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与去年英
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
潘从全球史视角解读丝
绸之路的作品同题，美国
历史学者米华健在 2013
年出版的《丝绸之路》在
期待中被译介入中国。
作为清代新疆史领域的
代表人物，米华健对中央
欧亚历史、游牧农耕等领
域有坚实的研究积累，因
此既能驾驭这样一个贯
穿古今、横跨地中海到东
亚的宏大话题，又能对丝
绸之路上货物、思想、艺术和人群本身的交换与流动做
出翔实描述。米华健也在分析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
了对“丝绸之路”的新定义：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
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
品和思想的交流，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
到现代。

作者：（美）米华健
译者：马睿
版本：译林出版社

《丝绸之路》

一个作家的文学担当：

“对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
关系正面强攻”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周梅森从新历史小说转到
了新政治小说。无论是早期创作新的历史小说，还是转
型创作新的政治小说，周梅森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政治情
怀、现实情怀、人民情怀，呈现出壮士长歌入汉关的豪
气、直面当下不隐恶的勇气、纵横捭阖写历史的大气。
如今，他又以蓄八年之功，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
定力，精心打磨、六易其稿最终完成《人民的名义》。而
且通过非常详尽真实的方式，完成了一部非常复杂的社
会生活素描式的作品，这种高度关注现实的文学风格，
也得到评论家的认同。

反腐故事并不少见。周梅森的作品特别在哪呢？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周梅森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入
手，真正认识到了今天我们党反腐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整个官场政治生态的问题在哪里。周梅森有清醒的政
治意识，当然这种政治意识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文情
怀，一种从文人的视角建立起来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
与政治家的政治理想有重叠之处，但又提供了一些更新
的政治视角，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作家对今天反腐斗争的
一种深刻认识。”

在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韩松林看来，周梅森是一
位极富个性、极有担当的作家，有与生俱来的大风起兮云
飞扬的豪情，也有渗入骨血的对底层民生切肤的同情与
关爱。他以良知和责任、以文学之笔反映现实，表现了高
度的敏锐性、尖锐性和深刻性以及侠义豪情，每一部作品
都能给人不同的震撼和启迪。“正义之光是周梅森作品中
的主旋律，尽管生活让人忧伤，但他总是能在他的作品当
中给人希望和力量。周梅森是力量和智慧兼具的作家，
他用正面强攻的方式来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面对生死交缠的社会矛盾，寻找文学表达的出路。这种
强攻是需要力量的，寻找出路是需要智慧的。面对生活
背后的恶，能及时曝光阳光下的
暗疮，需要的就是作家的这份胆
识和勇气。周梅森在一系列作品
中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
历史长卷，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
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
影，这是气势磅礴的文学抒情，
也是中国精神最鲜明的一种文
学体现，一种文学担当。”

人物档案
周梅森，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中国作家协会

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出版有《周梅森文集》（十二
卷）、《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三卷）、《周梅森读本》（七
卷）、《周梅森反腐经典小说》（六卷）、及《梦想与疯狂》

《黑坟》《天下大势》《大捷》《军歌》《沉沦的土地》等长、
中篇小说多种。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有《人
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
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人民的名义》等多部。曾
多次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
畅销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
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编剧奖。

当下热度最高的电视剧，非《人民的名

义》莫属。有人等不及更新，索性去看小说

原著过瘾。小说版《人民的名义》除了让人

提前“剧透”，在文学上又有哪些意义？值得

深究。剧版3月播出之前，2017年1月，小

说原著《人民的名义》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出版。1月10日，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十

月艺术出版社等相关单位联合在北京，为该

小说的首发召开了一场深入的研讨会。中

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中

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张胜友、中国作

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等文学圈资深

人士，对《人民的名义》进行了多角度深度剖

析。大家一致认为，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

人”美誉的作家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中，

用文学的形式对近年来错综复杂的官场贪

腐进行了大胆而卓有艺术性的表现，其对人

的灵魂的挖掘和拷问，在深度和品位上达到

了对一般官场小说的超越。在文学与现实、

作家与官场等关系的表现的大胆、勇气方

面，周梅森做出了精彩的表率。

“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周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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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刊文点赞：

政治小说写作水准
提升到新高度

在《人民的名义》中，一名国家部委的项
目处长被人举报受贿千万。当最高人民检察
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前来搜查时，
看到的却是一名长相憨厚、衣着朴素的“老农
民”，在简陋破败的旧房里吃炸酱面。当这名
腐败分子的面具被撕开的同时，与之案件牵
连甚紧的H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却在一
名神秘人物的暗中相助下，以反侦查手段逃
脱法网，流亡海外。案件线索又被定位于由
京州光明湖项目引发的一家H省国企大风
服装厂的股权争夺，牵连其中的各派政治势
力却盘根错节，扑朔迷离。H省检察院反贪
局长陈海在调查行动中遭遇离奇的车祸。为
了完成当年同窗的未竟事业，精明干练的侯
亮平临危受命，接任陈海未竟的事业。与腐
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格局宏大、思想深刻、
情节动人，均罕见于同类作品。

