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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相遇
对世界各地的读者来说，陀思

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

所写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

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几乎无人不

知。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

诺、苏珊�桑塔格都曾对陀氏表达
感激和敬佩。用布罗茨基的话来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的高度

展示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而

别尔嘉耶夫更是声称自己总是把

人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

和“与之精神相异的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的

“文学纪念碑”丛书于2014年推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研究者约瑟

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

叛的种子，1821—1849》，此前已出

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任妻子安

娜所写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
娅回忆录》《一八六七年日记》，以

及回忆录合集《同时代人回忆陀思

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品为读者提

供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遇的绝

佳机会。此后，“文学纪念碑”丛书

陆续推出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

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第

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

醒，1860—1865》。同时，还特别推

出《〈罪与罚〉学术评论版》，这些作

品受到读者的好评。在读者的期

盼与催促声中，2020年6月，第四

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

1865—1871》出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结

束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历经十年

艰辛，重返圣彼得堡，以报人、编辑

的身份重返文坛，并立即卷入俄国

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这一过程持

续了五年。第四卷即从1865年开

始，写到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家从国外返回为止。对陀思妥耶夫

斯基来说，这六年的生活颇为不

易。在此之前，他接连失去了生命

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妻子玛丽娅和

哥哥米哈伊尔。哥哥的遗孀和孩子

们，还有他那不学无术、好吃懒做的

继子都需靠他供养。他弟弟一家也

依靠他生活。为了供养亲人，陀思

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四处借债，又无

力偿还，以至于被债主告上法庭。

艰难的经济状况使他陷入困境，时

常癫痫发作。就在这时，他认识了

速记员安娜，两人很快产生火花并

决定结婚。为了躲避债主和贪得无

厌的亲戚，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决

定离开俄国，前往欧洲。

从1865年到1871年，短短六

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创作出

《罪与罚》《赌徒》《白痴》《永远的丈

夫》《群魔》等不朽作品，第四卷对

这五部作品都作了专章论述。其

中最有名的《罪与罚》一书的主角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

向来颇有争议。弗兰克

认为，《罪与罚》的由来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流

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有很

大关系。在第四卷中，弗

兰克分别从“思想根源”

