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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名作欣赏

从学生时代步入社会后，感觉生活就
是一场对金钱、名誉、地位的追逐，顿感迷
茫。直到在旧书店翻到了一本萨克雷的
《名利场》，读后有所感悟：名利的追逐是
生活的枷锁，人还需要为充实生命留出一
点空间。

《名利场》描写了19世纪骄奢淫逸的贵
族，满身铜臭的资本家，流氓无赖式的乡绅，
以及纨绔子弟，吸食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寄生
虫等等。他们骄横，贪婪，趋炎附势，翻脸无
情。他们对外勾心斗角，在家族内部你争我
斗。

书中一开始介绍到了两个主要人物
——瑞蓓卡和爱米莉亚，一穷一富。除了金
钱上的巨大差异，受到的待遇，以及性格更
是截然不同。瑞蓓卡口蜜腹剑、两面三刀、
阴险狠毒，野心勃勃地追逐名利，是“金钱是
唯一主宰”的思想，使她在学校、在社会都饱
受歧视，人情冷暖扭曲了她的思想。

而爱米莉亚，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到哪里都受人宠爱，成长路上几乎没有任
何困难阻挡，正因如此，她不需要努力就
能进入上流社会，所以变得天真善良。通
过这两个人物的一些介绍，更说明了英国
社会就是一个追求金钱，荣耀的世界；也
说明了追求名利不仅会毁了自己，还会毁
了别人。

虽然充斥整本书的名利浮华让人目不
暇接，然而在浮华的背后，书中仍然可以找

到一种相比
名利浮华更
加可贵的平
实 与 真 情 。
如，一直呵护
关爱着爱米
莉亚的军官
都宾，所表现
出来的对爱
情执着的追
求，让读者看
到戴着虚伪
面具的背后
还有超越虚
华而朴实的
情感。

其实，这本小说里充满了作者萨克雷对
名利世界的讽刺，对虚荣社会的讽刺。可
是，他何尝又不是身在名利场中？瑞蓓卡、
爱米莉亚、都宾都只是名利场中的几个代
表。时代在变，而名利场永远不变。世人
们，何时才能摆脱茫茫无期的名利场呢？我
们不妨默念几遍，名利的追逐是生活的枷
锁，人还需要为充实生命留出一点空间。

给充实的生命留出一点空间
读《名利场》有感

记者 甘青我曾经热火朝天地想过，如果让
我参与房屋装修，要在书房置下一方
榻榻米，配上矮脚方桌茶具，迷你音
响，还有橘黄然而明亮有度的灯光，以
及柔软的彩色靠垫，当然，主角是占满
半面墙的各色图书——听音乐、看闲
书，坐看、卧看或者跪看，只要愿意，都
行！找到自己舒适的感觉，享受读书
时光……

“享受”，官方解释是：在生命存活
过程中，通过身体器官、思想意识的作
用，使生命自身产生愉悦、美好的一种
体验与感觉。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满
足。

可惜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这
没办法。比如我家里的榻榻米因种种
缘由没能建成，但这不能阻挡我享受
读书时光。因为“享受”这个看起来很
高大上的词语，就实打实存在于生活
每一处，只要你愿意：

在温和的阳光中，窝在沙发里，膝
上摊开一本小说，纸张油墨散发着淡
淡清香，旁边放上一杯茶或者咖啡，任
由文字引领你在一个陌生的领域游
走，感受主人翁跌宕起伏的各色人生；

深夜，点一盏灯斜靠在床头，读几
篇散文或者诗歌，把自己置身于饱蘸
情感的想象空间，随着作者字里行间
的描述或是平静，或是悲伤；

在静谧的图书馆，面对浩瀚的书
海，只是浏览图书名称，你就能感觉被

无穷的未知世界深深吸引；
只要携带一本书，在潜山的某处

石阶上、某处回廊里；或者人民广场的
某把长椅、某处鹅卵石；或者十六潭公
园的某处树荫，都能为你享受读书时
光铺垫最美的环境。

那些更令我享受其中、又难以忘
怀的读书时光，还有一个关键词：“陪
伴”，比如陪伴孩子读漫画、儿歌，当她
暖暖的小身躯毫不设防地紧靠着你，
柔软的头发不时抚弄着你的面颊，胖
乎乎的小手指着那些对她来说似是而
非的文字，奶声奶气地唱念着：“稀奇
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诸
如此类画面，是不是足够让你心里充
满了快乐，沉湎其中、享受其间？！

伟大作家高尔基说，“我扑在书
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许是
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如今，我们已经很
难感同身受于伟人，但读书时光确是
带给人享受。要感谢图书如同无声的
知心朋友，带我们走进且感知丰富多
彩的陌生世界。而我们通过读书冷却
沸腾的心，陶冶情操，减缓疲劳，忘却
烦恼，彷如通过精神之旅，满血复活去
应对生活中无从躲避的单调与枯燥。

