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平 少达 著

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了
77、78、79级大学生对40年前
参加高考，通过上大学改变个
人命运、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的真实回忆与切身感受。作
为一个被时代选中的群体，

“新三届”大学生的命运与国
家的改革发展历程紧密相
连，他们在书中还原了当年
参加高考与大学校园生活的
真实面貌，本书不仅是一代
人的回忆录，更是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的历史纪念册。

《新三届致新生》

黄明哲 著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什
么是幸福，什么是高质量的
幸福、幸福之基、幸福之根、
幸福之魂、幸福之源等问题
进行阐释，并给人民如何通
过奋斗获取自身的幸福指
明了实践路径和有效方法，
以获取持续的幸福。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们还要不要文学的“坏小孩”？

90后作家，如何摆脱90后标签

尽管“90后作家”可能是个伪命题，
但这个标签似乎一时半会儿也挥之不
去。

有的作者比较“佛系”，并不在意。
大头马的代表作《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
似乎就表明了这一群体的态度，她本人
也曾表示，写作不会带来任何收入。

何平说：“90后的文学现场十分丰
富，期刊在积极主动地挖掘文学新人；出
版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作者，比如王陌
书、糖匪、大头马等作者，很少在期刊发
作品，也有出版社敏锐地发现他们；网络
上也有很多按照自己趣味写作的同好和
圈子。”

有的作者在为之努力。
郑润良所接触的90后作家，都是以

“作家”身份来要求自己的。他们有的已
经初步形成了个人的文字风格，比如甄
明哲、顾文艳、庞羽、杨知寒、鬼鱼、重木、
丁颜、张春莹等人。要想摆脱“90后”的
前缀，就和他们的前辈一样，靠个人风格
的真正成熟，靠自己作品的特色。

最终，还是需要时间。
“王苏辛、李唐、郑在欢、宋阿曼等90

后作家，已经开始出个人小说集，在某种
意义上标志着他们个人风格趋向成熟。”
郑润良说，“等00后作家出来，90后作家

可能就不用依靠‘90后’的标签了。就像
现在的许多80后实力作家，宋小词、陈
再见、郑小驴、林森、陈崇正……他们已
经不依靠‘80后’标签了。”

王苏辛坦言，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确
实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能脱离“90后”标签
而拥有明显的纯写作意义的特性。“人的
寿命变长了，青春期成长期也变长了，很
难用‘三十而立’来要求作家在30岁之
前写出成熟作品。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耐
心的过程，缓冲打磨自己。”

李唐说：“90后的标签本身中性，没
必要去摆脱。但写作永远是个人的事
业，我一直坚信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代
际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李白和白居易
差了将近半个世纪，但现在说起他们，都
是唐诗的中流砥柱，不会因为代际而有
所区分。重要的永远是作品。”

何平的建议提供了另一种维度。他
认为，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千禧年
之后出生的写作者，写得并不坏。他们
不曾经历文化荒芜和阅读匮乏，几乎都
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但在一个文学
富足到过剩和平庸的时代，成熟到过于
成熟的文学起点，同质化的文学趣味，对
个人的文学探险是有伤害的。

“年轻人应该有一些不计得失的冒

犯和反叛，而不只是谨守文学惯例，因循
文学既有秩序，或者沉湎于一种彼此接
近的同人式写作时风。每个时代还是应
该容忍捣蛋的文学坏小孩。”何平说。

（本报综合）

等“00后”出场，“90后”标签就去掉了？C

90后作家李唐在自己的长篇小说《身外之海》的新书发布会上，嘉宾徐则臣是70后，主持人方
悄悄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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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你们可以像我一样，想过得多幸福就多幸福。如

果你感到幸福，那么你也一定很健康，每个医生都这
么说。现在的我既幸福又健康。本书讨论的话题之
一是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它们有力地证明了
思维能够影响身体健康。我坚信医生、家人或朋友的
正面影响一定可以让你变得更幸福、更健康。

——哈里·埃德尔森《积极的力量》

所以我要劝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自傲；你可以
自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
自伤，但不应自弃。