“体裁演变”“文本解读”三

个方面作出深度解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

都极其复杂、癫狂，却也真实地刻

画了人性的矛盾与多面性。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活动始终处于社会

矛盾的中心，他的作品也常常引起

与他同时代人的剧烈冲突和互相

抵触的评价。在《同时代人回忆陀

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回忆者们

所阐述的“事实”，有时候竟互相矛

盾。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回忆者们

所提供的其实是他们所看到、所认

为的“事实”，却不一定是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真实。而陀思妥耶夫斯

基本人的“事实”，则需

要通过大量的材料、档

案及传记作品去发掘。

1976年，约瑟夫�
弗兰克出版了《陀思妥

耶夫斯基：反叛的种

子，1821—1849》，这是

其系列传记的第一卷，

而最后一卷，也就是第

五卷直到2002年才完

成。五卷本《陀思妥耶

夫斯基》像小说般迷人、充满意味

又扣人心弦。作为陀思妥耶夫斯

基研究者，约瑟夫�弗兰克是个传
奇，他曾经是“现代小说的空间形

式”的提出者，转向陀氏研究领域

后，一直扎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

俄罗斯文学，并贡献出最好的陀思

妥耶夫斯基传记。五卷本《陀思妥

耶夫斯基》已有多个语种，如今汉

译本也已经出到第四卷，第五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

1871—1881》预计将于2021年陀

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之前推出。

（黄成）

《日本文学史》是小西甚一的文学

史著作。最初是作者根据1952年至

1953年间在东京教育大学讲授“日本

文学史”课程的讲义整理成

书。小西甚一在《序》中表示，

该书并非对日本文学史进行

“书志”般的解说或传记性的

考证，而是尝试“对文艺现象

的展望”，以把握日本文学史

的主题。

该书虽名为“日本文学

史”，但小西甚一论述的对象

并不限于狭义的“文学”，而是

作为更广范围的“文艺史”来

展开。作者阐明该书的立场

在于“文艺”，从而赋予文艺的

展开以秩序，因此采用了文艺表现的

理念来划分日本文学史的区间。

小西甚一将“雅”与“俗”作为日本

文学史基本的表现理念，主张把日本

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个

世代。其中，“古代”为5世纪至8世纪

左右，“中世”为9世纪至19世纪中期，

“近代”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40

年代。

在小西甚一看来，日本古

代文学是日本式的“俗”，日本

中世文学是中华式的“雅”，日

本近代文学是西洋式的“俗”。

“雅”代表向往既成形式的态

度，追求古典“完美”的境界；

“俗”则属于尚未开拓的世界，

无所谓“完美”或既成的固定形

式，却含有“无限”的可能动向。

在展望文艺现象的主题

时，小西甚一站在“比较文学”

的立场，把日本文学放到“世

界”中去考察。所谓“世界”，

就是明治以前的日本与东方特别是中

国文化的交流史；明治以后，则是与西

方文艺的关系。全书在论述过程中，

从“世界文学”的观点，采取“比较文

学”的方法，阐幽显微，提出了许多独

到的见解。 （水上书）

《文本及其不满》汇编当

代文学批评家黄子平近四十

年文章精华，将他批评中“疏

阔幽默”的文学性和散文里

“笔露机警”的批判性结合起

来，以批评家的姿态，反思批

评的位置。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中

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

家。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

群、陈平原一起提出“20世纪

中国文学”概念，被誉为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

提琴手”。著有《沉思的老树

的精灵》《文学的意思》《革命�
历史�小说》《边缘阅读》《远去
的文学时代》等。

关于“文本及其不满”这

个书名，黄子平在该书《前言》

中专门做了说明。很明显，该

书套用了弗洛伊德的名著《文

明及其不满》这一书名，用黄

子平的话来说，“纯粹是为了

好玩”，有点罗兰�巴特“文本
之愉悦”的意思。也可以说，

《文本及其不满》是黄子平对

经典的致敬与模仿。

《文本及其不满》从“文”

与“评”的角度出发，分为“散

文之什”“评论之什”“演讲之

什”“访谈之什”四个部分。“散

文之什”围绕读书和写作的某

一往事，延伸出与该事件相关

的人事物。“评论之什”的各篇

目之间可读解出一种相互补

充与回应的关系。“演讲之什”

和“访谈之什”则是对其演讲

和访谈的整理。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

一种生活方式。《文本及其不

满》就是这样一本有关如何想

象语言的书。作者通过散文、

评论、演讲、访谈，以不同的表

现形式，构筑起一道“语言堤

坝”。作者仿佛是站在“堤坝”

