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篇十分深刻、尖锐，同时又带有寓

言色彩与幽默意味的作品。小说中的这一农场，实际上不仅
仅是一家农场，在一定意义上是整个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农场主任丁务源是灵魂人物。老舍将丁务源作为当时中
国面子文化的化身进行了无情嘲讽：一个人只有处事圆滑具
备强大的人际关系，才可以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

小说在丁务源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展开中，阐释了中
国人传统的性格弱点：一切问题不要伤及面子，都可以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打通了人际关系，那就没有问题了。人际关系
是主要问题，其他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前后两任主任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
“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这是对树

华农场主任丁务源行事准则最精准的概括。谙熟人情世故的
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总能在面对不同环境和局面的
时候立于不败之地。

丁主任的如鱼得水、肆无忌惮，正在于“人事”对他的保护
与遮蔽。

尤主任的经历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不懂人情世
故注定是要下课的。

曾仁臻 著

内容简介：本书是建筑
师曾仁臻的绘本作品，共收
录200余幅童趣盎然的水墨
画。旨在用艺术去重新想
象生活、设计生活。书中有
对古典爱情的动人描摹，有
对当代生活的谐谑戏仿。
作者通过对古典诗意的现
代转化，展现了一种充满温
情与趣味的生活态度，并借
此重新思考人与空间、人与
现代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草间居游》

劳伦斯·哈里森 著

内容简介：英国脱欧从
文化上动摇了很多人对多
元文化主义的信仰。多元
文化的要义之一，是人们相
信人类诸多文化没有高下
优劣之分。但围绕着多元
文化的纷争却频频爆发，不
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是否真
能实现。书中，作者哈里森
试图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区
域、宗教范围内的文化特
质，来回答多元文化主义是
否可能。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祝勇 著

内容简介：祝勇的大多
数作品与故宫有着紧密的
血肉联系：那些曾经走进故
宫的历史人物、从乡野流入
故宫的文人字画、凝固在时
间里的雄伟建筑，在祝勇的
笔下得到了精准的再现，散
发出迷人的历史气息。读

《纸上的故宫》，仿佛是与李
白、苏东坡等人相见，他们
复活在一行行白纸黑字之
中，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纸上的故宫》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
蔡元培自身、北大师生与社
会舆论等不同层面的考察，
聚焦于辞职、退隐和纪念等
关键性事件，以抽丝剥茧的
方式呈现北大校长蔡元培
形象的动态变化过程。作
者娄岙菲并未将蔡元培描
绘成一位可以力挽狂澜的
英雄，他只是一位处处遭掣
肘、进退两难的普通人。

（本报综合）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娄岙菲 著

名作欣赏书海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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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影版没小说那么讽刺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孩子，管多么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啊。年轻的富裕

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
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穷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
了。”

——倪萍《姥姥语录》

到更远的地方，更艰险的地方，更人迹罕至的地方去
“超凡脱俗”，不过，终有一天你会厌倦这种逃避。其实，
凡俗自有凡俗的魅力。

——毕淑敏《蓝色天堂》

坏的人生是没有理性的人生。一切均取决于:不要
生气。

——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

经历多少人，看清多少人，到最后时光却是最好的安
慰。还握在手上的就是最温暖、最珍贵的东西。

——金浩森《人山人海里你不必记得我》

记忆像是倒在掌心的水，无论你摊开还是握紧，总会
从指缝中一点一滴流淌干净。

——郭敬明《猜火车》

A

古语有云：“人从书里乖”。这
里的“乖”是指什么呢？我认为，这
个“乖”是指乖巧、乖觉，但更多的
应该是为人处世。由古至今，我们
不难发现，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
诗书气质华。读书越多，内心就会
越丰富，眼界也会越开阔。

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本
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叙述一段
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
书使人高雅，读书使人明智，读每
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曾国潘家书》一是部真实而
又生动的生活宝鉴。他告诉我
们，做人当自强，而不是与人争
强；亲近良友、对待朋友必信必
诚、患难与共勿留遗憾、勿与权贵
相交、不可轻取人才等。

《菜根谭》是明朝还初道人洪
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
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集，为旷
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于人的正
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
潜移默化的力量。