——流沙河《画火御寒》

每一个前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
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
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
就，皆是时势促成。

——流沙河《画火御寒》

画火能御寒吗？能。写些随笔文章自娱，消遣寂
寞，也就是纸上画火抵御心寒了。

——流沙河《画火御寒》

何况忧国忧民根本不是诗人的事。忧患意识乃
是闭锁性的落后意识。多讲艺术吧，少谈政治吧，宁
效李白之飘逸，勿学杜甫之沉郁。你看人家李商隐的
无题诸篇，多妙！

——流沙河《画火御寒》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
关于西方古代文明的简史，
作者透过考古挖掘和史料爬
梳，带领读者探寻西方文明
的源头。作者从美索不达米
亚开始，一直讲到罗马帝国
的覆灭，是理查德·迈尔斯继
名著《迦太基必须毁灭》之
后，又一部关于西方古代世
界在罗马帝国形成之前的历
史叙述。 （本报综合） ［英］理查德·

迈尔斯 著

《古代世界：追寻西方文明之源》

近日，在北京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作者
李唐、主持人方悄悄、嘉宾徐则臣分属于90
后、80后、70后，免不了要谈谈代际。80后
作家顶着“叛逆”的标签集体现身，已经是快
20年前的事了，如今，90后作家后浪汹涌。

90后作家群体，他们写纯文学、作品见
诸《人民文学》等传统文学期刊、出版长篇小
说……除了“90后”这个代际标签外，似乎并
没有一个足以概括群体特征的形容词。就像
李唐说的，“90后作家最大的共性就是没有
共性”。

80后消费完了“叛逆”
留给90后的是“乖”？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从2017年起在
《花城》杂志开办新人推荐栏目，在他的接触
中，90后作家整体来说比较“乖”。“90后作家
的出场和80后有着明显区别。80后和《萌
芽》、‘新概念’有很大关系，而90后很多是由
文学期刊主动发掘的文学新人，一出场就被
整合到传统文学的序列。”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郑润良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80后作家给人“叛逆”“有个
性”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韩寒、郭敬明等人，

“他们走市场化道路，用‘叛逆’等标签会比较
有卖点”；而到了下一个十年，“少年作家”的
热点已经被消费得差不多了，90后作家如果
还打着“叛逆”的旗号，不容易被主流文学期
刊接纳。

对走纯文学道路的90后作家来说，文
学期刊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少主流文学
期刊近年来也推出各种90后作家专栏，郑
润良也主持了一些，如《青年文学》的“出
发”栏目、《名作欣赏》的“新世代小说”栏目
等。

“90后作家的叛逆性相对较弱，甚至有
学者认为，90后作家过于‘乖巧’了。”郑润良
说。动辄几十年历史的文学期刊，在90后作
家身上找到了新的拥趸。

出生于1991年的青年女作家王苏辛，从
2009年开始在《青年文学》《芙蓉》《花城》《小
说界》等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

“现在发表途径除了传统期刊，也有其他
杂志，还有写作社区和文学比赛，但再也不会
像‘新概念’那样造星了。”王苏辛说，“现在，
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能在一类平台有发表途
径、有成长机会，就已经很好了。有的作品能
在微博获得粉丝点赞，我的不可以，文学期刊
是能接受我的少数平台之一。”

李唐出生于1992年，在《人民文学》《上
海文学》《钟山》等期刊上发表过作品。他认
为，文学期刊的重要性在下降，但依然很重
要。“现在看似写作渠道非常多，但没有门槛
带来的是没有标准和写作泛滥。刊物是一种
门槛，虽然不代表全部，但确实有助于发现真
正的好作品，使它们不至于在茫茫网络中被

淹没。”

A
曾经按文学风格来分，有“伤痕”“新

写实”，而到了“新生代”（70后）以后，文
学评论界开始偷懒了，没有找到更有效
的概念，代际就是最方便的命名方式。

但是，作家本人很少称自己是“90后
作家”。

《花城》杂志在推出1990年出生的
作家周恺时，周恺就直言：“用‘90后’来
规范他只是一个噱头，是传媒界和文学
界在想象90后。”

