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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者对话作者】】

□本报记者 赵欣

“我们家不太一样，猪圈非常显眼地设在
大门前边，而且没有栅栏……”近日，作家陈仓
的长篇散文新作《动物忧伤》由重庆出版社出
版，该书独具风格的叙事方式令人眼前一亮。
4月底，陈仓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他表
示，希望通过这组动物故事，为社会传递一些
温暖和希望。

陈仓是陕西丹凤县人，现任上海青年报社
《生活周刊》主编。他20岁开始写诗，40岁开
始小说创作，曾获中国星星新诗奖、冰心散文
奖、三毛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他的作品以
直指人心见长，“进城系列”小说更是感动了无
数读者。

陕西老乡贾平凹说，陈仓是“把故乡在脊
背上背着到处跑的人”。在新书《动物忧伤》
里，主角虽是动物，但从全书开篇起，故乡依然
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这也是我感情的自然
流露。一方面，书中的‘我’对每种动物的记忆
都从故乡开始，它们牵连着父母叔婶、儿时伙
伴、熟人社会；另一方面，每种动物的归宿却都
在城市结束，它们又牵连着大都市新的家庭和
社会关系、生活。”陈仓说。

开始创作这本书是在2020年的春天，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陈仓回陕西与父亲团聚
的计划。“我只能留在上海家里，心里却放不下
陕西。正好在那之前不久，有朋友建议我写写
动物的故事，于是我从大年初一开始，每晚5小
时回忆、思考、码字，便有了这8篇故事。”

8篇故事以8种动物为题，主角分别是猪、
猫、鼠、羊、牛、狗、鸡、蛇。为何选择它们？陈
仓的答案可谓质朴。“我是一个放牛娃出身，又
学了4年畜牧兽医专业，而且我们家在秦岭南
麓，过去自然环境比较好，狼、蛇、老鹰、麋鹿、
獐子、野猪、锦鸡、果子狸，司空见惯，猪、牛、
羊、鸡更不用说。我从小就和动物打成一片，
几乎是同起同宿。书中这8种动物都很普通，
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甚至生死攸关。”

他笑着补充：“这8种动物有一个共同点，
都会在家里出没，甚至是家的一部分，有的其
实是家庭成员，它们与人的命运有紧密的交
缠。当然最关键在于，我非常熟悉它们，我小
时候养过猪和鸡，放过牛和羊，又学过4年的畜
牧兽医。畜牧兽医专业主要学的，就是如何饲
养家畜，如何给它们治病。”

从文学的意义来讲，他选取8种动物也自
有深意。“猪的豁达、猫的陪伴、鼠的生命力、羊
的温暖、牛的忍耐、狗的忠诚、鸡的勤劳、蛇的
神秘……我觉得这些动物的特质都值得人类
学习，它们虽为异类，但某些天性绝对超过人
类。人类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关键就在于强大
的学习能力。其实，任何一个生命，无论一只
蚂蚁还是一头大象，无论一只麻雀还是一个
人，在世界上活着的权利是平等的。有时候看
似是一只动物，它却有着人的品质；有时候看
似是一个人，他却有着动物的本性。人和动物
永远是分不出高低的，划不清界限的，我们的
命运总是相互纠缠的，所以人和动物要相互善
待，要彼此尊重。”陈仓说。

在陈仓笔下，老鼠不再人人喊打，却成了
在黑暗的夜晚陪伴孤身在家的少年玩耍的伙
伴：它们为他跳舞，他给它们吃爆米花，一只小
老鼠不小心踩了炉火上的铁锨，“抱头鼠窜”。
他笔下的猫也个性特别，尤其是野猫，作为另
外一种存在，它不接受人类的饲养，拥有自己
的领地，独立地生活在大自然中。

通过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诗意表达，陈仓希
望更多人能从中思考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究
竟该如何相处。“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写得
最好的，起码是最真诚的、最有善意的作品。
总的来说，这组文章看起来不过都是动物的闲
话，但我相信，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那些琐碎的
趣事，一定会多少勾起人们心中最深的情感，
直抵灵魂，从而传递一种淡淡的悲悯和伤感，
同时也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

