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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沉默》：为自然立诗，为森林立言
“保护、培育、利用森林资源应

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坚持生态

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日前，新修订的《森

林法》颁布施行，用法律的形式重

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森林理

念。获悉这一消息，著名作家、“中

国好书”得主陈应松深有感触。

近日，译林出版社推出了陈应

松的最新长篇小说《森林沉默》。

这是陈应松深居湖北神农架山林

二十年后，重申文学的“森林立场”

交出的一份答卷：“我写了森林和

森林里居住的那些人。这部小说，

是要以诚心打动他们。”

《森林沉默》犹如一幅楚地“八

百里群山怪岭”浪漫奇崛的众生画

卷，为自然立诗，为森林立言。该

小说自2019年于《钟山》杂志发表

以来，已获“2019长篇小说金榜特

别推荐奖”“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

度长篇小说奖”等，此次出版的单

行本为作者全新修订版。

与以往着重于人物

或动物的作品不同，《森

林沉默》包罗万象。陈

应松倾尽积累，用文字

创造了一个鸟语花香、

百兽奔跑、苔藓肥厚的

世界。全书涉及近百种

动植物（包括传说和神

话中的奇珍异兽），以及

大量物候、地质、气象和

对森林的想象元素。著

名作家贾平凹表示，读

这本书时，感觉就像在

密林里，能闻到幽暗潮

湿的气息，能听到飞禽

走兽的响动，枝条蔓草牵扯得手脸

生疼。作品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

斑。

当代写作中，有的作家聚焦都

市，有的作家放眼边疆，而陈应松

在森林里找到了写作的支点。一

朝入深山，不觉二十年，他在生活

与创作中，一步步站

定 了“ 森 林 立

场”——“人类对天

空、荒野和自然的遗

忘已经很久了，甚至

感觉不到远方森林

的生机勃勃。那里

蕴藏着生命的奥秘

和命运的答案，人只

是生命的一种形式，

更多的生命还没有

从森林里走出来，他

们成了最后的坚守

者，森林是一块活化

石。”陈应松笔下的

森林，蕴藏着人类最强健的“英雄

基因”，连一只蚂蚁、一片落叶也是

出类拔萃的。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谈到《森林

沉默》时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山林是薄弱的，自然是薄弱的，

现在，我们有了《森林沉默》这部作

品，有了一片与现代性、与喧嚣人

事相对峙、相辩驳的‘森林’。”

