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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人间》
贾平凹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推出最新散文集《游
戏人间》，所选篇目均为其对生
活的体察和思索，富含深意又平
淡简洁，不乏对读书、处世的见
解。书中插入了二十余幅贾平凹
的画作，作为对“游戏人间”的再
解释。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余华从 1986 年至今
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珍藏版，是余
华迄今为止较完整的短篇小说
全编，由他亲自编选。包括《鲜血
梅花》《十八岁出门远行》《爱情
故事》《黄昏里的男孩》等 21 篇。

《喂养中国小皇帝》
景军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来自人类学、社会
学、政治经济学、营养学等领域
的儿童饮食调查报告，关注的
是中国独生子女群体的食品
消费、全球化经济影响下的儿
童食品变迁。书的形成源于哈
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琛
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

“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
项目。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英]艾丽斯·麦克法兰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一杯香茗，沁人肺腑，与儒
释道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国的
历史平添氤氲之气。但被人忽略
的是，在国力兴盛时，它是传播
华夏文明的使者，而当国力衰退
时，则成了吸引窃贼、强盗的“祸
水”。面对赤裸裸的利益和帝国
野心，道德永远是第一个被抛弃
的身外物。

《腾讯传》
吴晓波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从 1998 年开始创业到成为
世界级互联网巨头，腾讯以即时
通信工具起步，逐渐进入社交网
络、互动娱乐、网络媒体、电子商
务等领域，在超高速发展的同时
亦饱受争议，在“3Q 大战”的激
烈冲突之后又进一步走向开
放……腾讯的发展路径，亦是中
国互联网企业成长的缩影。

《理想》
[美]安·兰德 著
重庆出版社

女影星凯伊·贡达在涉嫌杀
人后先后投奔六名影迷，他们都
曾热情洋溢地致信贡达，宣称她
是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幻想
逃离现实的丈夫屈从于妻子，将
贡达逐之门外；因贫穷而即将失
去房子的农夫为了赏金，将贡达
出卖给警察；一朝得志的画家拒
绝相信理想真的会走进自己的
生活；受到同行排挤的教士为了
挽回教众，逼迫贡达去上帝面前
忏悔罪行；落魄的富豪贪图美
色；只有无路可走的男孩愿意为
贡达献出生命……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俞敏洪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对于想要尝试创业的年轻
读者来说，这本书并没有一味
教大家改变世界、引领潮流，
而是通过“审视”、“自问”、“谨
慎”、“谦卑”这些词语，反复地
告诫想要走上创业之路的年
轻人，创业并不是一件信手拈
来、水到渠成的事情，付出也未
必总有收获。

□刘咏

1 月 22 日，农历的腊月二
十五，著名的文化学者、红学
家冯其庸先生以 93 岁高龄离
世，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感到
意外、悲痛。

就在 2016 年的最后一天
下午，我带着刚刚印制完成、
飘着墨香的《瓜饭楼手抄〈石
头记〉》，赶到北京通州冯老家
里，这是冯老和我们都一直期
盼的，也是他一生最为珍视的
一件作品，没想到的是，这次
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

那天，冯老刚出院。见到
冯老，我打开木匣，选了带朱
批的一册给他，老人家看到
书突然哽咽了，不断重复着

“感谢”两个字。我的心情顿
时变得沉重起来，跟冯老交
往这么多年，老人家都是精
神矍铄、谈笑风生，几年前

《瓜饭楼丛稿》定稿付印前，
冯老还在青岛饮酒赋诗，也
许这部手抄本承载了他太多
的记忆与情感，也许冯老把这
套书的面世当做一次相隔 50
年的会面……

早在 2009 年的夏天，在外
出差的我接到董事长孟鸣飞
的电话，让我马上赶到北京，
说总署领导要给我们引见冯
其庸先生，冯先生有一套大书
有意让我们出版。我当时很激
动也很忐忑，连夜查阅资料做
功课，但没想到的是，见到冯
老，他和蔼可亲地与我们攀谈
交流了一会儿，就很快答应了
与我们正式签约。

