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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书坊

文／顾文豪

“当一个艺术家谈起另
一个艺术家，他谈的其实始
终是自己（间接地或拐弯抹
角地），他的判准也在此表现
出来。”米兰·昆德拉论析画
家培根的这段文字，其实很
适合移来形容他的新书《相
遇》——— 他不断地在其中“谈

起另一个艺术家”，而“谈的
其实始终是自己”，时而直
接，时而又“间接地、拐弯抹
角地”，但始终清晰无疑、毫
无游移的则是他独到的美学
“判准”。

《相遇》不急切去追问什
么、打破什么、推倒什么，这
里有的是一份美学上的“私
人名单”，从拉伯雷、陀思妥
耶夫斯基、培根到勋伯格、费
里尼、米沃什等等。是的，八
十岁的昆德拉已经不需要再
击倒谁了，他已经活到了有
能力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相
遇相处的时候，即便只是在
文学中。
“和我的思考以及回忆

相遇；和我的旧主题（存在的
和美学的）还有我的旧爱（拉
伯雷、杨纳切克、费里尼、富
恩特斯……）相遇”，这段封
扉上的话，精准点明了本书
的主题——— 和喜爱的人相
遇，和喜爱的主题与美学相
遇。同时这两者自有不可裁
割的关涉——— 前者作为后者

的个案与说明，后者作为前
者的背景与依凭。书中一篇
为纪念电影诞生百年而写的
文字，实在精辟醒豁。在昆德
拉看来，1895年发明的“电
影”并非是天生自然的“艺
术”，毋宁说这是一种“让人
得以捕捉、呈现视觉影像，并
且保存、做成档案的技术”。
这种新的技术深刻持久地改
变了这个世界，并直接导致
了两种结果，第一，让人变笨
的主要行动者，第二，全球性
的偷窥行为的行动者。电影，
从此也分道扬镳，一种是“作
为艺术的影片”，另一种是
“作为技术的影片”，且前者
的重要性远低于后者。

这种“相遇”不会止步于
旧爱和美学上的“相遇”，它
的第二层意义在于这些旧
人、旧主题引领昆德拉从“他
乡”找到“本乡”，一种身份意
义上的“相遇”。书中有整整
一个主题是关于他乡与乡愁
的。作为不得已出国的带根
的流亡者，昆德拉需要在作

品中一次次浇灌、夯实自己
的“根”，需要选择与他有美
学共鸣的一个个艺术知己
“相遇”来加固他的“根”。不
过首先必须提请各位注意
这一主题中的首篇文字，
《解放的流亡》。昆德拉到底
是昆德拉，他不会将“流亡”
这一严肃深刻的主题滥情
化、通俗化，关于这点我们
实在看得太多了。他明确指
出，“同情的敏感给流亡的
问题罩上了催人热泪的道
学浓雾，也遮蔽了流亡生活
的具体特质”，但其实“流亡”
未尝不是“一次解放的开
始”，拥有好几个国家的生活
经历对艺术家而言有巨大的
裨益。而一个艺术家或能摆
脱政治上的权力限制，不过
千辛万苦获取来的自由很
有可能马上被自己毁弃，被
自己那种“人们对于国家的
责 任 感 ”的 陈 腐 观 念 毁
弃——— 我们只是“反刍着人
权的刻板印象，同时持续地
将个人视为国家的财产”。

文／陈政

言为心声。镜子造出来
是照自己用的。高伟用她书
写的《她传奇》，为自己制造
了十四面镜子，原来是用来
照别人的，虽然她试图不断

地转动着调整方位去照亮她
的叙述对象，没承想更多地
还是照出了自己，照出了她
对她的叙述对象的所思所想
所悟，以及在这种体验过程
中对自己的确认与超越，当
然包括她对自身角色的解读
与寻找。

已经完全告别了传统的
叙事方式，也已经完全迥别
于男性的语言逻辑。不是传
记，不是解读，也不是报告，
更不是故事，而是用一个女
性的心灵去体悟，用一个中
年女性个人经验去触摸的一
部思想笔记。更重视对自然
的、生命的、两性的关注，其
中有对细微与伟大的体察，
对琐碎与简约的判断，对平
淡与激情的分析。女人欣赏
女人，女人书写女人。把男人
放在客体的位置，且根据自
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指点评
判。不管怎么说都是时代的