8种动物 8个故事

《动物忧伤》传递温暖和希望

□蒋敬诗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故宫是一个超级
IP。

不仅仅是由它引申开来的对传统文化的
追捧，还有从它跨界而出的文创概念，都已经
是现象级产品。用一句话来形容，故宫就是一
个“顶流”的文化网红。

但对于我这样的老派人来说，关注的其实
不是那些喧嚣的网红现象。故宫的每一块红
砖、每一卷书画的背后，是山河，是故人，是春
花秋月，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的美丽与哀伤。

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把故宫看成一个网红
的话，那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什么？或者说，如
果故宫是一条时光隧道的话，我们漫步在这
600年的光阴旅程之中，我们需要一张什么样
的导游图，才能看清他的前世今生？

这一切，我认为重新发现故宫文化价值的
这本《故宫观止》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追捧，很多文
化研究者、历史学者也写过关于故宫题材的专
著，而《故宫观止》一书在人文学者深厚的学养
研究基础上，更多了几重媒体人对传统文化的
现代传播的新锐视角。既然书名霸气地用了

“观止”，意思就是了解故宫，这一本书就已足
够了。

这是《三联生活周刊》历年来有关故宫文

化研究的集成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在
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大火之前，他们就已
经系统关注到故宫文物的修缮，并用较大篇幅
进行了揭秘。

但《故宫观止》不止讲述了文物的修缮，更
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历史、文物与人物交融在
一起，涵盖了故宫的历史、藏宝、南迁西迁、台
北故宫博物院等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全景式、
进阶式的有关故宫的微缩型“百科全书”。

翻看全书，如同一千个观众眼里的一千个
哈姆雷特，每个读者都能找到自己最想了解的
故宫一面。对我而言，了解那些国宝前世今生
的命运，了解他们颠沛流离后又岁月静好的存
在，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

“从古代墨迹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
本身，还有断代史里的社会剖面，递藏史里的
悲欢离合。”文物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乱世。

书中提到：当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
义将大量书画文物带出清宫，流落民间，俗称

“东北货”，当时在长春街头是以麻袋论价的，

那是文物的价格吗？还有抗战时，一大批故宫
文物伴着炮火声远迁到重庆枇杷山里，它们暗
无天日的时候，谁听到文物的呜咽？而当盛世
来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时，
文物的价格就必然上扬。其实这也说明了目
前故宫热、文物热的根本原因。

而即使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于一个普通
游客，在你初次游或者再次游故宫之前，我都
强烈推荐你先看这本书，不然你很难了解一个

“真”故宫。
很多人游故宫的首选路线是沿着中轴线

从南向北地走。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你一路
经过了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养心
殿……看那些壮美的建筑，就已经耗去了你所
有的时间。那些特展，那些精美的藏宝，你一
个可能都没看到。

如果你提前阅读了《故宫观止》，你就可以
做一个靠谱的路书。你不会只是跟着人流沿
着中轴线埋头前行，你会踱步到那些人烟稀少
的角落，像东六宫、西六宫、文渊阁等地方，都

设有展厅，你可以静静地和那些经过悠长时光
洗礼的文物对话。

而且就连观展顺序，《故宫观止》也给出了
建议：真正的看展顺序应该是先去延禧宫，对

《石渠宝笈》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之后，再到
武英殿去看书画真迹。

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审美之旅，同时也是
直观地教育普通人该如何领略中华文化之
美。故宫作为中国博物馆的“顶流”，如果能在
看热闹之余促进你思考，促进你对艺术的鉴赏
力，就是文化的力量。

就像外界对《故宫观止》的评述那样，传承
600年的文化故宫底蕴，邀请读者进入一场故
宫文博视觉盛宴，探寻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与
传承。

作家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套用这个句式，我们也可以说：“假如你有幸年
轻时去过故宫，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
里他都与你同在，因为故宫是一席流动的盛
宴。”

一席流一席流动的盛宴动的盛宴
——读《故宫观止》有感

□吴佳骏

我的书架上，至今存放着两套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余华作品系列”，一套平装，一套
精装，它们曾陪伴我度过了一段乡居岁月。如
今回想起来，在余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我
最喜爱的，还是《在细雨中呼喊》，尽管他的《活
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已有口皆碑。

去年，他的最新长篇《文城》出版，我第一
时间找来读了。不得不说，余华是当代中国作

家中，特别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之一，《文城》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文城》虽在故事结
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给我耳目一新之感，却依
然没有超过《在细雨中呼喊》带给我的阅读震
动大。

