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泰昌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活化石级国宝”，除了其不俗
的成就外，还因为和他交好的文坛
大家极其众多。

他既和民国年间就已经出名
的人物如张恨水、冰心、茅盾这样
的人物过从甚密，也和新中国成立
后成长起来的文化名人，比如陈忠
实等相知相惜。

这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他用
十分细腻朴实的笔调回忆了自己
参加工作以来所遇到的前辈故事，
回忆文字均为作者独家经历，所拍
摄的照片也是独家的，毫不夸张地
说，他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就是缩
写的中国文坛五十年的发展史。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本书所
涉及的文坛大家，多侧重于描写其
生活化一面，让读者在平凡中见其
不凡，领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以及
老一辈文化人的道德风骨。

（王 平）

文坛大家的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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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

大师巅峰之作
值得一读再读

吴泰昌《亲历文坛五十年》

讲述现当代中国文坛的人和事
这本书是一本亲历记，作者是已经80岁的

文坛宿儒吴泰昌。他置身文坛半个多世纪，这本
书是他文坛履历的细致写照。

大作家，多大的作家
也是一样，他不能网罗所
有的读者，不能使所有的
读 者 ，都 拜 倒 在 他 的 名
下。有的人就是不喜欢
他。比如短篇小说：莫泊
桑、都德，我也知道他们的
短篇小说好，我也读过一
些，特别是莫泊桑，他那短
篇小说，是最规格的短篇
小说，无懈可击的。但是
我不那么爱好莫泊桑的短
篇小说，我喜欢普希金、契
诃夫、梅里美、高尔基的短
篇小说。我感觉到普希金
的短篇小说和契诃夫的短
篇小说，合乎我的气质，合
乎我的脾胃。在这些小说
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热
烈的感情、境界。屠格涅
夫的长篇小说，我都读过，
我非常喜爱。他的长篇小
说，是真正的长篇小说，规
格的，无懈可击。它的写
法，它的开头和结尾，故事
的进行，我非常爱好。但
我不大喜欢他的短篇小说
《猎人笔记》，虽然那么有
名。这不是说，你不喜欢
它就不好。

每个读者，他的气质，
他的爱好，不是每个人都
一样。你喜欢的，你就多
读一些；不喜欢的，就少读

一点。中国的当然也应该
读。中国短篇小说很多，
但是我想，中国旧的短篇
小说，好好读一本《唐宋传
奇》，好好读一本《今古奇
观》，读一本《宋人平话》，
一本《聊斋志异》就可以
了。平话有好几部：有《五
代史平话》、《三藏取经诗
话》、《宋人平话》、《三国志
平话》。我觉得《宋人平
话》最好。我劝青年同志
多读一点外国作品，我们
不能闭关自守。“五四”新
文学所以能发展得那么
快，声势那么大，就是因为
那时候，介绍进来的外国
作品多。不然就不会有

“五四”运动，不会有新的
文学。我们现在也是这
样。我主张多读一些外国
古典东西。我觉得书（中国
书也是这样），越古的越有
价值，这倒不是信而好古，
泥古不化。一部作品，经过
几百年、几千年考验，能够
流传到现在，当然是好作
品。现在的作品，还没有经
过时间的考验和淘汰，好坏
很难以说。所以我主张多
读外国的古典作品，当然近
代好的也要读。⑦4

摘编自《亲历文坛五
十年》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上海文
艺出版社

作为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
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世界级
巨著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用他的文字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
读者。

《战争与和平》以四个家族的成
员经历为主线，但在战争与和平的
交替中，是各个阶级的寻常生活。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农民士兵，他们
既安逸宁静，又慷慨激昂；既有伟
大，又有耻辱；既幸福，又悲哀……
而当你把所有的这一切交织在一起
的时候，你便得到了那个时代最清
晰、也最完整的俄罗斯画像。

《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人民文学
出版社

塞万提斯是和莎士比亚同时
代的大文豪，他们一起撑起了文学
的文艺复兴时代。

这本书的故事很简单，讲述的
是一个年近五旬的人，因为沉迷骑
士小说，于是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
的骑士，从而闹出一系列匪夷所思
的笑话。这个持长矛战风车，抢脸
盆当头盔的男人，自始至终，都在
贯彻自己心中的理想，尽管现实处
处碰壁，然而他从未放弃的，就是
对做自己的坚持。