上行走的旅人，面对漫漶而来

的“文字洪水”，回想过往岁

月、读书生涯，重读鲁迅、沈从

文、张爱玲，目之所及遍布海

内外，为读者展现了另类阅读

中国文学的方式。

（水上书）

近年来，在鲁迅研究领域，随

着各类出版物的增多，鲁迅的多

方面贡献逐渐为学界所知，学者

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举凡手

稿、翻译、古籍辑校、木刻、汉画像

等，都被纳入研究范围。其中，关

于鲁迅与花花草草或曰“博物”关

系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仅2019年以来，就至少有三

部相关著作先后面世。其中，涂

昕的《鲁迅与博物学》是此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顾音海的

《博物视野里的鲁迅》是以文博行业从业者的眼光进行研究，

薛林荣的《鲁迅草木谱》则将“博物”的范围聚焦于草木。

草木之所以成为学者们研究鲁迅时关注的又一个焦

点，原因在于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文学活动中，鲁迅都

与草木关系密切，留下了大量素材，等待有心人进行挖掘，

进而从一个微观侧面体察鲁迅的精神世界。

薛林荣的《鲁迅草木谱》是一部积年累月的用心之作。据

《后记》，该书积数年之功，草撰期间，每遇重要材料，即视若拱

璧，辄完整引用。而从文体和文章编排看，该书的性质是风格

类小品文，依时间顺序一一铺排，秩然成谱，故谓之“草木谱”。

这种写作方式决定了该书具有两大鲜明特点：其一，材

料丰富。全书分上下卷，上卷33篇，将鲁迅与草木结缘的具

体情形以及散文类作品中对草木的描写一一细致梳理；下卷

7篇，前四篇梳理鲁迅小说作品中对草木的描写，后三篇记

录鲁迅墓地的广玉兰、鲁迅作品中的其他草木描写以及鲁迅

所藏草木题材书籍。其二，眉目清晰。上卷所有33篇与下

卷前5篇皆依时序排列，虽然篇与篇之间没有紧密的逻辑关

系，但时间先后因素的凸显确实使得全书隐约成为一部特殊

的“微观版鲁迅传”。书中所记鲁迅与草木的缘分横跨1885

年至1935年，读者循此能够感知到鲁迅生命与情感的流动。

无疑，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广见闻。虽然其中

有些史料对于鲁迅研究者而言耳熟能详，但原来分散在各

处，现经作者锐意穷搜，不少内容还是令人耳目一新，有心

人可借此深入探究。

此外，虽然作者谦称本书并非学术研究，但行文中不乏

对一些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引用，作者自身亦不时有所论述，

有些还颇为精彩。可见作者写作此书不只是满足于搜集材

料，同时对相关研究始终保持着及时追踪与理性思考。书中

有多处比较鲁迅和周作人对草木的

不同情感和表现，也颇具启发性。

鲁迅好友许寿裳曾言，鲁迅生

平极少游玩，鲁迅自己的某些文字，

亦容易令人觉得他对自然风景近乎

无感，他对动植物的关注多是出于

一种科学主义的认知态度。然而大

量史实表明，在鲁迅内心，其实对一

草一木都有一份独到的敏感，他在

注视一枝一叶时，目光中会流露出

一丝不易觉察的深情。本质上，鲁

迅是一个多情之人。

《日本文学史》：
对文艺现象的展望

《文本及其不满》：
反思批评的位置

《鲁迅草木谱》：
鲁迅的精神世界

□侯桂新

本报讯 7月

22日下午，祥芝

镇召开船东船长

渔业安全生产暨渔船敏感海域

管控警示教育会，传达上级有关

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

部署要求，进行渔业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和防灾减灾常识专题讲

座。

会议要求船东船长，要严格

履行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

实增强渔业安全生产意识，落实

做好渔船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参

加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培训、进

出港报备“智慧渔船”微信小程

序软件使用、船员岗前安全警示

教育、疫情防控措施和“八闽健

康码”使用等工作，严格执行台

风和敏感海域管控指令，严禁海

上接驳境外人员非法入境。

据悉，祥芝镇从7月份开始

新一轮分批召开渔业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会，目前共有二批320多

艘渔船的船东船长参加，接下来

将陆续分批再召开渔业安全生产

警示教育会，力争在8月15日前

实现全镇所有渔船的船东船长接

受警示教育全覆盖。同时，祥芝

镇组织开展落实渔船所有人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自查自纠工作，分

别签订承诺书、告知书送达回执

共640多份，以及分发《渔船安全

生产“七防”宣传警示内容》等各

类宣传材料1920多份。

截至目前，祥芝镇宣传发动

船东利用伏季休渔期间组织船

员参加渔业职务船员培训人数

达465人，镇渔业安全检查站联

合祥芝渔政中队核查494艘渔船

报备职务船员持有证书原件

1797人，并建立船员信息档案，

促进全镇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许鸿培）

本报讯“三载励志求学路，一
朝鲲鹏展翅飞”，2020年高考落下了

帷幕，高考成绩也已经揭晓，高考志

愿填报成为当前每位考生和家长最

为关注的事情。7月25日下午，石

光中学党总支联合玉湖社区党委举

办高考填报志愿服务讲座和指导咨

询活动，帮助高考家庭及学子解决

志愿填报的困惑与难题。

此次讲座由石光中学教师林建

森开讲，林建森就有关2020年高考

志愿填报、热门专业选择，以及如何

根据分数科学填报志愿等方面向家

长和学子做了详细的讲解。此外，

来自石光中学高三毕业班的教师们

还共同为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子答

疑解惑，帮助解决高考填报的难

题。现场有不少家长表示，志愿填

报要慎重综合多种因素考虑，此次

讲座和咨询服务为家长和学子带来

满满的“干货”，为学子志愿填报指

明了方向。

（记者 黄翠林）

本报讯 7月24日，宝盖镇工会第五次代表大

会召开，大会听取、审议工会工作报告，并选举镇总

工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陈晓聪当选宝盖镇总工会新一届委员会主席。

在过去的几年里，宝盖总工会在镇党委和上级

工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市镇两级的部署和要求，

在夯基层、抓组建、促维权、重帮扶等方面下功夫，

不断创新基层工会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工作机

制，在推进规范化建设过程中，为全镇经济和社会