《人与永恒》是周国平的代表
作之一，以随笔短语的形式阐述
了他毕生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思
考，包括人、自然和生命、爱、孤
独、人生、美、超脱、幸福和痛苦、

幽默、女人和男人、天才、婚姻、
死、时间和永恒等26个话题，内容
精辟而深刻，文字优美而富哲理。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曾说：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
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阳光；智慧
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高尔基也说：“我扑在书籍上，
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的确，读书，不仅能开阔自己
的视野，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一
种享受。读到一本好书，就像看
到一幅名画，听到一首名曲一样，
能使人由于感到希望而颤栗，也
能使人心灵变得纯净而明亮。

读书过后的所思所想，能让
我们领悟到属于自己的修身养
性、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难怪
有人会说，书看得多了，很多事情
就会想得更长远一些，眼界更宽
一些。会从另外的角度思考问
题，不再固执地觉得我这样才是
对的，不再拒绝理解别人的原则。

我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从
书里乖的真正含义吧。

所谓的“罪”与“罚”，究竟本质为何？是让犯
人获得死刑而感到解脱？还是，让他重返自由社
会、但用尽一生赎罪？

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在小说《虚无的十字
架》中，对他所在国度的司法制度提出诘问，也对
复杂的人性发起反思。

小说主要讲述的是：道正与小夜子的爱女独
自在家时，被入室行窃的小偷杀害。凶手被宣判
死刑后，虽然在世人的眼里，道正与小夜子应该了
却心头大恨，但与此同时，他们感到人生失去目
标。因为最无法平息的伤痛是，即使凶手伏法，女
儿也无法再复活。最终，失去爱女的痛苦使道正
与小夜子离婚。

离婚后的道正改行从事动物丧葬职业，为死
去的小动物找到回家的路。小夜子也同样放不下
对女儿的歉疚，加入被害者遗族会，希望能够籍由自
己的努力，减少遗族们内心的痛苦。正是在这个过
程中，她认识了患有偷窃症的沙织，试图拯救身处迷
途的她，却不料自己无意中揭开了一个几已愈合的
旧日疮疤，将故事推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某日，道正接到刑警致电，带来令人震惊的消
息──小夜子被杀了。虽然不久后凶手自首，但
道正却在小夜子的遗物中有所发现，她的死因似
乎并不单纯……

其实，在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中，《虚无的十
字架》并不是一个痛快淋漓的推理故事，书中的每
起案件也并无特别之处，但经过作者巧妙的架构，

几起看似并不相关案件
的当事人之间，竟然有
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交
集。他们之间微妙的情
感关联和因果轮回，将
故事提至另一种高度。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本书中，作者采用
多线叙述最终并线的方
式，将几个家庭的不幸
渐次呈现于读者眼前。
小说通篇以作者惯用的生活化白描式风格写作，
读来倍感亲切。其中，因人类天性自私所产生的
情感纠葛和矛盾，既是对人性的深度打磨与考验，
也将绝望书写到极致。

最终，作者以加害者、受害者及家属等各方不
同角度轮流切换并自然糅合的方式，还原出一个
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牵扯的故事。而这一切描述，
都是为了对死刑存在的意义进行深刻探讨：如果
犯人并未把死刑视为惩罚，至死仍未反省，死刑又
有何作用？

却原来，世上从来都没有完美的审判！

B

人从书里乖
记者 马丽

没有完美的审判
——读《虚无的十字架》有感

记者 李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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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舍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的同名电影斩

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马奖、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大

奖，主演范伟也凭借在该片中的表演，问鼎金马影帝。眼

下这部电影正在全国公映，观看电影之余，我们也不妨看

一下文学大师的原著。

寓言式呈现
1943年微观重庆

根据老舍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的同名电影斩获东
京国际电影节、金马奖、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大奖，主演范伟
也凭借在该片中的表演，问鼎金马影帝。眼下这部电影正在全
国公映，观看电影之余，我们也不妨看一下文学大师的原著。

老舍文学成就最高的那些代表作，都是以北京为创作背
景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个例外。