《远大前程》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长江文
艺出版社

主人公皮普是一个心思单纯
的孤儿，一次偶然的机会，爱上了
富家小姐艾丝黛拉，身份上的差距
使他陷入了挣扎。然而谁也不曾
想到，一位富翁从天而降，让他走
进了繁华的上流社会。然而，财富
渐渐侵蚀了皮普的内心，他甚至开
始漠视自己的家人。就在皮普以
为远大前程指日可待的时候，残酷
的真相给了他当头一棒……狄更
斯用一场幻梦的破灭，让读者认识
到，唯有善良、正直、仁爱，才是通
往远大前程的稳定依靠。

《恋情的终结》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江苏文
艺出版社

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销量长
盛不衰，却 21次错失诺贝尔文学
奖。《恋情的终结》则是他最高水平
的巅峰之作，故事的内容几乎是他
传奇经历的再现。

一位作家爱上了一个有夫之
妇，两人抛弃了伦理道德，肆无忌
惮地沉浸在爱情中。然而在一次
轰炸中，男主侥幸逃生，女主不辞
而别，一段恋情到这里看似终结。
但终结的永远只是恋情，而不是爱
情本身。⑦4

《妈 妈 走 的 那 一 年》
@Hedi：毫不掩饰地说，看到
这本《妈妈走的那一年》就被
书名吓坏了。剥下“诺贝尔
奖得主爱丽丝�门罗推荐”的
腰封，才看到小说的原名：
They came like swallows.
（Theycamelikeswallows来
自于叶芝的诗句）。网上也
曾 有 文 将 其 译 作《如 燕 而
至》，相比之下，现在的这个
译版更直白，闻者落泪、听者
伤心的即视感。只看书名都
以为它写得深情满溢，悲伤
四起。可读完才发现，这并
不是一碗让你潸然泪下，回
家拥抱母亲的人生鸡汤。但
它却会叫你深入骨髓地感
动，好似每个毛孔都在拼命
张开，紧跟着是深深的无力
感。

《己卯年雨雪》 @章某
某：鲁迅文学奖得主熊育群
跨越14年时间完成的史诗性

作品，以 1939年长沙会战为
背景，写战争与和平、民族仇
恨与和平之光。战争像一台
一经发动就无法控制的机
器，一步步把一对平凡的恋
人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把
正常人变成杀人魔王。作家
超越双方立场，从家国仇恨
中寻找真正罪恶的根本缘
由。

《当 代 传 世 诗 歌 三 百
首》 @午后的普洱茶：著名
诗人祁国潜心五年，从八万
首备选诗作遴选而成，被称
为“具有‘当代诗歌’美学特
质的汉语选本，是百年新诗
完成自足体系的杰出成果，
是向《诗经》《唐诗三百首》致
敬的经典诗选，是‘灵魂里的
当代中国’之全景写照。”

《家书：青年时期写给父
亲母亲》 @落羽无心：作家
裘山山的非虚构作品。作者
从父母留下的几百封家书入
手，在记忆回放中勾连起了
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中
的时代印记。在没有现代通
讯和网络的年代，一封封书
信将一个家分散在四面八方
的格局连成了一个整体，并
在若干年后的重新检视中，

发现了许多一度被忽视，却
很重要的细节。作品图文并
茂，配原汁原味的老照片若
干，立体地展现了一段记录
在书信中的家庭历史，也以
点带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
色。

《莱布尼茨写给康熙的
信》 @三笑：一部荒诞现实
主义小说，充满了讽刺意味，
书中人物围绕一封“假”信做
出种种行状的表演，揭露了
中国文化娱乐界的种种乱
象，具有极强的喜剧效果和
对现实的关照意识。

《品墨》 @ 人淡如菊：
《品墨》是罗久芳、浦丽琳、梁
文蔷精选其父辈罗家伦、浦
薛凤、梁实秋三位民国文宿
所珍藏的与文人名家往来信
札七十七通，时间跨越了一
个甲子。那些耆宿大家，当
时正值风华正茂、文采飞扬，
用卓尔不群的文人风骨凝于
笔墨当中，挥洒于尺素花笺
之上。字里行间流露诸多历
史掌故与逸闻，更为珍贵之
处在于其中一些书札为国内
首次发表。可谓是研究民国
历史与名人传记，欣赏书札
笔墨的最佳资料。⑦4

《亲历文坛五十年》吴泰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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