因之，窃以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目
前最好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而且，我还固
执地认为，余华在早年间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
说，都是在为写作这部长篇做着准备和练笔。

众所周知，余华作品的基调，大都有一种
“苦难底色”。即使以第一人称“我”作为视角，
叙写童年经验的《在细雨中呼喊》也不例外。
他并未在作品中给一群时代少年刷上浪漫主
义的油漆，或抹上讨好大众的胭脂。他手中的
笔，永远是冷静的，类似医生手中的刀。这使
得他写出来的文字，从来都只解剖“痛苦”，而
不分担“痛苦”。他也没必要分担，他的目的是
要让人看见生活的“病灶”。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拽着一根线

头。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罩在孙荡
和南门的上空。不管是谁动一下这根线头，每
个人的伤口都会滴血。而“我”，既是“网中
人”，也是“网外人”，“我”在参与生活，也在见
证生活。

从六岁那年起，“我”就被送到孙荡，跟随
养父母王立强和李秀英夫妇过了五年城镇生
活。期间，“我”得以体察同年人的生长困境。
那个名叫国庆的玩伴儿，无疑是我的一面镜
子。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给爹看病。但他的
孝心换回的，却是父亲对他的抛弃。这些经
历，在“我”的心中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还
有那个老师张青海的遭遇，同样给“我”幼小的
心灵造成了冲击。

“我”重新回到南门后，原本以为可以结束
之前寄人篱下的生活，谁知，多舛的命运又将

“我”抛入了另一个旋涡，令人窒息。
无论是祖父孙有元的跌宕人生，还是父亲

孙广才的尴尬遭遇，都充满了“黑色幽默”。

“我”每天都在这种“黑色幽默”中，与哥哥孙光
平和弟弟孙光明痛并快乐着。大人无法理解
孩子，孩子也无法理解大人。他们彼此之间都
是孤立的，仿佛来自两个世界，却又偏要在同
一个屋檐下过活。好在生活并非一潭死水，比
如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冯玉青，以及仗
义执言的苏杭和苏宇兄弟，还有曹丽和那个音
乐教师，他们与“我”的亲人们一道，共同构成

“我”幽暗生活中的“调味品”。“我”也跟他们一
起，共同修补着自己的青春时光。

虽然，这些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后来命
运都不怎么好——弟弟孙光明在那个夏日中
午去河边摸螺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哥哥在
默认现实的残酷后，选择的婚姻，却被父亲搅
得乌烟瘴气，还害得哥哥在监狱里待了两年；
而“我”呢，好不容易熬到高考恢复，偷偷报名
参考，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酸楚地离开了南
门。走时，只有哥哥一人相送。他挑着铺盖走
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

发。
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

一条主线，全凭时空的转换和片段的连缀。可
读完后，却分明感觉它又是天衣无缝的。故
事、情节、人物均被纵横交错的线网牵扯着，而
这线网的总线头，就握在余华的手中。

你可以说这是一部“青春小说”，也可以说
是一部“心理小说”，还可以说是一部“自传小
说”。甚至，你说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篇长
散文也未尝不可。

总之，《在细雨中呼喊》充分调动了余华庞
杂的生活经验、丰富的想象力和丰沛的才情。
加之“余华式的语言风格”，更使得这部作品具
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气质。它的主题既明晰，又
隐蔽，看似在写生存，写命运，写人性，写爱恨，
写别离……实则又不仅仅是在写这些，它是不
可以被简单描述和概括的。

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它不只是在挑战你的
阅读习惯，还在挑战你的审美和智力。

挑战你的阅读习惯和审美
——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陈仓

□本报记者 韩毅

作为我市艺术档案转化的重大成果，一
套体量巨大、稀缺性创下国内川剧文献之最
的出版物——《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
注》（共100册）于5月11日由巴蜀书社出版
发行。全书共辑录了清末至上世纪80年代
的601个川剧剧本，共计1972个版本（含石
印、木刻、手抄、复写、油印等）、60000余页。