《森林沉默》的故事发生在咕噜

山区的浩瀚森林里，那里奇峰林立，

百兽徜徉，万物生长。祖父蕺老泉、

叔叔麻古、猴娃祖孙三代，与世世代

代生活于此的山民一样，艰辛而平

静地过着日子，直到村长带来“天音

机场即将在此动工”的消息。这是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此人声嘈杂，

森林沉默。这是一场森林与城市、

自然性与现代性的迎面相遇。陈应

松将原始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

明置于“显微镜”下，审视文明演进

中生存的酷烈、生命的异化。

在《森林沉默》中，作者赋予自

然与人类同等重要的生命意义，字

里行间流淌着作者对人类与自然、

生存与发展的辩证性哲思。森林

永远是沉默的、无声的，我们的热

爱完全是因为远古故乡的基因，是

精神的“遗传返祖”现象，拥抱星

空，啸叫山林，是人类童年的乐趣，

人类从森林中来，也必将回到森林

中去。

人类对森林的“精神需要”在

当代都市生活中同样重要。在小

说里，城市生活嘈杂、忙碌、拥挤、

沉闷、单调，而无声的森林静静地

保存着我们无法磨灭的乡愁，以自

然的生态庇护着众多的生命与种

子，孕育着新生与希望。

有评论家认为，“神农架”之于

陈应松，正如“马孔多”之于马尔克

斯、“杰弗生小镇”之于福克纳。陈

应松用诗和童话般的笔调讲述故

事，这是对自然与信仰的尊重，他

的文字粗粝、直率、奇诡、充满力

量，在向死而生的旅途中发现人性

之光，寻找重生之路。这种忧患精

神与浪漫情怀的并存，与屈原开创

的荆楚文学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黄成）

“毛姆文学奖”获得者西蒙�加菲
尔德新作《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从棋

盘游戏、玩具屋到微型景

观，探究人类对“微缩”的

热爱与渴望，带领读者开

启一场世界知名微缩景观

巡礼。

什么是“微缩”？加菲

尔德在书中向我们解释了

“尺寸与比例”的关系，两

者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

说所有按比例缩小的事物

都属于“微缩”范畴，而一

枚小小的顶针则不是。了

解了“微缩”的定义后，加

菲尔德以轻松的笔调带领

读者开启了一场“环球之旅”，专门造

访那些世界经典的微缩景观。

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墓葬到风

靡世界的玩具屋，从大规模迷你城镇

到7毫米的微型书籍，你会发现，原来

我们对这些“小物件”从来都没有抵抗

力。到了今天，微缩物品越来越广泛

地应用到生产、生活之中，其中就包括

令人着迷的各种微缩模型和摆件。

人们热爱微缩并非毫无道

理，这背后也隐藏着文化含

义和心理学意味。

“微缩”是一种思维方

式，我们建构模型、浓缩历

史，其实是将其转化成我

们可以充分观察的大小，

以此来认识世界。“微缩”