作为一部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创作的反
腐作品，《人民的名义》延续了周梅森作品格
局宏大、抽丝剥茧、悬念丛生的艺术风格，整
个故事一波三折、高潮迭起、荡气回肠。据出
版方介绍，这部作品也是国内首部反映副国级

“大老虎”贪腐问题的长篇小说，大大突破了这
类题材以往“写到副省级为止”的红线，成为当
今文学创作中的最大尺度。《人民日报》4月4
日刊发文学评论家白烨的文章《“人民”名义下
的殊死博弈》，提到这部作品“不仅有力地超越
了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也把当下政治小说的
写作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敬泽看了小说《人民的名义》后，很感
慨，“生活比文学更为广大、浩瀚、精彩。这个
小说我觉得好就好在首先是不回避生活中，
我们政治生活中，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以至于
人心中的坍塌。这部作品非常真实、深入地
表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不健
康状态，并赋予了人性的深度。一方面是世
道人心，一方面是社会生态，在这部作品中都
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揭示。也正是由于这种揭
示的有力，让我们从这部小说中看到了我们
的党、我们的社会中那种正面的、充满着理想
和信念以及对人民的忠诚的力量，这终究是
我们党和社会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意义上，
这部作品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同时也为我
们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意
义，对于我们推动反腐题材作品的创作，推动
我们现在的主旋律作品的创作，都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周梅森：

我是一个文学的
在场主义者

周梅森是极富个性，也富担当的当代作家。在他
的作品当中都有强烈的政治情怀，现实情怀，人民情
怀。从第一部官场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发表开始，他
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
《我主沉浮》等作品均曾描绘过暴风骤雨式的反腐倡廉
斗争，为读者喜爱，为同行所称道。周梅森曾这样评价
自己的作品：“我的文章一方面写在书里，一方面写在
大地上，写在中国改革的大地上。”为了创作《人民的名
义》，周梅森曾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深
入检察机关一线体验生活，亲自到监狱、反贪侦查指挥
中心等地采访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

众所周知，反腐涉及情况复杂，非一般作家可以驾
驭、把握。创作《人民的名义》这种作品，必须要对中国
社会、政治、经济有一个全面的把握，需要一种正大之
气才能驾驭。”周梅森沉寂多年，横空出世，以一部《人
民的名义》搅动当下中国文坛。被评论家认为，“他已
经从以往的高原走向了高峰。”

对于自己的创作，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小说研
讨会上这样自我剖析，“我是一个文学的在场主义者，
30多年来，我的创作和书写不断追随着中国社会的变
化。随着我人生经历、阅历的不断积累和丰富，我对社
会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我的这些作品由于离生活非
常近，描写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有时候甚至吃力不讨
好，但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做。一个时代需要有
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的前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
它崛起的过程中，如果文学总不在场，文学总是站在圈
子外面，那么文学就会与人民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
做这样远离世道场景的作家，我尽我所能希望可以记录
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艰难崛起的过程。作为作家，我
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反映时代生活，不管是它的
辉煌还是它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起码要有一部
分作家把这个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我愿意承担，这部
六易其稿的长篇新作《人民的名义》就是我最新的承担
结果。”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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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名作欣赏

《崩溃》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创作的一
部自传性随笔集。这是作者自己撰写的一系
列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散文。

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不折不扣的文学
天才晚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从照片到
文字，能看到几个重要时期的菲茨杰拉德的
影像，看到毁灭他的泽尔达，意气风发时的海
明威，强悍的斯泰因，他的挚友埃德蒙·威尔
逊，还有他倾注柔情的小女儿。

整个随笔集有很多精彩的地方——《爵士
时代的回声》和《我遗失的城市》是爵士时代开
创者对于这个时代的解读，与我们现在的生活
还有很多对应的地方。《林》、《“请将菲先生菲
太太领到某某号房间——”》是对于友人和自
己生活的回忆。《睡与醒》、《崩溃》、《早年成名》
就是菲斯杰拉德对于自己的探索、解读。

书中，菲茨杰拉德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
观态度，无情地解剖、深刻地反省着自己的过
去，他探查着自己性格中的诸多缺点，试图把
一个真实的自我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人们面
前。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菲茨杰拉德
是如何从一个异常乐观的年轻人，经历了一
场世界观、健康、精神和生活的全面崩溃的过
程。

最喜欢文中：我必须在“努力无用”和“务

必奋斗”这两种感觉间
保持平衡，明明相信失
败在所难免，却又决心
非“成功”不可。假如
做到这点我需要经历
那些司空见惯的烦恼：
家里的，职业的，个人
的……

终其一生，菲兹杰
拉德都在和自己搏斗，
尽管陷入了“崩溃”，但在如何面对“间歇性壮
志凌云和持续性混吃等死”这个问题上，菲兹
杰拉德无疑给我上了最为生动的一课。

生活中，人们往往都会遇到一些令人崩
溃的事情，而一个人的容忍能力确实是有限
的，最终会导致我们狂躁，逃避，痛哭。

但崩溃并不是终结，学会坚强面对，是生
活生存的必备技能。在人生第一次遭遇挫败
时，我也曾崩溃痛哭过。但勇敢面对，才是正
途。

崩溃不是终结
——《崩溃》读后感

记者 朱亚平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浩如烟
海。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
对世界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演绎。尤其
是人物描写，看似随手拈来，实际体现了
作者非凡的文字功底。读者哪怕只简单
涉猎一点点，也能获得充沛的文学滋养。

