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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图腾》 年后，姜戎出新作《天鹅图腾》

荐书

一部“爱与美”的草原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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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图腾》一书的策划编辑安波舜在首
发式上介绍，如果说《狼图腾》让那些突围的
企业、创业者、青年“捡到了枪，获得了一种力
量”，那么 16 年后，当《狼图腾》的读者进入中
产阶级，
《天鹅图腾》的出版“恰逢其时”。他表
示，这本书进入编辑、校对环节是在 2019 年
的冬天，
“ 我读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孤独、慌
乱，因为这里有非常和谐的世界”。

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1902—1968），于
1933 至 1939 年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开设关于黑格
尔的课程，最终奠定了其在法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
地位。他被认为是法国推动黑格尔主义复兴的关键
性人物，诸多当代法国哲学史也以其为开端。
科耶夫曾经提出，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
尔之间只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那就是康德。当科耶
夫准备出版他的研究成果时，却将这部分内容遗失
了，直到他去世后，他的这一相关手稿才被人重新发
现。科耶夫理解的康德与他的《理性的异教哲学史》
和 《黑格尔导读》 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西方哲学
史。因此，
《论康德》的出版对于理解科耶夫的思想脉
络以及西方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

天堂与绿眼眸，活在诗歌与小说里

新书中，作者不遗余力地架构出一部草
原童话，书中人物的情感可以用纯粹、理想化
来形容，而那些关于天堂般画面的描写，似乎
在现实生活中已难寻觅。
“当草原变成沙地时，还能生长出草原民
歌吗？”在新书的后记中，姜戎坦言，曾经如天
堂般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许只能活在诗
歌和小说里了。
即便在过去，书中描写的天鹅成群的景
象也很罕见。
“没人写天鹅、天鹅湖，以及人和
天鹅之间感情的纠缠不休。”安波舜表示，尤
其随着环境改变，今天人们若想再感受到那
种置身于天堂般的景象，只能到书中找答案。
实际上，安波舜透露，
姜戎在《狼图腾》出
版后就一直说要写另外一本书。
“我们一直想
知道那本书是什么，是不是《狼图腾 2》。他一
直不说。”直到几年前安波舜与姜戎一家到新
疆旅游，新书的内容才初现端倪。
在当地，姜戎找到一位绿色眼睛的老太
太，认真地拿起手机拍照。他对安波舜说：
“你
看老太太的眼睛，绿色的。当年我下乡的时
候，农场就有女孩是绿眼睛。”
《天鹅图腾》中，女主人公萨日娜的眼睛
恰恰就是绿色。“我到现在也想象不出来，看
她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绿眼睛会放什么样的

·

《天鹅图腾》，姜戎著，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出版，定价：69 元

对《天鹅图腾》，不止一位读者用“理想
化”来形容姜戎用文字创造出的世界。有人
说，书中的故事主线可以用“草原创业指南”
来形容。但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
示，书中和谐相处的情景不可能在现实中看
到，
“在《天鹅图腾》里，你很少看到真正的冲
突，仿佛是作者在寻找自己人生的归宿，是爱
与美好的存在”。
小说中，男主人公巴格纳是一位受雇于
商号、穿梭于蒙古商道间的翻译，为了帮心上
人萨日娜还债，他主动成为乌拉盖河边客栈
的掌柜。为了与部落、与伙伴一同应对百年难
遇的大白灾，巴格纳作了许多尝试：打草建
棚、号召大家一同摘蘑菇、把炸鱼和洗澡变成
吸引客人的王牌项目……
“整个创业过程太一帆风顺”，俞敏洪认
为，虽然书中的描写大多非常理想化，但作者
非常精准地把握了将生意做成功的要诀。比
如创业是一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集合，
巴格纳找到了最能支持他的人。再比如创业
是一种伙伴关系，需要信息和信誉的传递，巴
格纳的例子说明，若你能得到周围人的信任，
那么做生意的障碍就扫除了大半……
而巴格纳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心上人
萨日娜，这种爱成为巴格纳向前的最大动力。
当萨日娜因爱人的离世而心碎时，正是巴格
纳的爱渐渐融化了她心中的冰霜。
不只是男主人公的创业经历，书中的爱
情也得到了“理想化”的评价。
“这是现实生活
中看不到的爱情，为了爱可以去死，两姐妹都
爱同一个男人……那种豁达很难描述。”央视
主持人李潘有感于书中这种至纯至美的爱
情。她在首发式上表示，
《天鹅图腾》中的爱情
放在当下来看也是“理想化”的，但更是一种
对人心的抚慰。
评论家李敬泽也表示，
《天鹅图腾》 的确
是一部抚慰性的作品，作者架构出了一个乌
托邦。
“在这里，人可以如此不具备侵略性，除
了来自天地的压力外，人是有可能在这里、在
天鹅的王国里安居的。”
借用李敬泽的点评来总结：
也许，
对刚刚过
去的 2020 年，
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点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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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家李敬泽
说，
《天鹅图腾》 是一
部抚慰性的作品，而
对于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我们也同样
需要一点抚慰。