这部创作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在《贫血集》中，讲
述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树华农场里发生的故事。

在这个寓言式的作品中，老舍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毫不留
情的讽刺，以漫画式的语言风格，塑造出了丁务源、秦妙斋等
夸张的人物形象。

树华农场物产极其丰富，却一直亏损。农场主任丁务源
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他把农场的农产品当作个人资源，频频送
给场长和股东博取好感，同时纵容农场工人偷鸡摸狗。

小说开头，场长召开股东大会，股东们面对亏损，不要求
唯一的管理者作出解答，而是当作叙旧和到郊区走一趟，为接
下来农场的继续衰败做了很好的铺垫。

终于，场长和股东们不堪忍受农场的亏损，撤掉了丁务源
的职务，任命留洋博士尤大兴做新主任。尤大兴大力改革，严
厉打击农场工人监守自盗，逐渐扭转亏损。

大权旁落的丁务源并不甘心，一面发动农场群众孤立尤大兴，
一面从场长那里争取到农场副主任的位置，成功挤走尤大兴。

小说结尾，农场又回到奇怪的状态：“果子结得越多越赔
钱”。

这篇小说创作之时，正值抗战，此时的重庆，并未受战火
燃及。故事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农场不赚反赔，使小说主题
的表现更具典型意义。

“老舍先生写这部小说，我觉得背
后隐藏了特别深的一种感慨，怎么用电
影的方式把藏在他内心的对中国文化
本身的反省与观察表现出来，以引发大
家的某种思考，是做这部电影比较清楚
的意图。”

导演梅峰认为，老舍的小说有其时
代性，“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战争背景下，
作者对农场里的那些人有一种怒其不
争的情绪，这种悲愤我觉得对如今的观
众来说是陌生的。我们改编时着重把
时代背景带来的陌生感、距离感放下，
把故事本身的趣味增强一点。”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梅峰的

处女作。电影版的处理相对淡化许多，
不少观众看完，觉得不如小说那般讽刺
有力，影片里的丁务源也没有小说中那
么“狠”。

梅峰说：“小说对这个人物是不留
情面的，充满批判的。但我希望电影里
的人物能可爱一点，带有一些人间的温
度。”

选择范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范伟以前的人物形象都是温厚类型
的，我希望他塑造出一个现实生活中可
能存在的人。丁务源是复杂多面的，我
们不希望他太脸谱化、太扁平，不想简
单地给他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

事实上，假若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
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凿无疑
地，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

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场
长，虽然是场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
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
们也不会十趟八趟跑来看看的——他
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作一次远足，既
可以欣赏欣赏乡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
友们喝两盅酒，附带地还可以露一露股
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
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
节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的发现
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
票——“呕，这儿还有点玩艺儿呢!”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源，丁
主任。

丁务源，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
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

连场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若他们
脱口而出地说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
说出“赔钱的原因在——”的时节，手指
就确切无疑地伸出，指着丁务源!丁务
源就在一旁坐着呢。

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
就无从伸出。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
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
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
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
枝的桂花，蜡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
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
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
菜，绿得像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
务源!

再说，谁家落了红白事，不是人家丁

主任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
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像自天而降
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
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

什么责任问题，补救方法，股东会
都没有谈论。等到丁主任预备的酒席
吃残，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说声“美
满的闭会”了。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
道。他是一切人的乡亲。他的言语也
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
地方的最简单易学的话，例如四川的

“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
的“妈啦巴子”……都美好的联结到一
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
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
一点异国情味。

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
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
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

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
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唇，或
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
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

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
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
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
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
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
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
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本报综合）

小说节选

不成问题的问题
○老舍

读书管见

你读或不读 书就在那里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莎士比亚说过，你不想读书，

有 1000 种理由，想读却只需要一个理由——想读。好
吧，这句话是我说的。

生活的本质是经历。可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你哪
有那么多时间去样样经历？更何况，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有人就生在罗马！

时光易逝，不妨在书里体验下四极八荒吧。在阅读
中延展生命，把自己沉淀在未知的文字里，你兴许会遇
到更好的自己。

本周，我们从文学、政治、历史、绘本等类别里选出
了4本新书推荐，往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