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文學的筆調和哲理型的思考有機
結合，乃是《三更有夢書當枕》

呈現出來的寫作特色。這與作者本人既
是作家、又是哲學博士，既從事文學創
作、也進行文學研究有不少關聯。因
此，全書文字語言的佈局顯得生動、文
章的說理上顯得完整、嚴密而有力，是
近年來中國內地文化評論文集中富有代
表性的優秀作品。

側重地方文學的多樣化生態
《三更有夢書當枕》對文化熱點和時

事進行了非常深度、辯證和全面的剖
析，沒有停留在傳統文學或文藝評論的
敘事框架中，而是積極與文學發展的進
行時進行互動。誠如社會大眾所知，方
言的存續與否已經成為近些年來中國內
地社會文化發展的一個焦點議題。部分
地方例如廣東，方言的社會運用甚至引
發了巨大爭議和討論。當人們將方言簡
單定位為社會大眾空間的交際時，作者
則在《三更有夢書當枕》中對方言和文
學創作的關聯性展現了一位資深作家的
獨到見解。
《方言應為作品添彩而不添堵》是

《三更有夢書當枕》中的一篇文章，比
較有趣的是，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首先對
「方言文學」的概念進行了系統化定
義：即這樣的作品應當是以方言作為寫
作母語和思考方式的作品。因而，夾雜
了方言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也就不能夠
被看作是方言文學。作者認為，方言能
夠展現一個地方的文化和風土人情，在
文學創作中使用方言乃是具有意義和價
值的做法。但作者同時也指出，方言的
使用應當以讀者能夠明白、讀懂和接受
為界限，因為只有顧及到讀者的感受，
才能夠避免製造閱讀障礙。
顯然，方言的運用是中國當下文學環
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語境或文化課題。

作者沒有忽略這樣的文化現實，也沒有
陷入到簡單的方言存廢的爭議中，而是
從文學創作和文化傳承的角度對方言的
文學功能進行了定位。

眾聲喧嘩中的冷靜思索
國學熱成為了近年來中國內地的流行

風潮，各種兜售復古思想的論調在國學
的名義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甚至有
所謂「女德講師」出來推崇三從四德等
封建觀念。在如此的文化氛圍下，作者
的《人的發現與人的解放：略論周作人
的人道主義思想》是一篇較為學術性、
但很質樸的文章。此文透過對周作人解
放婦女和兒童的思想的分析，表達出了
反對封建社會壓抑女性和兒童的人文情
懷。而否定女性解放價值觀，毫無疑問
在作者看來，是壓抑人性、違反人道
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指出，今人不應當以苛
求的方式去看待前人例
如周作人的研究，畢竟
即便在今天，有些研究

還達不到前人的高度。這可以說是對時
下一些毫無原則的復古論調的鮮明反
擊。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固然需要汲
取，但是一旦到了復古和崇古的地步，
則必然會讓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社會進
步和變革的成果毀於一旦。文學創作、
文學研究固然是一個文化從業人士或工
作者自我的行為，但不應當對社會文化
的熱點視而不見。《人的發現與人的解
放：略論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學
術化的語言表達了對百年來中國女性進
步的肯定，這在某個層面上也是對無原
則的復古思潮的一種否定，顯得可貴而
及時。

文人的價值：記錄時代
通讀《三更有夢書當枕》，文字中

所展現的是文人對於美好社會的想像

和追求，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以來
的精神家園和價值，也是文人介入社
會的一種方式。此書既有雜文一樣的
犀利和深度，部分文章則是作者以散
文化的文筆描繪對生活的所思所想。
感性的文字和理性的思考結合在一起，
是當代作家寫作能夠大眾化的要義，顯
然，《三更有夢書當枕》的作者做到
了。這不但是一本書，而是一個文化現
象本身。固然，將自己的文字記錄成書
是流行的文字方式，但書的價值永遠在
於它和社會的關係，或者說，是作者和
社會的關係。作者在《三更有夢書當
枕》中倡導文學依舊應當具有現實主義
的品質，而現實主義本身就是知識階
層、文化階層對社會和弱勢的關懷，對
社會正義的追求，是眾聲喧嘩中的獨立
品格和操守。當文字不再是修飾，當文
字成為價值觀本身，文字才具有鮮活
的意義和無窮的生命力。這或許是
《三更有夢書當枕》帶給文化從業人
士和文字工作者的一大啟示，也是書
中的思想情懷。

三更有夢三更有夢
書有情懷書有情懷
《《三更有夢書當枕三更有夢書當枕》》不僅是一本契合文化熱點與個人思考的不僅是一本契合文化熱點與個人思考的

文集文集，，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作者是中國內地作作者是中國內地作

家家、、資深媒體人徐可資深媒體人徐可。。在文化資訊大流行在文化資訊大流行、、各種文化現象層出各種文化現象層出

不窮的當今時代不窮的當今時代，，對人文現狀進行深度思索乃是作者在寫作中對人文現狀進行深度思索乃是作者在寫作中

呈現出的極大特點呈現出的極大特點，，也是該書特別具有價值的地方也是該書特別具有價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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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騎士團長