享受读书时光
记者 李娉

新书推介

《现代艺术150年》
内容简介：要掌握现代

艺术的游戏规则，你需要知
道些什么？——涵括近百
位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梳理
二十多个现代艺术流派的渊
源流变，勾勒现代艺术的发展
历程。这一百五十年来艺术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
了今天，一件看似五岁小孩也
能捣鼓出来的东西，居然会是
艺术史上的旷世之作？

这是艺术吗？这必须
是艺术！列维奇的黑色正
方形，蒙德里安的彩色格子
……艺术不再必须与美有
关，它更多地关乎理念。那
些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艺
术流派，在揭开了其中的奥
秘之后，实际上简单得惊
人，但又绝妙乃至伟大。

一位资深艺术评论人
的“单口相声”，现代艺术也
可以这样有趣生动——没
有抽象的概念，没有拗口的
术语，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讲述现代艺术的故事。

现代艺术150年
作者：威尔·贡培兹

《阅读力》
内容简介：《阅读力》一

书说理深入浅出，行文明白
晓畅，文风朴实亲切，适合
各类阅读爱好者研读。

在“碎片化”阅读盛行
的今天，人们似乎更热衷于
读手机、读短信、读微博、读
微信等“肤浅化”的阅读方
式，作者对此现象进行了辨
证的分析，更从许多真实的
事例、名人的阅读案例来强
调深度阅读的重要性，并提
出“忙时读屏、闲时读书”的
理念，从而说明一个道理：
阅读力的培养实际是对人
们思维能力的培养。

我们在一生中有不同
身份的阅读角色，作为普通
读者，作为父母，作为公务
员、职员，作为朋友……不

同身份所扮演的阅读角色，
从阅读本身都会有所省思
和心得发现。可以说，这是
一本中国的《如何阅读一本
书》，也是一本中国的《阅读
的力量》。

《阅读力》
作者：聂震宁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内容简介：周国平以精

神、教育、人生价值为话题，
以独特的哲学角度表述并展
开什么是爱、什么是智慧，突
出了人获得快乐的源泉是丰
富的内心世界：

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
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
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
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
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
人。同时，如果他有丰富的
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
了人生快乐的源泉。心智
生活还能使人获得一种内
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
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自
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

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
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
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
去凑热闹。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作者：周国平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人是要长大的，有天你也会推着婴儿车幸福地在街上

行走，而曾经的喜欢，不管曾经怎样，都会幻化成风，消失在
时光隧道，所以向前走，向前走，无须回头。

——《猫的报恩》

如果世间真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充实和宁静，既
不怀恋过去也不奢望将来，放任光阴的流逝而仅仅掌握现
在，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不快乐也不忧愁，既无所求
也无所畏惧，而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
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幸福。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问：写作过程中最难的是
什么？

丁捷：就是表达这一部分
官员的思维逻辑，你必须设身
处地，站到他的内心去，去复
制，复原他的语系、语态、语味。

作为写作者，你要进入这
种状态，但这种角色错位，让
人很痛苦。这些问题官员，他
们的逻辑有时候很混乱，价值
观不同于正常，很奇怪，很荒
谬。但是你还得沿着这个逻

辑写下去，才能表现他真实的
自我。

作为一个体制之内的人，
去写我的这些问题同僚，研究他
们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确实是
一场折磨，这个过程很痛苦。

问：现在比较知名的一些
反腐文学作家，以二月河为代
表的偏重“以史写实”，以周梅
森 为 代 表 的 更 多“ 以 虚 写
实”。像《追问》这样的纪实文
学基本就是“以实写实”了，你

怎么看？
丁捷：纪实文学区别于新

闻报道，但它还是以文学的手
段来呈现真实。就是说这个
故事起因是真实的，但不等于
从情节到人物，完全对应现实
里面的某一个人，他还是经过
一些文学处理与加工。

这本书里所有的事都是
真实的，但是没有一个能在现
实中找到唯一的对应性。

（本报综合）

“写我的问题同僚，这个过程很痛苦”

“我的事发，是我自首的。这在省部

级以上干部的案例中，并不多见吧。我

不断被人举报，风声传得越来越大。有

人说，中纪委已经掌握了我大量违纪违

法事实，就等着中纪委常委会研究，一旦

线索确凿，常委会通过后，就会对我采取

措施。人在这种信息的包围中，是很难

受的。”

在口述体反腐纪实文学《追问》一书

中，昔日在中国政坛显赫一时的正部级

领导这样自述其落马前的心路历程。

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追问》，

通过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深刻揭

示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

出他们灵魂衰落的轨迹。

《追问》一书的作者丁捷著有长篇小说《依偎》《亢奋》等十多
部著作。丁捷还有一个身份——某省属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

作者在书中介绍，“从中纪委和省纪委提供的633个案例
中，我遴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
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
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路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材料。
最后，又从中选择8个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前言中所述“正部级领导”就是8个典型之一。在书中，正
部级领导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学习、修养，以及如何一步步成长
为中国金融高官的过程。