以描写人瘦为例，柳永说“衣带渐宽
终不悔”，李清照则是“人比黄花瘦”，语
句皆运用了夸张的手法，甚是形象。
1971 年，36 岁的作家水晶拜见张爱玲。
张爱玲当时已经51岁，给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瘦，尤其是两条细瘦胳膊，水晶形容
是“清辉玉臂寒”（原诗出自杜甫）。寥寥
五个字，不仅描绘出“瘦”的特点，还勾勒
出张爱玲穿着旗袍坐在沙发上，“拒人千
里之外”的清冷气质。

到了张爱玲自己写《金锁记》，主人
公曹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
将那镯子顺着枯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
一直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
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语句至此戛
然而止，给读者无尽遐想的空间，曹七巧
悲剧的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

怎么描写人吝啬？《儒林外史》中的
严监生，临终之际，拼命伸着两个指头，
亲人上前猜度解劝，都没有说中，直到家

人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
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
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
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古典小说人物性
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

单个人物，作者可以不惜笔墨浓重
刻画。但在有限的篇幅里描绘一群人
物，对作者的功力更是考验。《红楼梦》第
四十回，有一段众人被刘姥姥逗乐的情
节，十分精彩。“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
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
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
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
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
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
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
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这段话，如果将
人物姓名统统去掉，读者一样能够区别开
来。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不可
能描摹得那么形象。曹雪芹正是紧紧地
扣住人物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性格特
征，才描绘出了这般合情合理、耐人寻味
的“笑”的细节，使读者如临其境。

经典人物描写赏析
记者 陈希子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新书推介

我从来不认为人的自由是在于他想干什么就干
什么；恰恰相反，我认为人的自由是在于他可以不干
他不想干的事：我所追求的和想保有的自由，是后一
种自由。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
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
追求，人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
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弗吉尼亚·伍尔芙

利害关系这件事，实在是交友的大敌。我不相
信有永久的利益，我更珍视患难与共的友谊。长留
史册的，不是锱铢必较的利益，而是肝胆相照的情
分，和朋友坦诚地交往，会使我们留存着对真情的敏
感，会使我们的眼睛抹去云翳，心境重新开朗。

——毕淑敏《友情的果子信任》

生活是广义的，内心经历、感情、体验是生活，读
书也是生活源泉。一个人越是珍视心灵生活，他就
越容易发现外部世界的有限，因而能够以从容的心
态面对。相反，对于没有内在生活的人来说，外部世
界就是一切，难免要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急切追赶
了。 ——周国平《把心安顿好》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
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
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
一。 戒骄字，以不轻易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
晏起为第一义。 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
之道。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内容简介：汉宝德是
很受国内建筑学界敬重
的建筑学者。作为 20 世
纪后半叶台湾现代建筑
思潮引领人，他在推动台
湾建筑教育、文化资产保
存 等 方 面 都 有 卓 越 成
就。近些年汉宝德谈美、
现代建筑、传统建筑的著
作在大陆陆续出版，三联
这本文集则侧重汉宝德
在建筑、文化、环境领域
对人文现象的思考。

“我常常想，生长在
二十世纪中叶的我们这一代是很可怜的。我们在贫
苦、动乱中成长，却又无来由地肩负着保存传统的责
任与开拓未来的任务。我们手无寸铁，挣扎求生，在
心理上却要为时代的转换负起大任，今天看来，这不
是很可笑吗？”所谓“可笑”需要我们读罢全书，随他
在现代、传统、创新、未来中徘徊一番，再直视中国城
市化中新旧建筑的博弈，才能品出味道。

作者：汉宝德
版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汉宝德的人文行脚》

内容简介：“每天，纽
约人要喝下 46 万加仑啤
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
21 英里长的牙线。在这
座城里，每天有 250 人死
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
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这里还有500个巫师、600
尊雕塑或纪念碑、3 万只
鸽子……”，这是特立斯
在《纽约——一位猎奇者
的足迹》的开场。很多看
似无关的细节和芸芸众
生构成了纽约这座城市的魅力，而身为作家、记者
的特立斯也在呈现纽约层理的过程中将其捕捉细
节的功力凸显无遗。

特立斯是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
《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
杂志撰稿。他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
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做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
去年，文景再版了他回溯《纽约时报》历史的《王国
与权力》，今年这部新作或使国内对非虚构写作的
关注继续升温。 （本报综合）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作者：盖伊·特立斯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
社·世纪文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