自1Q84後睽違七年，村
上本格長篇小說巨作。前中
年男子遇上婚姻危機，獨自
出遊以尋找答案與出口，卻
在朋友深山中的房子中發現
一幅名為〈刺殺騎士團長〉
的畫作，從此男子的世界開
始發生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
件……《沒有色彩的多崎
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沒
有女人的男人》之後，村上

春樹再次展現他筆下奇幻世界的獨特魅力。從不具名
的畫家着手，對手是在生命歷程中我們皆有可能面臨
到的困境：婚姻愛情的渴求、事業創意的枯竭與再
現、道德人性的糾葛抉擇、死亡疾病的恐懼、親人離
世的釋懷寬慰，無一不是貼近切身的命題。這是個迷
人且容易閱讀的故事，猶如推理小說一般，令人迫切
想得知隱藏在畫作背後的真相、推開畫家與委託人身
邊的一團謎團，等到進入迷霧之中，這才驚呼我們進
入了另外的一個世界：一個充滿意念與隱喻的世
界……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時報文化

伊斯坦堡三城記

牛津、劍橋最會說故事的
歷史學家，花費10年心血
琢磨愛戀的絕美之城。作者
以史詩般的敘事、詳實的考
察與熱情的筆調，帶領我們
探索伊斯坦堡如何能在長達
數千年的光陰中成為世界的
中心，並探究她在天主教、
東正教、伊斯蘭教的影響
下，如何展現她既善變也不
變的特質。伊斯坦堡的歷

史，就是世界史的縮影；在了解這座城市的故事後，
也將勢必改變你對「全球化」的理解和看待世界的方
式。

作者：貝坦妮．休斯
譯者：林金源
出版：究竟出版社

希望莊

日本國民天后宮部美幸
《無名毒》系列最新傑作。
原本是童書編輯的杉村三
郎，婚姻破裂後隻身返回故
鄉，卻陰差陽錯地走上截然
不同的人生路──成為私家
偵探。一日，一名男子上
門，表示父親住院期間頻頻
慨嘆「我殺過人」。杉村着
手調查往昔的相關人士，竟

找到最近一件女性遇害案的關鍵線索。老人奇妙的遺
言，是臨終的懺悔自白？還是，隱藏着難以啟齒的苦
衷？在生活的大震盪後，杉村又經歷311大地震。無
法避免的社會裂縫，為他帶來一件又一件「尋人」任
務：早該死去的老婆婆，打扮得雍容華貴出現在別
處；女高中生希望能調查母親失蹤的戀人……杉村不
禁懷疑，除了揭露真相，「偵探」還有什麼能耐？

作者：宮部美幸
譯者：王華懋
出版：獨步文化

水底的妳們

《列車上的女孩》 作者
珀拉．霍金斯新作，攻佔
13國小說冠軍。上癮般研
究跳河自殺史的女作家，留
下道別紙條後揮別人世的女
學生，她們都葬身在此，然
而最駭人的秘密，從未隨着
她們沉入水底。牽涉此案的
人們，生命中都有一個女孩
喪命河裡。小說隨着每一個
人的自白越走越深，不同的

女孩，身後留下相互矛盾的線索，讓案情陷入膠
着……直到那份爭議書稿浮現駭人字句：這條河不是
自殺聖地，而是處理棘手女孩的地方。記憶可能是一
場騙局，當心平靜的表面──你永遠不會知道下面藏
了什麼。

作者：珀拉．霍金斯
譯者：蘇瑩文
出版：寂寞

焦渴者

北歐犯罪小說家尤．奈斯
博「哈利‧霍勒警探」系列
最新力作。奧斯陸出現了渴
望鮮血的連續殺人犯，幾天
內兩名女性接連在家遇害，
她們的喉嚨遭到尖牙利器刺
穿，流血至死，而且家裡沒
有遭強行入侵的痕跡。最令
人駭異的是，現場發現的血
跡量遠少於死者身上所流失
的血，兇手甚至在第二名死

者家打了一杯血果汁。兇手是誰？是三年前逃脫制裁
的變態殺人犯？還是吸血鬼症患者？

作者：尤．奈斯博
譯者：林立仁
出版：漫遊者文化

書評

本書作為首部朱光潛先生的經典作品
選編，除了美學、文藝理論等領域，還
編入了他的數篇散文作品。內容豐富扎
實之外，言簡意賅，通俗易懂，讓人豁
然開朗，雖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
章，當下讀起來卻並不覺得過時。
人生「某部分是實用活動，某部分是