进步，也帮许多憋闷了许久
的同类狠狠地出了一口才情
的恶气。

这是一次美丽与哀愁的
灵性传递。

音乐家常说，灵魂在上，
技巧在下。而高伟的叙述则
是灵魂在上，叙事方式也在
上。因为在这里，形式与内容
得到了较为完美的契合，得
到了几乎和谐的共振。

相对男性，女性有着独
特的孕育生命的体验，有将
爱视为第一生命的天然禀
赋，有更加敏感和多情的第
六感觉。面对恐惧，人类都要
躲避。男人躲到美酒中，女人
躲到爱情里。如果是讲述十
四个男人的故事，我相信，
“爱情”或“性”这两个词，仅
仅是鸡精一类的调味品。偏
偏这是讲述十四个女人的故
事，于是“爱情”或“性”就成
为了盐。

一个女人既然拥有女人
的血肉之躯，还会有自己的
情色特征。女人给了女人一
双女人的眼睛。女性视觉更
注重的是体验。高伟这样的
女诗人注重的是自身的切肤
体验，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理
体验。我还以为，想象性心理
体验是她的叙述强项。“面对
梦露，男人们觉得她身上既
有天使的味道，又有荡妇的
味道。男人们觉得这种味道
好极了。而天下的女人没有
不愿意让自己长成梦露那种
模样的，对于精神上有着严
格追求的女人也愿意。当然
了，这样的女人同时还愿意
保留自己精神上的质量。”

才女是用来发挥自己天
才的女人。高伟这样说。其实
她自身的“与众不同”，也是
自个儿不小心发出的声音。
是优雅，是诗韵，是灵性，是
气质，是智情，是才艺。

偏偏这是讲述十四个女人的故事，于是“爱情”或“性”就成为了盐

美丽与哀愁的灵性传递

和喜爱的人相遇，和喜爱的主题与美学相遇

昆德拉的私人美学名单 让历史照进现实

在当下的知识分子中，雷颐
无疑是属于那种在专业上有所
建树、在现实关怀上又抱有浓厚
热情的学者。这本新随笔集取名
《历史：何以至此》，书名很好地
传达了作者一如既往的关注现
实、有所为而发的特点。将历史
作为现实的参考，但不是简单化
的影射，在这一点上，雷颐无疑
是有相当自觉，也做得相当好
的。这本随笔集内容上以作者擅
长的晚清史、现当代史为主，分
为四辑，但综观全书，我们完全
可以说，作者实际探讨的是同一
个主题：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政府
改革的努力与期望落空？又是什
么样的力量使激进革命像轮回
一般在中国历史上反复演出？

让每一天都快乐

“快乐人生”系列丛书强调
快乐的信念与生活方式对人生
所产生的积极引导作用，书中不
但采用大量鲜活的实例来证明
乐观向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利用
作者手绘的大量生动插图来衬
托。《快乐随心》告诉我们，要听
从内心的声音，让每一天都快
乐起来。《快乐在当下》强调我
们要无时无刻地体验快乐的真
谛，把握当下是最重要的事情。
《快乐少年人》中，作者站在青
少年的角度来启发他们更加乐
观地面对生活和学业上的挫
折，这将给他们带来更丰富的
生活和更成功的人生。《困难中
的快乐》则以大量鲜活的事例
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
难也不要丧失生存的勇气和面
对未来的决心。

人类丛林中的动物思考

《几声猿》的两位作者都是
媒体工作者，一位是摄影师，一
位是记者。他们年轻、敏锐、幽
默，用漫画和动物寓言故事的形
式表现人类的思考。书中讲述了
许许多多人类的故事，但故事的
主角却是各种各样的动物。为什
么用动物来讲述呢？因为动物代
表着人类最鲜活生动的欲望与
渴求，代表着面具背后那个柔软
敏感而又张牙舞爪的部分，那个
未被规矩框住的小活物——— 也
就是弗洛伊德的“本我”与“自
我”。这些发生在人类丛林中的
动物思考，有异趣，有力量，少许
成熟，引得人们忧伤。