冯老学问博大精深，《瓜
饭楼丛稿》分文集、评批集、辑
校集三大部分，1700 多万字，
内容丰富，体例繁复，且写作
时间跨度长，既有以考论《红
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家世为
重点的文史研究论著、图录，
有大量叙人纪事、抒情感怀的
散文、诗词和随笔类文章，有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稿，又有对

《红楼梦》几种主要版本的精

彩而详赡的重校评批巨著，还
有辑校、考订、笺证其他古籍
的学术成果。此外，由于冯老
历来强调实地考察，重视图像
资料，与文字相得益彰的近两
千张珍贵图片也成为《丛稿》
的一大特色。全书既有简体横
排，也有繁体竖排，随之也必
然带来了全书形式、体例上的
复杂多样性。如何确定编校原
则，使之既遵循学术规范，遵
守相关语文法规，又坚持实事
求是的精神，做到内容与形式
的完美统一，就成为在做书过
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必须考
虑和应对的问题。为了书稿的
排版、校对、核红与付型出胶
片，乃至与工厂协商印制事
宜，我们经常奔走往来于青
岛、北京、上海之间，有时为了
几个字的改动，一次次地查询
落实。

冯老似乎感到了我们的
压力，2010 年，年近 90 高龄的
冯老来到青岛出版社，第一件
事就是要见编辑们，与编辑们
谈治学、谈人生经历，讨论文
集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大
家把编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一与他老人家沟通，大至体
例、结构、版式、封面，细至字
句斟酌、图片增删、标点使用，
冯老都不惮繁难，提出意见。
冯老还把自己的电话告诉每
一位编辑，让他们遇到问题随
时沟通。记得当时每改一遍清

样，我们都先把遇到的疑问集
中起来请教柴剑虹先生，再把
几大箱的清样送到冯老那里，
他会对每一卷的文字进行审
读。记得文集里有两卷是《中
国文学史稿》，原稿是依据冯
老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蜡版
刻印的稿子整理重新排录的，
因字迹不清给校对带来很大
难度，我们校对了几遍，冯老
一直感觉尚欠火候。后来，我
们调整了另一位老编辑对稿
子进行重新编校，冯老看到清
样后高兴地给我电话：你们这
位吴编辑把很多问题看出来
了，很好啊，我到青岛要见见
他。就这样，项目组的编辑们
面对这位博学的长者，没有隔
阂，愉快沟通，在交流中不断
学习、历练、提高。

在编辑冯老文集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冯先生很多著述
是夜以继日写成的，而且有的
是在旅途中构思动笔，他的诗
画创作则是在学术研究的间
隙进行的。冯先生的夫人夏老
师常跟我们说，“老先生是个
闲不住的人，九十多岁了依旧
是天天工作到深夜，天天有干
不完的事”。

冯老做人做事是硬骨头、
真豪情，他治学严谨缜密、文
字慷慨激昂，这铸就了他对真
理的热爱、对艺术美的沉醉。
冯老以其一生的实践再次彰
显了学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真、

善、美价值。冯先生讲：“昔日
之我即今日之我也，昔日之牧
童耕夫，今日之学界野马微
尘，皆一也。”如果没有如此从
容自下、虚怀若谷的情怀、扬
鞭奋蹄的精神，何以成就他今
天学术大家的高远风范？

2015 年 10 月，冯老将他 50
年前的一个庚辰本《石头记》
的抄本郑重交由我们出版，他
老人家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关于这个抄本的故事，并写了
两篇文章交给我，终于明白，
这是冯老一部“压箱底”的作
品，他是要托付给信任的人去
出版。

1966 年“文革”之初，在中
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冯其庸先
生成为首批被批斗对象，他收
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
也被抄走。冯先生担心浩劫中
这个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
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思
前想后，他决定照原样再抄一
部！在那种境况下，这是相当
大胆而又危险的决断。当时只
有晚上才允许冯先生回家。他
想法托好友又秘密借到一套
庚辰本《石头记》，每天深夜等
大家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
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庆幸的
是，从 1967 年 12 月开始抄写，
到 1968 年 6 月抄毕，全书整整
抄了 7 个月。为防再次被抄
家，冯先生将自己的抄本转给
妥实的朋友保管，直到“文革”
结束才完璧取回。