“46岁的我已经掌管一家中字头金融集团，位居正部级已
经5年多。人们根据我的年龄、位置、实力、资历，无不判断，不
久的将来，我必定会进入国务院，未来的中国，需要我这种专业
的高层领导。”

然而，这个正部级领导为了企业家妻子、影视明星情人，动
用了公权力，违规操作中国境外资金数十亿，在国际上造成恶劣
影响，造成巨大损失，他本人也因收受贿赂、渎职等罪行，被判处
有期徒刑12年。

在书中，影视明星情人名叫“安娜”。安娜出生在书香门第，
“10多岁时过早进入演艺圈，成了童星，开始了浮华的青春生
活。”正部级领导详细叙述了他跟安娜相识的这段往事。

另一个个案是赵姓原副市长。丁捷见到他是在农村，隐居
在老家山区的一个小镇边，帮助亲戚料理一片鱼塘。这名采访
对象，是因作风腐化、犯重婚罪，被判刑两年。在访谈中，他实言
以告，“我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判得重一点，当时死的心都有。”他
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在内心挣扎的时候，他曾经失眠，
但最终完全放纵了自己，在
45岁那年外面有了一个女
人。而他最红最火的时候
也正是他一步步走入深渊
的开始。

633个案例中
遴选8个深度记述AA

作者在采访时专门设计了
一份“人生问卷”。丁捷说，“人
生问卷”实际上涉及的问题非
常多，基础题库差不多有 30
条，主要是围绕一个人成长和
发展的，针对不同的人选两个
问题来问他。但是我在交流的
过程中，也会随机提出新的问
题。这本书就是描述官员的成
长和奋斗史，追寻他们心灵世
界一些隐秘的缺陷，刻画他们
的蜕变轨迹。

“我觉得任何人，从满身光
环的成功人士，一个权力的掌控
者，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有一
个漫长的转变过程。我想反映
的就是这个过程，他的脱轨是从
哪儿开始的，脱轨的轨迹是什
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条轨
迹？为什么他们的轨迹跟其他
人不一样了。所以书名《追问》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责问：为

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自
己的人生进行成这种样子？”

让作者印象特别深刻的回
答，是书里写到的一名文化厅
长。丁捷介绍，他的问题可以定
义为“被动腐败”，就是不使用自
己的公权力，但也不过问不履行
自己的监管责任，致使手下人发
生很多问题，他不作为，就是一种
变相腐败。这名文化官员纵容手
下收假字画造假，扰乱市场，到最
后受到降级处分。但实际上，他
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接受这种处
罚，也不承认自己有责任，他把不
作为，看成一种理所当然。

“他的态度令我非常震惊，归
根结底，就是有一部分官员认为
自己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好官。实
际上你占据一个位置，你没有履
行相应的职责，就是失职。因为
你造成的影响或许和有些坏官
的危害是一样的。”丁捷说。

《追问》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责问”BB

二月河评价《追问》“是当下
一部难得一见的长篇非虚构文
学，更是一部令人震颤的当代

‘罪与罚’……是一部融入其中、
摒弃说教的人文反腐教材，更是
一部运用文学力量贯通历史与
现实的‘劫后人语’。”

书里提及的很多官员，他们
的前半程是差不多的，后半程才
发生重大转折。丁捷说，我们要
承认人性里面的薄弱环节。

比如有个落马官员，他讲到

他的心理变化是他干得最好的
时候，他当县委书记时，提拔市
级领导，从市所属县里面选3个
人，他是其中一个，他认为他干
的最好，但是其他两个人一个进
了市委常委，一个当了副市长，
他被派到人大去当副主任。

他觉得对他不公平，吃亏
了，然后需要得到补偿，所以在
经济上就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后
来几年的时间就迅速地动摇了，
实际上就是他的人生观在这个
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了，“我觉
得绝大部分人从一个普通人到
领导干部，他在发展过程中还是
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所以大
部分人的道路都是正常的、向上
的、积极的。”

丁捷说，“基层反腐的意义
非常深远，是一个民心工程”。
因为你不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腐
败问题，你要改变人民群众对执
政者的看法是很难的，这个问题
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你的信任
度。我们很多制度、纪律是没有
问题的，关键的难点在于执行
力。

“摒弃说教的人文反腐教材”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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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经济学》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别

具一格、引人入胜的经济学
著作。

从小岛开始，一个个原
本深奥的经济学原理便在
一个个故事中生动地体现
出来。随着故事层层思考
下去，便会发现，尽管一些
经济学的道理看起来越来
越深入，却始终贴近我们的
实际，并始终充满乐趣。

既能言简意赅地讲明
道理，又保持着足够的吸引
力，使得读者好像在一种魔
力的吸引下享受阅读，是极
难做到的，而彼得·D·希夫
与安德鲁·J·希夫做到了，

《小岛经济学》是一本难得
一见的好书。但如果将这
本书仅仅看作经济学入门

读物，我觉得有失公允，因
为这本书对当下的很多经
济现象做了深刻的剖析，并
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

（本报综合）

小岛经济学
作者：彼得·D·希夫

安德鲁·J·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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