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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族长的秋天》是已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
义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授权翻译成中文的第八部小
说。如果说《百年孤独》开始让世人知道魔幻现实主义，《族
长的秋天》则让世人知道魔幻现实主义的所有味道和所有
的美。作者本人对这部作品也颇为偏爱，他曾说：“有一天，
当没有人记得《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是一个人还是一
条街的时候，《族长的秋天》将使我免于被遗忘。”

《族长的秋天》运用斑斓万千的意象、光怪陆离的情节、
排山倒海的句式，讲述了一个独裁者无所不能却孤独落寞
的一生。小说中的族长对权力的迷恋如痴如狂，他用一己
之力绝对统治着一个王国，在这里他是绝对的主宰。他的
权力如此大，他只要问一声现在几点钟了，人们便回答说

“您吩咐说几点就几点，我的将军！”他随意地在自己的王国
颠倒白天黑夜，随意确定节日。他所下达的一切命令都必
须严格执行。他不相信任何人，他坐在权力金字塔高高的
顶端，让下面的人相互厮杀，任何亲近的人后来都会被他杀
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族长，在岁月中享尽荣光，却无法
改变“没有能力去爱”的命运，于是他一边用权力的罪恶补
偿这无耻的命运，一边在只有母牛的宫殿里沦为自己孤独
的祭品。

这部小说不仅将魔幻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还展现了
作者在诗歌和音乐方面的艺术素养，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
是马尔克斯文学成就最高的杰作。那淋漓尽致富有节奏的
音乐性的语言，令人着迷，在一气呵成的段落中，在那没有

任何停顿的独白中，阅读者仿佛踏着节拍跳跃前进。那些
顶天立地的长句，铺陈出排山倒海的豪迈，渲染出滚滚如长
江黄河的气势。《族长的秋天》的华美不仅在气派，更为出彩
的是山川、星辰、游鱼、飞花均可入戏，笔可驱尘埃、枯木，金
银铜铁也摇曳生姿，格局之大可以让世间万物在文字间沸
腾！

作者在小说中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告白，融入了他对孤
独的感受：族长的孤独，正是在名望光环下马尔克斯孤独内
心的写照。我们随处可见细致而富有层次的风景描写、心
理感受。“另一个他”临死之际“可以从受尽屈辱的无底深渊
之中拉出一条关于古老回忆的无尽念珠。”即使在现实看来
最具革命性的时刻，也是一种色彩、有触感的描述。“无数五
颜六色、橙子般巨大的彩球的爆炸在天空飞翔，忽然一下子
悄无声息的爆裂，千千万万写着‘处死暴君！’的小纸片如秋
日落叶般纷纷飘洒。”诸如此类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
无可比拟的魔幻现实和孤独的无处不在。

每次读马尔克斯都是一次奇异的旅行，读《族长的秋
天》更像一次奇异的孤独之旅。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孤
独”似乎已经成为生活的标签，我们应该懂得解读孤独，直
面孤独，与孤独为伴不忧不惧地一路前行。

重读经典 ——

直面孤独，不忧不惧
——读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

于国源

那天我去图书馆查阅资
料，遇到一个正在看书的人。
这个看书的人引起了我极大的
好奇。他身穿一件黄大衣，头
发凌乱，脸色黝黑，一点儿也
不像“知识分子”的样子。他
手上戴着白线手套，极小心地
翻着书页，神情庄重而严肃。

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他
看了看我，笑笑，往里挪了挪
身子。我小声问他：“您看书
为什么要戴手套呢？”他憨厚
地笑笑，说他手脏，怕把书弄
脏。把书弄脏了，别人就不乐
意看了。原来，他是农民工，
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今天休
息。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看书，
常到村里一个当老师的人家借
书看。有次没注意，把书弄脏
了，挨了人家的训斥，说他不
尊重书，再也不愿意借书给他
看了。打那以后，他就专门买
了一副白线手套，在看书的时
候戴上。他说人确实应该尊重
书。

