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村新闻�悦读4
2020年8月10日

《晚熟的人》：
讲述时代的潮起潮落
日前，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

重返读者视线，这是莫言自201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

版的首部作品。

2020年，距莫言获奖已

经过去8年，距他上一部小

说出版也已过去10年。此

前有人认为莫言将陷入“诺

奖魔咒”，很难再进行持续

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

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

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

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

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能阻

止他。”

在新作《晚熟的人》中，

莫言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奖后的

经历。这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

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

从历史深处到现实百态。这一次，

莫言将笔触延伸得很远，但与我们

又是如此紧密。

莫言曾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

的人”。已然成为

“文学地标”的高

密东北乡，也不过

是莫言用一个个

故事构筑的“文学

幻境”。在《晚熟

的人》这部新作

中，莫言改变了他

一贯的叙事方式，

既延续以往的创

作风格，又为作品

注 入 新 的 元 素

——潇洒豪放中

多了几分冷静直

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几许具象写

实。

这一次，莫言将目光转向那些

最不起眼的“小人物”。莫言写下

他们的故事，犹如不经意地在白纸

上刻下一个个“坐标”。看完这十

二个故事，当所有的“坐标”都被一

条无形的线连接起来，读者将恍然

大悟，莫言讲述的其实不是某个人

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

称，《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

不同的是，这一次莫言真正将自己

写进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呈

现获奖后的真实生活。读者随着

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

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夜之间成

了旅游胜地。在莫言旧居500米

外，“红高粱影视基地”拔地而起，

连他家那五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

也挂上牌子，成为景点，吸引着来

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外国

游客不远万里前来参观。

莫言获奖后不仅自己忙，还带

动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

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

的“我”就是莫言本人。

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

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

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

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

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

达到的艺术效果。

对于这一别出心裁

的安排，莫言解释说：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

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

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

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

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

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

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始终冷静、

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

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莫言”的

介入而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相较于以往的创作，《晚熟的

人》更加沉静、平实、幽默，这与莫

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

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面对公

众的关切，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

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

“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

着《晚熟的人》问世，莫言终于给出

了答案：获奖8年来，他一直在创

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

备。

诺贝尔文学奖之

于莫言既是“桂冠”也

是“枷锁”，伴随获奖而

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

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

无法持续创作。据统

计，截至2016年，莫言

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

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

座，题字几千次，签名数万个。特

别是在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

连一本书都没有时间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

莫言仍旧坚持着一个作家的使

命。在这8年里，他写过戏曲、诗

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

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周围的人和

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

人这些事。

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

言。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

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

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晚熟

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

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黄成）

《夏天还很远：柏桦抒情诗集

1981—2019》收录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

表柏桦创作的抒情诗歌200余首，时间

从1981年至2019年，跨度近四十年，是

诗人最全面最满意的一部抒情诗集。

柏桦，1956年生于重庆，现为西南

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

诗集及学术著作多种。曾获安高诗歌

奖、《上海文学》诗歌奖、柔刚诗歌奖、

重庆“红岩文学奖”、“花地文学奖”、首

届东吴文学奖等。

该诗集分为“夏天还很远”“麦子：

纪念海子”“礼物”“生活，真好”“年少

是一种幸运”“祖国或前世今生”“江南

来信”“今夕是何夕”等八辑，既有诗人

早年创作的经典作品《表达》《再见，夏

天》《夏天还很远》《唯有旧日子带给我

们幸福》，也有诗人新创作的《人的悲

哀未必真悲哀》

《初夏入秋，少年

杭州》等。

在诗人、散

文家庞培看来，

虽然柏桦表面看

上去是一个体质

羸弱、书卷气十足的写作者，可是他灵

魂中与生俱来的温和的决绝、快速的

呢喃，帮助他在艰难岁月里完成了一

次现当代诗歌史上最为酣畅淋漓的一

次投入。

浙江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江弱

水认为，在当代，柏桦属于极少数拥有

“自己的声音”的诗人。那是一种内省

的声音，语调很慢，情绪随轻描淡写的

风景而变化，令人感触良多，留给读者

些许惆怅、些许困惑。 （水上书）

《费城的钟声》是王彬彬最

新历史人文散文集，该书结集作

者近年来在《钟山》杂志专栏“栏

杆拍遍”上的10篇新作，所收文

章皆以小角度呈现大历史，在边

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短长。

王彬彬，安徽望江人，当代文

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南京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在功

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

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新
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鲁迅晚年