也是一种欲望，源自童年

时期对“掌控世界”的强烈

渴望。此外，也有人希望

借此走进自己创造的微小

世界，以短暂逃离现实世界的

纷扰。

可以说，“微缩”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当我们重

新审视被缩小的世界，才会发现同时

也被微观世界改变着的我们。

（水上书）

拉德威的《阅读浪漫小说》

是最早对现代通俗浪漫小说进

行学术研究的作品，作品问世三

十年来，它在通俗浪漫小说的学

术研究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着

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该书聚焦“史密斯顿”的一

个浪漫小说读者群，并在该读者

群回馈信息的基础上，甄选出需

要分析的小说，对小说本身进行

剖析，构建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体

系，以阐释读者为何会毫无自制

地消费浪漫小说。

在“史密斯顿”女性的阅读实

践和偏好的指引下，《阅读浪漫小

说》特别探究了由埃文书屋于

1972年出版的伍德威斯的《火与

花》以及1974年出版的罗杰斯的

《狂野蜜爱》而开启的一个亚文类

——轰动型历史类浪漫小说。

《阅读浪漫小说》的畅销带来

的一个或许出人意料的结果是，浪

漫小说作者直接参与到相关学术

讨论中。1992年，畅销书作者克兰

兹出版了《危险的男人和大胆的女

人：作者谈浪漫小说的吸引力》。

这本书汇编了克兰兹和其他浪漫

小说作者撰写的文章，明确回应了

对浪漫小说的学术讨论。

浪漫小说的学术成果反映

了其研究对象的不断壮大。学

者们持续地对特定的读者群进

行研究，也有学者拓展了新的领

域，比如弗莱什的重要研究——

《来自澳大利亚的爱情：当代澳

洲通俗浪漫小说史》便调查了浪

漫小说中特殊的地理亚文类。

瑞吉斯的入门类著作《浪漫小说

的发展史》不仅论证了浪漫小说

的文学根源可上溯至理查森的

《帕梅拉》和奥斯丁的《傲慢与偏

见》，而且还从结构主义的角度

对浪漫小说进行界定。

2007年后，通俗浪漫小说研

究已经自成一个学术领域。于

2009年创立的通俗浪漫小说研

究国际联盟每年都会举行与通

俗浪漫小说研究有关的会议，并

出版《通俗浪漫小说研究期

刊》。有了这样的机构支持，通

俗浪漫小说的研究兴趣自然就

蓬勃发展起来，而这一切显然都

建立在三十年前拉德威这部非

凡著作的基础之上。 （水上书）

在一家面包店的柜台上，摆放

着各种各样的果酱，有橙味的，有巧

克力味的，这些果酱是切片面包的

最佳伴侣，孩子们都爱它们。伯吉

斯对橙味果酱情有独钟，毕竟，它带

有一个“橙”字，一看到这个字，他就

会想起他所偏爱的那部作品。

回家的路上，迎面而来的都是

广告，它们不断循坏播放着，想要强

制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印象，以便

人们在需要同类产品时，不约而同

地想起某句广告词，并自发地认为

这是该类产品中的佼佼者，否则自

己怎么会印象如此深刻？走进电梯，四面都被广告包围了，

汽车广告，贷款广告，整形广告……无奇不有，它们纷纷趁人

不备钻进脑子里，不再出来。

回到家中，伯吉斯没有立刻打开电视，他知道，电视上的

情况也不会比现实中好多少，所有精彩节目都插播在广告的

间歇，作为对人们观看广告的一种犒劳，有这一点好处，广告

商们就可以像驯兽员一样，渐渐将所有的观众驯服。

伯吉斯在盘子里铺开两片面包，拿出刚买的果酱，准备在面

包上画上一张笑脸，然后吃掉它，就像往常一样。但是，这一次，

他却鬼使神差地打开了给孩子们买的巧克力果酱，在面包上画

上了一只眼睛，一只带有齿轮状睫毛的眼睛，他盯着这只眼睛

看，他仿佛看到了阿历克斯，看到了一只带发条的橙子……

忽然，伯吉斯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他打算投资生产

一款果酱，这款果酱不是一般的果酱，它具有特殊的功效，能

够帮助人们免于被广告等信息侵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意

志，维护人们在事物面前的选择权，不再仅仅依据头脑中潜

藏的某种奇怪的声音而轻率地做出某种决定。

他为这个想法而感到激动，他走进厨房，打开橱柜，拿出

一个瓶子，里面封存着那部他所偏爱却又不愿再看到的作

品。也许是封存时间过久，那部作品已完全液化，闻起来就

像一种橙味的果酱，但它的配方与普通的果酱完全不同，这

是一款“发条橙果酱”。他用汤匙挖了一勺，尝了一口，立刻

感到神清气爽，耳边的嘈杂声瞬间消失了。

生产商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毕竟，它具有新奇的卖点，

人们有时花钱购买的并不是产品，而是新奇的点子。不过，

在商品的命名上，伯吉斯和生产商产生了分歧，生产商认为，

叫“发条橙果酱”更好一点，做起广告来也容易得多。但伯吉

斯显然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名字被大张旗鼓地放进电梯广

告中，他坚持使用一个新名字。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这

款新产品就叫“伯吉斯果酱”，这个名字确实还不赖，因为它

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款进口产品。

至于产品的标志，生产商倾向于果酱上应该有个橙子的图

案。伯吉斯认为，橙子的图案不足以代表这款产品的特殊功

效。最后，他说服生产商，在一个外形酷似脑袋的橙子上，增加

了一顶帽子，因为这款“伯吉斯果酱”就像一顶安全帽，能够很好

地保护人们的大脑不受外界侵扰。这个建议生产商非常赞同，

生产商决定，就使用电影《发条橙》中阿历克斯所佩戴的那款“鲍

勒帽”，它的知名度高，而且最初就是为了保护头部而生产的，它

能够抵挡一般的坠物，与这款果酱的功能非常契合。

很快，这款“伯吉斯果酱”就上市了，人们从露天广告、电

梯广告、电视广告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为了保护自己和

家人的大脑，人们纷纷排队购买这款新产品，同时，这款产品

也带火了“鲍勒帽”的销售。 （黄成）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世界知名微缩景观巡礼