左脑爱孩子，右脑管孩子

在写过很多时尚和女性话
题的图书之后，前不久，金韵蓉
推出新著《爱在左，管教在右》，
人们这才惊觉，原来金韵蓉最早
的专业，既不是美容，也不是芳
香疗法，而是青少年心理卫生和
行为治疗。本书延续了金韵蓉以
往细腻、感性的文风，从专业的
心理学角度，解析孩子的心理，
诠释有效的教子方法。本书涵盖
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碰到的普遍
问题及解决方案，还穿插了有趣
的能量色彩学和芳香疗法。

国医大师如何养生治病

《大国医》辑录了30位国医
大师的医学秘术，将他们的保健
经验按最常见的养生专题融汇，
形成完整体系。

本书分为“防病”与“治病”
两大体系。前六章分别从饮食、
锻炼、心养、生活、经络等角度讲
防病，主要讲述大师们的日常保
健方法及经验，如朱良春教授常
喝的“长寿粥”，邓铁涛教授常练
的“八段锦”，李济仁教授常饮的
“保健药茶”，王绵之教授常用的
“打坐养心法”，何任教授提倡的
“中年进补”等。后十章则主要讲
述大师们对各类疾病的诊疗经
验，其中既有国医大师自拟的验
方，也有许多古方今用经验以及
针灸大师的穴位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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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采夫

四十三年前，一个叫切·
格瓦拉的战士，被当时的帝
国主义者枪杀在热带丛林
里。然而，他的灵魂却得到宗
教般的祭奠，被一切怀揣着
纯真理想的青年奉为偶像。

他成为一个介于神话和童话
之间的英雄，他甚至被奇妙
地艺术化，成为20世纪象征
着某种纯粹力量的波普符
号，一个性感的圣徒。

想用一个词形容切·格
瓦拉是最困难的，这个遥远
的阿根廷人，是一个传奇人
物，一个革命者，一个先锋
派年轻人，一个终生把革命
或者生活当成艺术的人。

已经化为传奇的格瓦
拉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对他
被这个庸俗的世界所时尚
化、娱乐化、先锋化甚至小
资化，一直持鄙夷态度，对
手边的这本《切·格瓦拉画
传》也一直心怀警惕。令我
意外的是，虽然此书不可避
免地成为神话合唱中的一
个音节，一个时尚英雄格瓦
拉的精装写真集，但书的文
字仍然具有相当的深度，对
格瓦拉努力保持着理性态
度，对格瓦拉被异化、被商

品化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书
的开头有一张两岁的格瓦
拉光着脚丫的图片，图说
是：这样一双脚丫，被许多
历史传记发现了，它被认为
是英雄所谓长征的起步。书
中的另一幅图片是青年格
瓦拉躺在一个法式阳台上，
托着后脑正在思考的样子，
图说显出了它与偶像保持
距离的批判精神，“很显然
这位青年的表情是摆拍出
来的。那时候的格瓦拉已经
学会作秀，在镜头前已能够
找到合适的表情”。

翻完最后一页，我庆幸
自己违背先入为主的偏见
读完了画传，它让我发现了
我所不知道的格瓦拉。之
前，在我心里，格瓦拉一直
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真实的
格瓦拉，是伤感的堂吉诃
德，另一个是被异化的格瓦
拉，是叼着万宝路香烟的牛
仔。前一个是情愿牺牲自

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
世界无法实现的理想；另一
个是被生产商、被大众、被
媒体按照自己的兴趣所塑
造的时尚生活标签。现在我
知道了，格瓦拉对时尚有着
致命的喜爱，对作秀和镜头
有着强烈的敏感度，而浪漫
和诗意的生活，更是他一生
永远的追求。他的绝不可能
重来一次的古巴革命（那么
富有戏剧性）、他的游击战、
他的刚果革命和拉美革命，
本身就是一出浪漫而虚幻
的戏剧。而当他见到毛泽东
时，竟然像歌迷见到心仪已
久的偶像一样，紧张得说不
出话来，而毛泽东说的第一
句话是，“切，你好年轻哟”。
这样的格瓦拉，是真实的格
瓦拉，只有这样的他，才能
这样描述伟大的古巴革命：
“这次革命是第一部纯真的
即兴创作，是宇宙中组织得
最完美的一场混战。”

浪漫和诗意的生活，更是格瓦拉一生永远的追求

切·格瓦拉：理想主义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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