情怀》《鲁迅内外》等学术著作及

学术散文、随笔集多部。

《费城的钟声》收录《陈寅恪

对中医的看法》《胡适的美国大

使当得怎么样》《费城的钟声》

《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

伊德对纳粹的逃离》等10篇历史

人文散文作品。作者善于运用

回忆录、日记、自传等一手材料，

结合年谱、学记、评传等详加对

比考证，细致缜密地拨开重重迷

雾，努力还原历史真相，为

读者提供广阔的思辨空

间。

诚如评论家孟繁华所

言，王彬彬的杂志专栏“栏

杆拍遍”，以对文史的通识

能力，对材料的考据辨识

功夫，以老辣睿智的独特

笔法和文体形式，令人拍

案称奇。王彬彬的思想、

情怀、认知等，道人所未

道，把栏杆拍遍。他是当今随笔

世界的独特存在与一大景观。

在这部历史人文散文集中，

王彬彬选取名人生平不为人所

重视的小角度，切入近现代史的

大背景，既串联起历史舞台上粉

墨登场的各色人物关系，又呈现

出他们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背后

的时代风云际会。

作家鲁敏认为，王彬彬擅长

以“小切口”呈现“大

历史”。在阅读过程

中，读者可能会轻松

地以为，是在读名人

的闲情逸事甚或边

边角角乃至街巷八

卦，但很快就会发现，

对于历史来说，这些

细节可不是小事，很

可能正是这些小事

引发了历史的变迁。

《费城的钟声》从新的角度剖

析历史，带给读者新的思索。古

老的钟声响彻大地，历史的步伐

从未停歇，犹如“之乎者也”终将

被“白话连篇”打败，这正是历史

和人民做出的抉择。

（水上书）

“文案之难”正如张爱玲所

说“又要做戏，又要做人”，必须

在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日

前，一部专门探讨图书文案撰写

的作品《文案三章——图书编辑

业务手册》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作者于幽默趣谈中，总结从业多

年来的文案经验，为广大文字工

作者详解“文案三章”，提出“文

案工作八项原则”，剖析探讨具

体文案事例，带领读者体验文案

工作的酸甜苦辣。

该书作者黄集伟，系资深出

版人、文字工作者、语词收藏家，

做过教师、记者、编辑，为多家媒体撰写语文专栏，在业内享

有盛誉。黄集伟曾有“阅读笔记”系列、“语词笔记”系列等作

品出版，以独特风格受到读者关注。在结束记者工作前，黄

集伟曾编著《孤岛访谈录》。这一次，黄集伟则以写作《文案

三章》作为个人出版工作的“结束语”。

《文案三章》分为“原则”“讨论”“体验”三个部分，“讨论”

中的“问题”，大部分是出版社同行日常要面对的问题。“原

则”“体验”中的126则“成品文案”，来自1973年至2016年间

的出版物。通过该书，作者与读者磋商文案写作之道，研判

文案写作方略，分享文案写作心得。

在信息社会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文案包围，却常常浑

然不觉，这或许正是那些精彩文案的高妙所在。譬如，早上

起床，“健身达人”多半会先称体重：“喝杯水都可感知的精

准”——小米体重秤文案令人会心一笑；打车上班，“打开车

门，就是家门”——约车App文案令人如释重负；开车上班，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MINI汽车文案令人魂系