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也取得了诸多荣誉。

宝盖鞋业工业园区荣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

业园区”“福建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等称

号，宝盖镇职工法律维权“一体化”基地荣获泉州市

“五一先锋号”。 （记者 林智杰）

宝盖镇总工会换届

本报讯 7月24日上午，永宁镇工会第五次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工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镇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经费审查委员会委

员。王少勇当选永宁镇总工会新一届委员会主席。

五年来，永宁镇总工会在规范化建设过程中，

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力推永宁镇现代化旅游滨海新

城的建设。全镇共有24个村（社区）联合工会，企业

工会112家，工会会员11553人，实现规模以上企业

建会率100%，这1万多名职工实名加入工会会员系

统。该镇还实现非公经济组织、新兴产业、新兴业态

工会会员不断增加，建会领域不断拓展，把基层工会

建成广大职工之家，其中黎祥食品、飞鸿五金、李宁

羽毛球、北记食品等公司工会先后获得泉州市职工

之家、职工小家称号。（记者 占婷 通讯员 庄一松）

永宁镇总工会换届

本报讯 7月23日，锦尚镇工会第五次代表大

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锦尚镇总工会第三届委员

会委员、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高培榕当选锦尚镇

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主席。

五年来，锦尚镇总工会围绕市镇两级的部署，

不断创新基层工会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工作机

制。每年组织超过90家企业，累计五万多人次职

工参加“安康杯”竞赛，新组建工会41家，发展会员

3100余人，基层工会组建率达91%，职工入会率达

98%；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31家，劳调组织组建

率达100%。五年来，镇级职工服务中心获得泉州

“三星级”职工服务中心，纺织基地党群活动中心建

成并投入使用，职工服务中心采取党工共建、群社

联建的方式推进共享职工之家建设，集工会信访接

待、困难帮扶、就业指导、医疗救助为一体，为困难

职工提供便捷、及时的“一站式”服务，全面助力锦

尚镇营造良好的用工环境。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林莹莹）

锦尚镇总工会换届

本报讯 7月24日下午，鸿山

镇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启动仪

式暨鸿山镇深化家园清洁行动、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动员活

动。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宣传部、

市委文明办等部门领导，鸿山镇

村干部、志愿服务队代表及企业

安全员。

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推

动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

精神文明建设，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鸿山镇积极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出台《鸿

山镇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

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鸿山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工作领导小

组，搭建七大服务平台，建设鸿山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个，村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11个，广泛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上半年开

展活动346场次，惠及群众约5万

人。

接下来，该镇将结合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人居环

境、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深化移

风易俗、加强基层治理、脱贫攻

坚等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全力担当、

奋力作为，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打响鸿山镇的志愿服

务品牌。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洪婷婷）

本报讯 7月22日下午，

凤里街道妇联“咱厝

边”、仁里社区居委会

联合开展“凝心聚

力 快乐同行”暑期

团建活动，拓展辖

区青少年的假期

生活，让孩子在玩

乐中学习知识，培

养爱好。

据悉，本次团建

活动共设有三项互动游

戏：心有灵犀——你画我猜，

珠行万里——传递乒乓，心口难开——不能

说的词。活动中，社工通过游戏引导孩子们

认识团队、理解输赢，鼓励孩子们无论结果如

何都要享受过程，也能接受挫折，体验参与的

乐趣。活动最后，在社工们的引导下，孩子们

回顾和总结了本次团建活动的内容，讲述了

他们在团队中所做的努力，分享了各自的感

受和收获。孩子们纷纷表示自己在参与活动

的过程中，既激动又开心，同时也体会到了团

队协作的重要性。 （记者 陈嫣兰）

鸿山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启动

举办团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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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新时代文明实践

高考志愿如何填？党员教师进社区送“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