川剧宝库
创全国同类出版物新纪录

《一只鞋》《一捧雪》《二里坳》《刀笔误》
《赠绨袍》《檄文诏》……记者当天走进在重
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现场，
墨香犹存的新书《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
注》（共100册）被整齐堆放在长桌上，若一本
本叠放起来，足有一米多高，全景式“重现”
了川剧“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尽的三列国”
的浩繁剧目。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川剧文化，让更多人
了解川剧这一优秀民族艺术，2019年起，该
院在院藏川剧剧本数字化和系统整理的基
础之上，组织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开始编著
集结《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最终，
历时三年，在专家学者的辛勤劳作下，《川剧
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共100册）出版面
市了。

“该书以体量之巨和稀缺性，创下了目
前川剧文献全国同类出版物之最，并于2020
年获批四川出版发展公益基金会资助项

目。”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院长刘德奉
说。

原稿呈现
重现失传的川剧绝活

翻开这一川剧剧本文献，记者看见，该
书内容十分丰富，囊括了传统剧目、新编剧
目、移植剧目、现代剧目等各个类别，甄选了
川剧“五袍、四柱”“高腔四大本”“弹戏四大
本”等有代表性的剧本，展现了昆腔、高腔、
胡琴、弹戏、灯戏五种不同声腔，以及生、旦、
净、末、丑不同角色的表演技巧。

尤值一提的是，该书采用原稿文献影印
加内容说明的形式呈现，每一剧目之前，编
者都对该剧及其不同版本的基本情况进行
了简要说明，包括剧目名称、别称、规模、声
腔、剧中主要人物、剧情简述、版本情况等，
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稿的版本特色。

“你们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座谈会
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代表性
传承人、二级导演、年近九旬的夏庭光激动
地说。

这批文献包括了重庆地区清末以来许
多重要的剧作家、川剧表演艺术家对川剧剧
本进行整理、修改、创作的成果，很多都是第
一手而且是独一份的资料。这些不同的作
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剧目不同剧本的修订，
对考辨川剧源流、认识中国传统戏曲的形成
方式有着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书中还重现了不少失传的川剧绝活。”
夏庭光说。如在《化皇宫》剧目中，剧中“济
公”要翻一个“欢喜筋斗”，翻筋斗对于川剧
演员来说不是难事，但读者细研本书后会发
现，演员在翻筋斗时，身上的袈裟先是飞起
来，翻完后，要正好落在身上。“如此绝活，在
今天的川剧舞台上已很难看见。”他说。

“又如，在川剧《荆轲刺秦王》中，秦始皇
要画八宝脸（花脸脸谱之一、秦始皇在川剧
中的专用脸谱），因其十分复杂，过去的师傅
画一张脸也要10多个小时，而现在化妆师已
很难完成，本书中对其却有记载。”夏庭光介
绍。

传承弘扬
学术及历史价值俱佳

“大戏《班超》中班超之浩然正气；《芙奴

传》中芙奴之刚烈脾性；《红梅记》中慧娘为
爱之大胆、无畏和彻底……通读这本书，许
多剧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座谈会上，
知名文艺评论家吕岱称。

他说，随着这套书迈入这么大的一个川
剧剧本文献宝库，周慕莲、周企何、李文杰、
阳友鹤、薛艳秋、张德成、周裕祥等整理及口
述的剧本与条纲，不仅可以让读者看到川剧
艺术名家各自“看家戏”“拿手戏”的不同剧
本样态，还可以让读者看到不同编剧和导演
删减、修改的批注和说明，以及同一剧目的
不同版本。这为川剧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
大空间。

重庆市戏剧家协会原主席申列荣称，川
剧艺术博大精深，从书中可以看到巴渝文化
的精髓，“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研究院用行动做了很好的实践。”

“作为一名戏曲研究者，两年前，我就开
始关注这套书的出版。该书一次性集纳了
清末至上世纪80年代的601个川剧剧本文
献，很多文献十分珍贵且很难找。因此，这
套书对研究者来说，学术价值很高。”重庆师
范大学教授张志全说。

座谈会上，蔡敏、段庸生、唐德正、黄晓
东、张学文等知名专家学者，对该书均作出
了较高评价。他们认为，该书不仅为川剧理
论研究者、表演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资
料，更对川剧的传承保护弘扬大有裨益，具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创同类出版物之最 重现失传川剧绝活
《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出版发行

【【荐书台荐书台】】

《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共100
册）全书。 记者 韩毅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