远方；收工下班，“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只有音乐和巧克力

不受语言的限制”——日本乐口巧克力糖文案使人心头一

软。

在当今社会，文案与职场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好文案

就像编写者的名片，清晰比花哨重要。“吹毛求疵”已经成为

文案编写者的“第一美德”。如果说好奇心是人生动力的灵

魂，那么，制造好奇心则是文案的“灵魂”。虽然编写文案不

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二者的孤独感却一模一样。文案

工作者的酸甜苦辣，非个中人难以体会。

《文案三章》对出版从业者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对广大文

字工作者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该

书出版后，受到图书出版界相关人

士的关注与好评。《读库》主编张立

宪认为，《文案三章》专门针对图书

编辑工作展开论述，可以说是非常

“及时”与“对症”。出版人杨葵认

为，《文案三章》所总结的“文案写

作之道”，颇有洞见，很见功力。“中

国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等奖

项获得者、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朱

赢椿则直接将《文案三章》称为“编

辑案头必备书”。 （黄成）

《夏天还很远》：
柏桦抒情诗集

《文案三章》：
图书编辑业务手册

《费城的钟声》：小角度呈现大历史

本报讯 8月7日下午，蚶江

镇东垵村一处废弃石窟旁，8辆运

土车来来回回地运载土方，而推

土机忙于将土方推进石窟内。这

就是该村正在实施的废弃石窟土

方回填工程，而填补这一大“窟

窿”预计需要2个多月，需土方约

5万立方米。

今年来，东垵村把清理整治

废弃石窟、消除藏在村民群众身

边的隐患，作为一项为民办实事

项目来抓。5月中旬，在村党支

部、村委会、老年协会的合力推动

下，东垵村启动了这项废弃石窟

治理项目，以进一步改善环境，加

快东垵“美丽乡村”建设步伐。项

目启动后，该村组织专业人员对

这一废弃石窟进行污水抽排、清

淤、杂物清理等前期工作。

记者了解到，继完成前期清

理工作后，本月初，该村废弃石窟

治理项目开始转入土方回填阶

段。据介绍，要将这一废弃石窟

填平，预计需回填土方量约5万

立方米，整体回填工程的施工期

将达2个多月。该工程将全面消

除废弃石窟安全隐患，恢复石窟

周边生态，大大改善村容村貌。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实习

生 蔡霖森）

东垵村生态保护下大功夫

5万立方米土方回填石窟

本报讯 宝盖镇后垵村村民用
行动支持“拆危建公用项目”模

式。这不，位于宝盖镇后垵村旧村

委会办公楼旁的2宗危房于近日

相继拆除，而腾出的空间将用于村

落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近年来，后垵村大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村落相继实施了健

身场所、篮球场、村道等多个建设

项目，村容村貌发生很大的变

化。其中，部分场所的建设就来

自于拆危房腾出的空间。后垵村

是全镇较早推行“拆危建公用项

目”模式的村落。而今，在镇村两

级的大力倡导下，又有一些村民

决定拆除危房，支持村落公共配

套项目建设，这不，位于旧村委会

办公楼附近的2宗危房相继拆

除了。据介绍，该村将结合全村

建设需要，做好规划设计，2宗危

房所腾出的空间将用于绿化、建

设停车场或休闲健身场所等。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吴

金情 文/图）

后垵2宗危房
为村落配套腾空间

本报讯 8月5日上午，永宁镇召开2020年上半

年度驻村干部座谈会。镇党委主要领导与市县两

级驻村第一书记参加座谈。

会上，9名驻村第一书记围绕疫情防控、家园清

洁、乡村振兴等工作逐一进行发言。永宁镇组织委

员代表镇党委对9名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进行逐一

点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永宁镇主

要领导希望，各位驻村第一书记要找准定位，为所

驻村实现强基促稳、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要积极作

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镇党委的决策部署，推动所

驻村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列，尤其是立足村情，围

绕“三清四美”和“一村一农庄”建设，敢想、敢干、敢

成。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陈宗钰）

本报讯 8月7日，凤里街道召开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工作推进会，街道相关领导、凤里派出所分管

领导、下片民警、各社区主干及经办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通报了前阶段街道人普工作开展情况，就

近期户籍整顿及下阶段人普重点工作做部署。会

议强调，要提高认识，扎实推进人口普查前期工作

开展，抓好户籍整顿、建筑物标绘、普查小区划分及

“两员”选聘、培训等基础工作，并统筹抓好人口普

查与疫情防控工作相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各

社区在开展人口普查入户登记时要做好必要的防

护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同时加强人口普查宣传工

作，继续利用社区、沿街店铺LED、社区宣传栏、广

播、公微以及入户等形式全方位开展人普宣传工

作，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8月5日，湖滨街道人口健康助理员培训
会议在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街道各社区被

聘用为人口健康助理员的28名计生社保协管员、8家

社区服务站与签约个体诊所负责人等参加培训。

据了解，为了提高人口健康助理员协助开展卫

生健康服务的能力，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推进湖滨街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

湖滨街道特地组织此次培训会议。培训会上，湖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各项目负责人就

老年人健康管理、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家庭医生签

约业务、慢性病的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理规范等相关项目开展业务培训，并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解读。 （记者 黄翠林）

本报讯 8月6日下午，一场集

健身、公益、环保于一身的“捡跑”

活动在石狮鸳鸯池公园举行。凤

里街道华南社区与共建单位国网

石狮市供电公司联合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之“垃圾不落地 石狮更

美丽”文明“捡跑”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两家共建单位的党

员、职工和志愿者们各自手拿垃

圾袋，沿着公园的步道或慢跑或

行走，对公园内及周边的垃圾进

行拾捡、分类。顶着炎炎烈日，他

们认真检查着每一个角落，将沿

途的塑料瓶、纸屑、烟头、果壳、包

装盒等垃圾逐一拾入垃圾袋中。

通过此次“捡跑”活动，大家用实

际行动宣传提倡环保理念，更有

效地传递文明新风，营造了人人

保护环境，人人参与环境整治的

良好氛围，助力创城、创卫工作。

（记者 陈嫣兰）

凤里召开
人口普查工作推进会

湖滨组织
人口健康助理员培训

永宁召开
驻村干部座谈会

“捡跑”
华南这场活动很新颖

乡村振兴在行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东垵村废弃石窟回填土方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