伯吉斯果酱

《阅读浪漫小说》：
浪漫小说学术研究

本报讯“这是一宗危房，拆
除后，将为村落的公用项目建设

腾出空间。”今年来，宝盖镇大力

推进房屋安全整治，拆除一宗宗

危房为村落公用项目让路。这

不，郑厝村也有6宗危房将进行

“拆危建公用项目”，8月2日，该

村开始启动拆除工作。

近年来，郑厝村不断加大力

度，推进人居环境建设，先后实施

“西大门”建设、河长制公园建设等

多个项目。而今，该村又将人居环

境建设与房屋安全整治、“两违”治

理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宣传动员，

鼓励村民拆掉危房、临时搭盖，为

村落的公用项目让路。“拆危建公

用项目”的模式也因此得到不少村

民的认可，截至目前，该村已有6

宗危房的业主选择这一模式。据

悉，“拆危建公用项目”，危房所在

的宅基地使用权仍归原产权人所

有，而原产权人还可获得市镇两级

相应的补助。

“几宗危房合计一千左右平方

米。”郑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郑爱军介绍说，村委会将一边组

织危房拆除工作，一边做好项目谋

划，紧扣村落的建设与发展需要，

让每一处危房腾出的空间得以科

学、合理利用。第一宗危房拆除后

所腾出的空间，村落已谋划好了公

用项目。在拆除这宗危房的同时，

村落还将对周边区域进行清理，腾

出的面积有数百平方米，这些空间

主要用于修建村道，以方便周边村

民的出行。此外，还将修建小型休

闲广场和停车场。

拆除危房，消除安全隐患，同

时，为村落的公用项目腾出空

间。随着“拆危建公用项目”的推

广，郑厝村人居环境也将随之提

升。 （记者 林智杰）

郑厝拆除危房为公用项目让路

本报讯 7月31日，锦尚镇

联合渔政中队、派出所，组织召

开锦尚镇开渔前渔船管理暨海

上管控工作部署会，邀请辖区

各船主船东参加。

会上，锦尚镇对开渔前渔

船管理工作进行部署，以及对

智慧渔港App应用的培训，要

求船管站落实24小时值班制

度，加强渔船定位监控工作；落

实网格化管理制度，摸排辖区

内所有船只并登记造册；严厉

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敏感海域

管控，严厉打击渔船越界行

为。会议强调，辖区各船主船

东，必须对渔船设备进行检查，

尤其是北斗示位仪和AIS等设

备的检查，以及防疫各项工作

措施；所有船只出港前必须提

前登录智慧渔港App报备，并

按要求配备持证船员。

会上，渔政中队以案释法，

强调将对渔船越界、偏离航线

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禁止各船主船东的渔船越

界捕捞作业。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陈青青）

本报讯 8月1日，正值祥芝镇灯

光诱捕渔船137艘船出海，祥芝镇扫

黄打非办联合渔管站登船宣传“扫黄

打非”，向渔民发放倡议书500多份。

据悉，祥芝镇不断拓展“扫黄打非”

进基层领域，拓展向重点人群、重点部

位、薄弱领域延伸，突出工作亮点，着力

解决“扫黄打非”工作难点在基层问题。

针对祥芝镇渔业发达，海上通道存在涉

“黄”涉“非”风险隐患，镇扫黄打非工作

站联合相关部门，定期登船检查，防止渔

船在海上作业和对外交流时涉黄涉非，

并通过渔业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船员

培训、渔民文化节等加强渔民“扫黄打

非”教育，实现“海陆联管”的无死角监

管。截至目前，祥芝共检查渔船1000多

艘次，发现并收缴涉黄涉非出版物20多

份。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陈锋洛）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鸿山

镇主要领导带领镇分管渔业领

导、镇农业服务中心、沿海村主

干、渔业安全生产协管站组成渔

业安全检查组，到东埔渔港开展

开渔渔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检查组深入码头现场登船检

查了渔船的通讯、信号设备安装

运行情况和水上安全、救生、防火

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以及船体是

否达到适航要求，是否按规定配

齐职务船员及渔港消防设施配备

等情况。并实地查看了东埔通讯

服务站人员配置、北斗应急指挥

系统终端运行情况，叮嘱工作人

员确实履行值班职责，为开渔渔

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记者 张军璞）

本报讯 近日，鸿山镇东埔三村党支部、关工委组

织中小学生和回乡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劳动。

此次社会实践劳动，恰逢“八一”建军节，该村党

支部、村关工委组织带领青少年和大学生志愿者们走

访探望了村里的2名老战士，向他们表达了诚挚的祝

福和感恩之情。青少年和大学生志愿者们认真聆听

退役军人对艰苦战役的讲述后感受颇深，纷纷拿起劳

动工具，主动帮忙打扫老战士的家，他们有的负责扫

地，有的负责端水，有的拖地板，有的拿起抹布擦玻璃

窗户，个个干得热火朝天，以表达青少年一代对老一

辈军人的感恩崇敬之情。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华表）

本报讯 7月31日，玉湖社区党委、居委会组织工

作人员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祝你节日快乐，家里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们反

映，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为感谢军人对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做的贡献，活动中，一行

人先后前往社区“优秀士官”王劲松、“优秀士兵”江玮

家中，向军人、军属传递节日问候，并送上慰问金和慰

问品。 （记者 黄翠林）鸿山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检查 祥芝登船宣传“扫黄打非”

锦尚为渔船做好“备航”工作

玉湖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东埔三村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