虽然庚辰本《石头记》原
本在“文革”中逃过一劫，未遭
损毁，而冯先生的这个抄本却
依旧有着它特殊的内涵和价
值。一位文史研究学者在那样
险恶的境遇之中，为传承优秀
的文化遗产，置个人安危于不
顾，敢于在深夜秉烛疾书，完
成一部洋洋 80 万字名著的抄
本，这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也
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冯抄本”
承载着一位红学家充溢于字
里行间的爱国情怀与文化担
当。

追忆冯其庸先生【出版手记】

说到日本，很多人第一时
间可能想到的是丰田汽车、松
下电器、索尼集团、东京的摩
天大厦、快速便捷的新干线等
等，似乎这就是日本的全部。
当然，人所共知的是，日本是
亚洲第一个步入发达国家行
列的国家，其现代化程度之深
之广备受瞩目。不过，如果能
稍稍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日
本的现代化之路，其实也无非
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前的日
本，尚属农业国家。在现代化
的过程中，日本从农业国家转
型为工业国家，它到底经历了
什么？又丢失了什么？

日本现代著名民俗学家
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被遗
忘的村落》，是一本深入探访
乡村日本的人类学、民俗学作
品。宫本常一曾担任日本观光
文化研究所所长，自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起，曾长期住在日本
各地的偏僻乡村，和当地居民
一起生活、劳作，体验其日常
生活，用文字记录下一个鲜为
人知的乡村日本，在现代化宏
大叙事遗忘的角落里，自在而
又艰难地存在。

江户时代至作者写作本
书部分章节时期，乡村日本有
着一套属于自己的运行模式，
亲属、性别、村社组织，在该模
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维持着

乡村日本的稳定和团结，比如
村社的“寄合”制度，在讨论事
关全村利益的事务时要求全
部通过，“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再回到自己的小组继续
讨论”。“这样的会议要召开两
天，不分昼夜”，直至全部通过，
这对早习惯“少数服从多数”、
效率优先的现代人士，毋宁是
一个思想上的冲击。

深入村社的具体家庭内
部，可以发现，在长幼关系上，
乡村日本不像城市日本，老者
和年轻人之间很多时候并不
处于对立的状态。特定情形
下，“通情达理的老年女性的
想法和看法就成为年轻女性
的人生指标和精神依靠”。有
些从一线退下来、不再承担社
会责任的老人还会“从人性的
高度”调解日常纷争。在两性
关系上，乡村日本中的男性和
女性没有城市日本那般严苛，
男女共同劳动，插科打诨，“一
起唱歌跳舞，不问是否夜深”，
关系自然。在特定的日子，男
女还会唱互表爱慕的民谣。性
关系上，年轻男女之间比较随
便，偷盗形式的性爱，“在婚后
相当长的时间还未能了断”，
但却丝毫不被视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

乡村日本最让人难忘的，
恐怕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他们职业不一，有的是普通的
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
常还得面对干旱、洪涝带来的
生存危机；有的则是演戏团体
的成员，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
个村庄，为不安定的生活前后
奔忙；还有的是在海上漂泊、
在山间游荡的人，在幸与不幸
之间挣扎谋生；另外还有识文
断字且将一生奉献给乡村发
展的“先知”、公仆，生活却穷困
潦倒。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
乡村日本让人倍感亲切温暖。

后记中，宫本先生写道，“即
使同一个时代，很多事情也因地
而异，这不是可以用先进和后进
这样的形式简单地一刀切的，而
且我们往往瞧不起旧时代的世
界以及生活在比自己下层的社
会里的人们，想怀有一种悲痛
感，但难道不应该设身处地地为
他们本人着想吗？”站在局内人
的视角看问题、办事情，这句话
说来容易做到难。在现代都市中
居住良久的人，看待乡村的眼
睛，多少都带有猎奇色彩。殊不
知，那些被遗忘、正在消失中的
人、事、物，并非现代化进行曲中
必不可少的调子，而是不可挽回
的人类生活方式可能性和丰富
性的消散。在这个意义上，宫本
常一先生的《田野调查：被遗忘
的村落》，毋宁是一曲乡村日本
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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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被遗忘的

村落》
[日]宫本常一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冯其庸学术经典

《瓜饭楼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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