书名既为《天鹅图腾》，作者在书中展露
了诸多与天鹅有关的场景：从天鹅的迁徙周
期、日常习性、在宗教中的象征意义到天鹅进
食、凫水、练习飞翔、组成家庭、与狼狗斗智斗
勇的各种细节，纤毫毕现。
在作者的描写中，甚至能读出不同场景
下的天鹅有着不同的情绪。以萨日娜最牵挂
的小鹅小巴图为例，与萨日娜一同吃饭时，小
巴图会撒娇、示爱；看守牧民们辛苦摘回的
蘑菇时，小巴图会把狗啄得嗷呜乱叫；失去
一只翅膀无法飞向高空后，小巴图难过得
大喊大叫、啄门撞门。读罢这一系列描写，
很难不叫人好奇作者是如何掌握住如此多
的生动画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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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化世界告别冲突

草原歌声与天鹅意象
歌唱家腾格尔曾评价《狼图腾》让他读出
深沉、
豪放、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而《天鹅
图腾》 的女主人公萨日娜也是一位唱作俱佳
的草原歌手。
在书中，歌是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萨日
娜将自己与天鹅的相处、与死去恋人巴图的
回忆都写进了歌里，正是这些故事与歌声打
动了书中的男主人公巴格纳，他就此展开了
一段守护心上人的佳话。
究竟是怎样的歌声能如此动人？虽然书
本无法直接传递声音，但如果你能感受到腾
格尔歌声中如潮水般的悲伤与苍凉，那么读
完萨日娜的歌词，你也能感受到那份浓烈而
饱满的柔情与痛苦。
“草原上有一只孤影般的天鹅，常年在凄
凉湖面对影独舞哀歌。
独舞里始终是双双绕颈的诉说，哀歌中
永远是漂动的泪波。
日夜思念救她的情郎亡夫，是他将那饥
狐拖入水中一同沉没。
她的心如冰河开江般爆裂，风雪过后才
似梦鹅般恍惚婀娜……”
除了从不同人物口中唱出的歌外，在书
中，
天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在萨满教
中，
天鹅是一种神鸟，这种能飞越喜马拉雅的
鸟颇受萨日娜父亲的敬拜，也正因如此，萨日
娜自小受到熏陶，与草原上的一群群天鹅朝
夕相处，
结下了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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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会让人着什么样的魔？”安波舜说，这样的
向往在书中比比皆是。

还记得《狼图腾》吗？这本被称为“狼的赞
歌”的小说自 2004 年出版后风靡一时，在文
学畅销书排行中霸榜多年，
“狼性”
“血性”
“团
队作战”
等概念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十余年后，作者姜戎扭转方向，将笔墨放
—天鹅上。
到了另一种有灵性的动物——
“如果说《狼图腾》是 A 面，那《天鹅图
腾》就是 B 面。”2020 年 10 月《天鹅图腾》问
世，
在之后举办的新书首发式上，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这样概括两本书的不同。
与《狼图腾》的硬朗、偏重男性化不同，
《天鹅图腾》更为感性。书中有能与人无障碍
沟通的天鹅、在马背上高歌的绿眼睛姑娘，有
令人心碎的爱情挽歌……当草原入冬，为了
扛过大雪灾（白灾），这里的人们又开启了一
段创业故事。