望着他，我的心里油然升
起一股敬佩之情。

想起乡下老家一位爱看书
的邻居。她是一个地道的农
妇，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
她家那个大大的书柜让我不禁
咂舌，里面码放着各类书籍。她说白天穿梭于田间地
头，晚上吃过晚饭，她不喜欢去串门唠嗑，就在家看
看书，既放松了身心，又长了知识。

此后每次回老家，我便不带书，去她家蹭书看。
她下地干活，我便坐在她家的院子里看书。天空静
蓝，阳光温暖，没有市声的喧哗，偶有几只鸟儿丢下
几声婉转的歌声，再就是公鸡打鸣母鸡咯嗒。身处如
此素净的环境，读着素净的文字，有别样的诗意和韵
味。

她下地归来，放下农具，和我打过招呼，便仔细
地洗起手来。她说：“古人读书前都净手洁案、焚香礼
拜等，咱虽不用那么复杂，但手还是必须洗干净的，
这是一种尊重。”

读书是自己与作者的一种交流，带着一颗尊重之
心去读，才能使这种交流擦出火花。作者把自己的观
点、看法、体验等写在书本上，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
启发；如果不认同他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
观点，那我们的收获就更大了。认同也好，反对也
好，得益的都是读者自己。

带着尊重之心手捧一卷书，去思索、去眺望，让
心灵充满阳光，世界也会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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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为展示中国科技的辉煌成就，总结其历史经验，
指导未来科技工作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黄庆桥所著的《科技成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年 8月出版），通过准确翔实的史料披露，以及对一代
代科技工作者忠贞报国的书写，生动谱写出中国科技的崭
新篇章。

全书分“自力更生：国家安全需要驱动科技自立”“独立
自主：中国科学家的创造性贡献”“科教兴国：科技面向经济
建设主战场”“自主创新：抢占世界科技前沿阵地”“创新驱
动：新时代科技强国战略实践”等五个章节，紧密结合当时
的国际、国内形势，详细分析了中国科技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的发展脉胳。并以典型故事加典型人物的叙事方式，高
度还原每一重要历史节点，中国科技不辱使命，一路高歌猛
就的“排头兵”形象。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可谓在一路曲折中昂扬向前。先
后经历了从国防驱动向经济驱动的转变、从学习苏联向学
习欧美日的转变、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建国伊
始，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冷战思维主导世界格局发
展，我国面临着严重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在这种时代背景
下，新中国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发展。因
此，发展国防科技，确保主权独立自主，便成为首要战略目
标。在此语境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工作，中国科学院
甫一成立，就吸引了众多海外科学家们，回国投身到国防科
技工作当中。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他们不
忘初心，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瞩托，顽强地奋战在国防一
线。没有现成经验，他们就边摸索，边积累。实验设备和设
计图纸匮乏，他们就集思广益，发挥各学科协同优势，边学
边改，边造边完善。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科技工作者焕发
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充分发扬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先后取得了原子弹、氢弹、“东方红
一号”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的突破，为振奋我们的民族精
神，为奠定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论断的推出，彻底打破了对科技事业和科技人员的
各种束缚，也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从科学技术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到科技兴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一代代科
技工作者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交流中，努力追踪
世界前沿科技，怀揣炽烈的家国情怀，适时向中央提出了旨
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863计划”和“973计划”。随着两
个计划的落地实施，中国科技在立足自身求发展的同时，也
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泛汲取中，受益良多，中国科技
的强劲发展势头，格外引人瞩目。

进入新世纪，中国科技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紧跟

世界一流科技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中，不断加
强自主创新力度，科技面貌焕然一新。一些核心要件，国产
品牌正在替代洋品牌；一些领域，中国制造正以“高、精、尖”
的良好形象，撑起了世界制造的半壁江山。中国科技在造
福于国人的同时，也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
程中，在“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中，为世界贡献着更多的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全书本着科学、务实的态度，既聚焦 70多年来中国科
技每一个高光时刻，记录下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科
技工作者赤诚奉献以身报国的感人事例；也客观总结了中
国科技在改革、发展、进步当中所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这
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科技“披荆斩棘克难关，众志成城谋
发展”的精神气象，对于我们凝神聚力搞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提供了鲜活的精神坐标。

