堪忧。

前一日，热刺1:0小胜为保级而战
的伯恩利，以68分升至第四。不过，以
两分之差紧随其后的阿森纳若能16日
客场击败纽卡，则可夺回第四的排名。

只是“兵工厂”面对纽卡几乎全面
处于下风，坚持到下半场终于还是被对
手洞穿城池。第55分钟，纽卡沿左路策
动快攻，横传禁区中路后造成阿森纳后
卫怀特解围失误，将球碰入自家大门。

此后，阿森纳先后换上拉卡泽特和
佩佩以求加强进攻，但防守削弱后反而
被纽卡在终场前再下一城，由吉马良斯
补射将比分定格在2:0。

这一结果意味着位居第三的切尔
西肯定不会跌出前四。而阿森纳若想
取得下赛季的欧冠席位，不仅最后一轮
要击败力拼保级的埃弗顿，还要期待热
刺输给已降级的诺维奇城。

阿森纳主帅阿特塔赛后表示：“我
们从明天开始就会准备与埃弗顿的比
赛。我们（获得欧冠资格）仍有理论上
的可能。”

英超单场：

阿森纳不敌纽卡 无缘重回前四

5月16日，
阿森纳队球员怀
特（后）攻入一粒
乌龙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