王苏辛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不是
那么喜欢“××后”的标签，1990年出
生的年轻人已经 28 岁了，称他为“90
后”，好像在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但他
们也不反感，“不过标签而已”。

李唐对“90后”标签的态度经历了几
个阶段：最初发现前辈们会因为自己年

龄小，而优先推荐发表自己的作品，很是
乐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开始厌恶，“别
人觉得你早慧的同时，也会觉得你没有
经验，缺少阅历”；但到了现在，又没那么
讨厌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90后从小接触的
资讯更加全面、多元，文学资源也更便
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然
后探索下去，因此呈现出的面貌很不一
样。为了方便起见，把写作者分为70、
80、90之类，就像日本有‘团块世代’，台
湾有‘七年级生’之类。它本身是中性
的，没有褒贬，没必要刻意抵制。”李唐
说。

何平不主张用代际来命名作家群
体：一是社会变化太快，代际更新未必
是以10年为单元，80后和85后就有很

大区别；二是网络时代，不同的文学风
格、载体、读者，都匹配不同的作者，即
便同一年龄段，ONE（韩寒创办的文艺
阅读App）的作者和《人民文学》的作
者，显然不是一类。“无法用同一种特
征、文学趣味来描述这个年龄段的作
家。他们的共同性越来越弱，可能性越
来越大。”

何平说，文学的代际命名，往往是少
数作家对同时代更多作家的掩埋。“今
天，当我们再谈论‘80后’，概念所指已经
漂移：笛安、张悦然、周嘉宁、颜歌等的写
作早已发生了变化；从传统文学期刊出
来的孙频、郑小驴、双雪涛、甫跃辉、蔡东
等也已经取代韩寒、郭敬明，成为80后
作家的中坚——请注意，这些晚出的80
后是‘作家’，不是‘文化达人’。”

90后作家只是传媒界、文学界的想象和噱头？B

读书管见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

泉老城区，东门马柏大道168号，
西门茶花路58号。医院现有教
授16人，副教授55人；博士12
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
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
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精神
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
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
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
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

（咸）医广【2017】第7-4-1号[广告]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定量适量献血有好处

献 血 专 栏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

会奉献爱心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状况，为自身的健康进行了“投资”。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
力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
现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献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有形成份，可使血液粘稠度明
显降低，加快血液流速后，脑血流量提
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
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献血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也
具有积极的作用。芬兰一研究小组对
2682名42-60岁的男性进行调查，其中
两年里至少献过1次血的人在5年内发

生急性心肌梗塞的比例，比未献过血的
低86%。美国一心血管病研究小组的
研究亦表明，在3年中，献血者（男性）患
心血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一半。

男子献血还可减少癌症的发生
率。《国际癌症》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
过正常值的10%，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
高，适量献血可以调整体内铁含量，预
防癌症。该文还提到，中青年女性因月
经周期性失血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
未发现这类女性的含铁量与癌症发生
有明显关系。

有研究表明，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
血的人更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
也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
曾有学者对66岁以上的332人（献血
者）与同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者）
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献血组
平均寿命为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
均67.5岁；遇到意外事故，献血组的存
活率为67%，高于未献血组的40%。从
上述分析来看，献血者由于血液新陈代

谢较未献血者旺盛，其寿命会延长。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

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
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
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献
血者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情
绪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健康有益。

为什么天天需要健康的人参加无
偿献血？

目前，咸宁市各级医院每天都有数
百名病人急需输血救治，每年临床用血
量达7吨。为满足救死扶伤所需血液，
每天需要100余名健康适龄的爱心民众
参加无偿献血。适龄健康公民一年内
每人可献血两次。血液的宝贵还体现
在另一方面，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
质期”仅有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
采集，长期储存。为了给那些躺在病床
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献上“生命的
礼物”，我们希望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
断、连绵不绝！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12036067918120360679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光谷广场光谷广场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