历史不会忘记，科技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中国，并以
其磅礴的推动力，成就了中国科技蒸蒸日上的新局面。相
信不远的将来，中国科技这匹腾飞的“骏马”，在世界科技的
康庄大道上，必将跑得更快更欢，给国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让世界刮目相看！

开卷有得 ——

看科技如何成就中国
刘小兵

展现季羡林治学精神与人
生哲学的《读书与做人》（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9月出
版），荟萃了先生有关读书、
修身、处世方面的六十多篇文
章，以平实深厚的意蕴，热诚
开朗的说辞，阐明了他对于读
书与做人的深刻见地。

学贯中西的季羡林，对读
书与不读书的区别，看得比一
般人都真切。在他看来，天下
第一好事，就在于读书。它就
像人每天都需要吃饭一样，看
似寻常但又不可或缺。先生认
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
类有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就像
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自从纸
张发明以降，人类的智慧就通
过书本，一代代的传续开来，
季先生因此告诫说：“书是事
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为
此，先生奉劝每一位读书人，
应该抱着开卷有益的宗旨去读
书，不但自己专业的书要读，
专业以外的书，也要随便翻
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
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
变成鼠目寸光的人。”他把读
书与一个人的识见，甚至前途
命运都联系起来看，足见他对
读书是何等的看重。文中，季
先生希望大家不论从事什么样
的工作，都应该多看看古今中
外的文学作品，这些荟萃了人
类思想智慧的经典之作，不仅
能增长人们的知识，开阔人们
的眼界，给人以美的享受，而
且，潜移默化中还能陶冶人的
性情，让人受益匪浅。

季先生谈读书，视域雄阔
立意高远。他认为，真正的读
书，“读”是基础，是汲取的
过程。而“书”既可以理解为
传统的书本，亦包含有感而发
后的著述活动，也就是“写”

的过程。这对于人类知识的传播，尤显其重要。“读”，前
面季老已谈了很多，那么，如何把握“书（写）”的原则
呢？季老提出了“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的观点。他结
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治学经验，指出：“新意”一方面来
源于人们的灵感，二则来源于对前人知识的继承。而灵感
也不是时时处处都有，它是厚积薄发的产物，因此，季老
归结说，只有认真处理好了“读”的问题，又扎扎实实解
决好了“书 （写） ”上的疑难，读书中才会频频产生新
意。总之，读的顺畅，书（写）的流利，才算是颇得要义
的一种读书。

书中，对于做人，季老首先阐释了“不完满才是人
生”的道理。他说，“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
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人生就像接力赛，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任务，整个社会就在这种接力中，一天天得到发展
与进步。季先生从优胜劣汰的角度得出结论，人生的意
义，就在于承续这种希望，并将这份理想化为具体的实际
行动。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这对于如何处世做人就有了
方向和定义，季老在书中奉上了两字箴言，既“真”与

“忍”。细言之，就是对一切善良的人，以真情实意相待，
并相互以容忍之心坦然相处。

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往来交集，总难免会产生一些
“疙瘩”。对于这种是是非非，季老提倡“糊涂一点”。当
然，这种糊涂，不是一味地放弃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标准，
更不是有意模糊正义与邪恶的边界，而是在遵守道德和良
知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与自己、与他人、与整个世界，在
求同存异中都能够和谐相处。为此，季老从人生修为的角
度，强调要加强个人的品德修养，力求做到“淡泊以明
志，宁静以致远。”至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季老更是从
社会学的角度，阐明了他的观点。那便是，时代越是向前
发展，越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本真，恪守“天人合一”的理
念，切实尊重大自然。万物有灵，自然生长，这个世界才
会处处充满生机，人类社会才能在和谐共生中，不断走向
文明昌盛的广阔天地。

关于读书与做人，季老说理透彻又通俗易懂，充分展
现出大师的文化境界。他揭示了学与做之间既相互转换、
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读书与做人，是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
话题，也是人生当中必经的一个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也许，季老的解读并不是唯一的答案，但他为我们如
何处理好这人生当中的重大命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和思路。如此，理清了二者之间的主次，毋庸讳言，这对
于我们正确地读书与做人，都将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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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长廊里，围绕着名著及其背后
的故事，总是那么撩人心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如何正确看待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典？当
代著名作家王族的《名著小史：16 部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以16部古代经典
为样本，从经典产生的过程，存世的巨大价值，名家坎坷的
人生命运以及他们不懈的心灵追求等方面，展开历史与文
学的双重剖解，为当代语境下，全方位了解这些名家和名
著的精神气象，提供了新的视域。