本书为著名学者龚鹏程数十年精研《文心雕龙》
之作。全书不只有对《文心雕龙》的剖析梳理，更有博
通中国文学史，关涉经史、
儒道佛、书法等内容。
《文心雕龙》被推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圣典，
其研究也被称为“龙学”，但近世对其也存在较多误
解。本书以“讲记”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对刘勰
的身世，
《文心雕龙》的宗旨，刘勰文学观、史学观、文
体论、文势论等内容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剖析梳理；辨
析纠正了前人对《文心雕龙》的误读之处，厘清了《文
心雕龙》及刘勰的历史真相。并将其与《文选》
《诗品》
进行比较，对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进行深入反思。全书
多具新见，如辨定刘勰身世为没落士族、认为魏晋南
北朝是最重礼法的时代，等等。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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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迪·道伊尔是爱尔兰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被誉为爱尔兰的“桂冠小说家”
“伟大的喜剧作家”。
道伊尔擅写都柏林普通人的生活，作品极富爱尔兰
风情，被《时代》杂志誉为“充满凯尔特式的黑色幽
默”。1993 年凭借《童年往事》获布克文学奖。
本书发生的时间是 1968 年，爱尔兰小镇上，10
岁的小男孩帕特里克·克拉克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
痛，父母关系的破裂让他不得不提前面对成人世界
的残酷无情。小说碎片化的叙事方式犹如主人公天
马行空的思绪，而爱尔兰式的幽默则与孩童的天真
无邪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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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在图书出版界江湖上的惊人艺业，
我不大敢置喙，那得是沈公“三结义”中写了

定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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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与《读书》杂志之思想及文本

，

沈公负责《读书》杂志多年，曾为她付出
过大量心血，那肯定是沈公“爱”的对象。当然
《读书》杂志也是我“爱”的对象，不过我之
“爱”与沈公之“爱”不可同日而语，我只是保
存着《读书》从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并且不
时为她写稿，略效绵薄而已。
记得那时《读书》杂志正在经历着她历史
—所幸这个阶段
上文本最不吸引人的阶段——
早已经结束了。沈公当时有名言曰：
“我现在
不看《读书》了，只看《万象》杂志。”
这话大得我
心，
因为我当时《读书》杂志也看得越来越少了，
只是出于怀旧心理、恋旧情怀，对她的常年订
阅依然继续着。那时我也贡献了一句小小的
“名言”
，
这
“名言”
后来被沈公载入他的《也无风
雨也无晴》一书中。
“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
言：
‘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
了！哈哈，
那是因为——
—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
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
我有幸被沈公品鉴的“名言”虽属玩笑，
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
《读书》 不久之后就在
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沈公先前重视文本可读性
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
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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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在《
“海豚
书馆”缘起》一文中说：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
将近二十年前有过一次‘三结义’。……这时
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
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
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沿用“桃园三
结义”的比喻，沈公最年长，自然是刘玄德了，
那关、张二位，偏偏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特
别是俞晓群，每次“南巡”上海，必会招宴，在
他的饭局上，有多次是他们“三结义”都在的，
于是又得到亲近沈公的机会。
沈公提到的“三结义”成果之一，是 1998
年创刊的《万象》杂志。我为这本杂志写过多
次稿件，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份杂志，
特别是喜欢她的风格。在沈公“三结义”中的
陆灏离开《万象》杂志之后，继任者仍然保持
了陆灏的风格，直至杂志寿终正寝。我保存着
《万象》从创刊直到 2013 年结束的全套杂志。

，

沈公与“三结义”

，

我第一次见沈公，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已
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些报纸记者，
沈公对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三联下岗职工
沈昌文。然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那
时我的弟子穆蕴秋还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
位，有一天我偶然和她说起记忆中沈公这两
句奇特的话，她立刻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
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
中的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大为叹服道：沈公
厉害，
他是在以扫地僧自况啊！当然，这是她
的个人解读，沈公当时是不是在以扫地僧自
况，那只有沈公自己知道。不过，以沈公在出
版界江湖的勋业和名声地位，真要以扫地僧
自况一回，自然也无不可。
其实我和沈公打交道，可以追溯到整整
40 年前。只是说来奇怪，这番交道当时我自
己并不知晓，所以可称之为“神交”。却说那时
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但已经成了
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的粉丝，有一次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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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与扫地僧