科學的活動，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動……
完整的人生見於這三種活動的平均發
展。」關鍵在於「離開藝術也便無所謂
人生，因為凡是創造和欣賞都是藝術的
活動。」人都需要來回穿梭於生活現實
與精神活動這兩個國度，差別只在於其
疆域取得怎樣的平衡。欣賞本身也是一
種創造，「美感活動是人在有限中所掙
扎得來的無限，在奴屬中所掙扎得來的
自由。」不如意十常八九，「倘若他的
精神能夠超脫現實，現實的困難當然就
不能叫他屈服，以為他還可以在精神世
界求安慰。」這是創造性的開疆拓土，
「積極方面說，超脫現實，就是養精蓄
銳，為征服環境的預備。就消極方面
說，超脫現實，就是消愁解悶，把樂
觀、熱心、毅力都保持住，不讓環境征
服。」比如「為文藝而文藝」的人以為
文學的妙處正在它無用，「人們不憚煩
要作這種無用的自由活動，才顯得人是
自家的主宰，有他的尊嚴，不只是受自
然驅遣的奴隸；也才顯得他有一片高尚

的向上心。要勝過自然，要彌補不完美
的成為完美。」
曾國藩曾寫信對他的三弟說：「詩文
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
值一錢。」歷史上留下的詩浩如煙海，
有價值的實屬鳳毛麟角，撇開高尚的向
上心不說，即便是作詩的人比讀詩的人
還要多，不覺得無聊的人比無聊的人還
要無聊，它還是有存在的意義。因為冷
漠的外衣會緊裹一顆脆弱而緊張的心，
虛幻裡也包含可憐的希望，用希望之盾
去抵擋一陣空虛與失敗，才不至於走投
無路地絕望。
「人類比其他物類痛苦，就因為人類

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類重要。人類中有
一部分人比其餘的人痛苦，就因為這一
部分人把自己比其餘的人看得重要。」
朱光潛從古今中外的許多大哲學家、大
宗教家和大藝術家探索的人生理想中得
出三個簡單的結論：「一個是人生理想
在看戲，一個是演戲，一個是它同時在
看戲和演戲。」那麼重要角色，就必須
演出他們理想的劇本，令人難堪的是，
舞台上的衝突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現
實中的衝突卻容易引發悲劇。比如《孝
經》開宗明義說：「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可是遇到
清初的剃髮令，順治帝說衍聖公孔聞謤
提孔府免剃髮的請求「已犯不赦之條，

故 念 聖 裔 免
死，況孔子聖
之時，似此違
制，有玷伊祖
時中之道」後
就 比 較 麻 煩
了。一方面是
「孝之始」的
原則問題，一
方面是孟子說
的「孔子，聖
之時者也」，
最重要的是關
乎性命，也就只好剃了。「儒家能看戲
而卻偏重演戲，道家根本藐視演戲」，
因為儒家要佔領高地，以便居高臨下，
就像孟子說：「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
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在魯國境內，所
以天下東山最大……釋迦牟尼也說「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可是不少梵鐘上
鑄有「皇帝萬歲，重臣千秋」字樣，或
者「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以行其方
便，道家則「為而不有，功成而不
居」，所以可以藐視演戲，人最難忘的
就是自我的存在，藐視演戲是不容易
的。按照叔本華的說法，演戲出於一種
意志，「意志起於需要或缺乏，一個缺
乏填起來了，另一個缺乏又隨之而來，
所以意志永無饜足的時候。慾望的滿足

只『像是扔給乞丐的賑濟，
讓他今天賴以過活，使他的
苦可以延長到明天。』」
「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

地方美」，美需要一個合適
的距離，「嶄新的環境中，
我還沒有認識事物的實用意
義，事物還沒有變成實用工
具」，還有那些歷史佳話；

往事回憶，都因為「當時和實際人生距
離太近，到現在則和實際人生距離較遠
了，好比經過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
它原來的辣性，只留下純淡的滋味。」
在迫於實際生活需要的同時，需要一些
看淡利害的情感關照，然後才能感知和
欣賞美。於是在主體性的支配地位上，
不斷讓變異出的新奇創造，像白雲那樣
飄逸，夜夜進入夢裡，像鮮花一樣美
麗，天天映入眼簾，像溪水一樣清澈，
時時注入心田。如此，就不會像日本作
家永井荷風所說：「為了單純的生活問
題，金錢世俗的煩惱，像迷路的狗一
樣，垂頭喪氣地厚着臉皮又回到了舊
巢。」因為自己正在創作自己的生命，
正在貢獻於社會的努力，也不是別人能
夠代表了去的。

往來於兩個國度 《厚積落葉聽雨聲》
作者：朱光潛
出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文：龔敏迪

■■周作人周作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