这些名著，既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类耳熟
能详的文学作品，也有《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历史专
著，同时亦不乏《孙子兵法》《文心雕龙》《西厢记》《本草纲
目》等涵盖军事、文艺理论、戏剧、医药等方面的典藏之
作。王族从时代的造就和个人的禀赋方面，就每一部宏篇
大作的创作缘起、艰难的写作过程、作品对当世和后世所
产生的深刻影响，都予以了细致入微的解读。读者除了可
以获知历朝历代对这些名著的总体评价外，还可以从王族
披露的诸多创作花絮里，增强对这些名家和名著情感上的
认同。

书中，王族以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角度，在对每部巨
著进行提纲挈领的导读后，并不对每个要题展开艰深的探
讨和研读，而是很快将视角切入到“书与人”的紧密关联
上。随着他的这种阐释，读者不但能辨识到每部巨著深远
的人文意义，还能循着每部巨著的现实脉络，管中窥豹地
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等方面，有一个
条分缕析的清晰定位。而这其中，名著的生成历史，名家
的个人命运，整个社会的家国前途，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
点。王族通过对这16部鸿篇巨制的个性化评介，回应了我
们的这种关切，较好地做到了史学性和文学性兼备，史学

观和文学观相融的著述特点。
秉持着这种观点，王族的这场讲解，在大的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的讲述中，做到了举重若轻。在名家和名著的
逐场分析中，做到了左右逢源切换自如。他的文化布道，
既葆有宏阔的历史学观，又不乏精微的文学性铺垫，质朴
而厚重的言说，洋溢着真挚的气场，显得是那么的自信而
稳重。书中，无论是对名著还是名家的评析，在历史和文
学的维度，他都能拿捏有度，使其评议不枝不蔓，恰如其
分。有时，正面切入不够，他就侧面迂回包抄。比如，对

《牡丹亭》和汤显祖的评价，就是通过广大读者同频共振似
的赏析，从而衬托出作品与作家巨大的精神价值。这种不
拘一格的阐发，新颖中又增强了本书的“厚度”，多样化的
拆解，也让整场阅读受益匪浅，堪称一场愉悦心灵的文化
盛宴。

《名著小史》为我们言明了16部名著产生的历史逻辑，
可以说，每一部浩翰巨著的横空出世，都是时代和历史必
然选择的结果。王族对这些“书史”的叙写，令人难忘；他
对每位名家精神世界的用心刻画，同样令人动容。他说，

“司马迁为坚持正义，声称李陵是假降匈奴，以期日后得到
机会东山再起。”一个秉公直言，心系天下苍生的史官形
象，便巍然耸立在我们面前。他认为，“刘勰是一个聪明，
性格坚韧，意志百折不挠，认准了目标便永远不会放弃的
人。”在写出《文心雕龙》之后，他大胆拦截当时文坛泰斗沈
约的车轿，这种毛遂自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艺术敢于
牺牲一切的大咖风骨。而他笔下的蒲松龄，虽才华横溢，
却一次次败在陈腐的科举制下，好在他一心向学，72岁终
考取岁贡。正是这种弃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才铸就了流芳
百世的《聊斋志异》……纵观王族的这一系列品评，这些名
家们的高尚情操和凛然正气，始终贯穿他们一生，这种超

拔的精神力量，无疑为打造璀璨的中华文化景观，增添了
亮丽的时代注解。

品读中华经典，可以读原著原论，也可以撷取其精华，
从一个个侧面，感受它们的深沉力量。《名著小史》以抛砖
引玉的旨趣，引导大众以多样化的求学路径，感知经典的
魅力，以期我们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践中，去书写
新时代的文化辉煌。

管窥经典 ——

16部经典的前世今生
黄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