来潮，给《读书》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建
议他们给自己另外取个英文刊名，不要叫做
“DUSHU”——
—这个建议直到今天 《读书》也
没有采纳。但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这封读者来
信，沈公居然一直保存着，而且还在他晚年的
书中提到了，并登了信件的照片！这就让我着
实受宠若惊了。

版
社

8

我与沈公的交往，若以“神交”言之，已有
40 年历史，可谓久矣。然而我对沈公的印象，
却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这些零碎的印象，
有的属我亲历，有的得之传闻，有的来自文献
记载，有的出于个人解读，拼合起来，或许能
够形成沈公一个鲜活的侧面。

在出版界，几乎人人都尊称沈昌文一
声
“沈公”
。但声望卓著的沈公留给人们的
却是一个
“老顽童”
的形象。
《八八沈公》一书由沈昌文的旧识、
好友、后辈为纪念其 88 岁寿辰所作，书
名意为“扒一扒”沈公鲜为人知的旧事、
新事，甚至糗事。在书中，读者不仅可以
看到一个天真、机智、幽默、随心所欲的
沈公形象，也能窥见中国当代出版史上
的一个缩影。
本报特节选书中上海交通大学讲席
教授江晓原一文（有删减），
以作纪念。

2019

1 月 10 日清晨，著名出版人沈昌文
于睡梦中辞世，
享年 90 岁。
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
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仍一直活跃于出版
界，
甘当
“业内临时工”
。著有《阁楼人语》
《书商的旧梦》
《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沈昌文长期执掌的《读书》杂志，形成
了既有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
大众化活泼文风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值
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下来
鞠一躬再走的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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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传奇之吉光片羽

三大本《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俞晓群那样的资
深优秀出版人才有资格谈论的。但是对于《读
书》杂志，我自认有一点一孔之见，或许值得
说两句。这也是我后来学习了沈公的著作，回
顾前尘往事，得到的一点体会和印证。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
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
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
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
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
一文，
就
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
让我爱不释手，
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阁楼
人语：
〈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
书》创办时的宗旨，
竟是
“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
论刊物”
，
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
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
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
忆说：
“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
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
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奇妙的是，这番
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现在回忆起来，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
之交，初创的《读书》之所以会吸引我这样一
个天体物理专业的理科大学生，
“ 思想解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读书》创刊的前
一年，即 1978 年，最让中国科学界兴奋的事，
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
命，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
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
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
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
的明显不同，
《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植深厚，
还
能有一番锦心绣口，
所以让我特别爱读，
却不知
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题
赠之《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
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
首先是
“厚
积薄发，
行而有文”
，
甚至
“不文不发”
。沈公回忆
说：
“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
观点可以，
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是
会给她的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最
典型也最八卦的例子，是张鸣教授在文章中
提供的。他说他在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
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
在兹的却是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只是老
也发不成，让他十分郁闷。想想《中国社会科
学》今天的学术地位，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
在今天的体制内就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之
事，可是在当年张教授眼中，和《读书》相比居
然何足道哉！
《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
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沈公“不文不发”的提倡
之功，诚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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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一条视频等媒
体报道的当代知名陶艺家董全斌的造物美学随笔，
关于美、器物、创作、风格、生活的深度思考，
“器物对
我来说就是我的思考，也是我的生活”。
在景德镇 7 年，董全斌完成了“九十九只杯”
“从
一片荷叶开始”
“ 坐忘”
“ 变化”
“小小的壶”
“ 一人饮”
“一人饮茶会”
“与接为构”等系列作品或展览。他从
饮茶出发，结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简洁的当代风
格元素，创作出具有多元美感的器物。看似普通日常
的器物，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董全斌说创作本书的初衷，并不是给读者带去
知识，而是希望引发思考。
（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