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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武昌长江岸边的

黄鹤楼因唐代诗人崔颢的

《黄鹤楼》 诗而家喻户晓。

《题写名胜》以小见大，从李

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

考察他对崔颢的 《黄鹤楼》

诗所做的不同回应， 并以此

为线索， 将前后相关的一系

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

讲述唐代诗人通过具体诗作

展开模仿与竞争的故事，进

而探讨了诗歌的创作实践以

及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和文

化现象。作者以融通中西、多

年沉淀的见解和学识， 为耳

熟能详的唐诗作品阐发新

意， 将给喜爱唐诗的读者带

来启发。

《题写名胜》

商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 3月版

作者简介：

周之江，男，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贵

阳，大学本科，中文专业。 曾在媒体工作

十八年，从记者、编辑做到总编辑，现为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 少时

即习字刻章，皆不足道。 嗜读书，喜爬格

子———严格说是敲键盘。

世间可以重温的东西不多，好在书籍、电影、音乐和美食不在其列。 单说图书，就跟邂逅故雨旧

知有些相似之处，情怀杀和辣眼睛的可能性，一半一半。 不管怎样，真正的好书，终归“不厌百回

读” ，隔上些年头，再度遇见，展卷还能“添新味” ，这样的书籍或是朋友，绝对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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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谢尼耶夫的两册 《在乌

苏里的莽林中》，是我高中时期初

见便倾心， 而后每隔几年重读一

遍且始终不厌的心头好。

庋上所插的版本有二， 一为

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千零五年的重

印本，译者是王士燮、沈曼丽和黄

树南， 一为老友杜彦之去年所赠

的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内部发

行本， 译者署名为黑龙江大学俄

语系翻译组。 而据黄树南先生的

回忆， 参加译校的人员还有卢康

华、张大本、张寰海、李石民、李景

琪、姜长斌、俞约法、鲁桓等同志，

“当时出版这个中译本，是作为中

苏关系史料的一种，内部发行” 。

跟我有同嗜的还有画家曹琼

德兄，好像是去年夏天约饭，坐在

河滨茶室户外的院子里， 凉风暂

至，酒至半酣，偶然提及此书，他

几乎要跳起来，“你居然读过？！我

喜欢这书三十年了， 第一次有人

跟我提起” 。 于是话题打不住，把

其他朋友通通撂在一旁， 狠狠地

聊了一回，快意无比，比夏夜的清

风和贵州的土酒都更叫人开心。

说回《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虽是纪实性的考察笔记， 全书却

有一位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德尔

苏·乌扎拉。

此公何许人也？

一九零二年，俄国探险家、民

族学家、 地理学家弗·克·阿尔谢

尼耶夫第一次在乌苏里山区与他

相遇时， 这个赫哲族猎人大约是

五十三岁———换言之，德尔苏·乌

扎拉出生在一八四九年前后。

阿尔谢尼耶夫用了差不多一

页篇幅来描写德尔苏·乌扎拉的

外表，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粗壮结

实、 个子不高的土著汉子，“目光

安详又带点稚气” 。

这个孤苦伶仃老头的早年生

活已不可考，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中记录的

一些片断，拼凑出大体的轮廓：德

尔苏·乌扎拉是世代居住在乌苏

里原始森林的赫哲族人， 老婆孩

子早就离世了， 自己一直靠打猎

维持生活，“他得到鹿茸， 想法卖

掉。 再从中国人那里换来弹药、烟

叶和做衣服的布” 。

这是一个在森林里有着不可

思议观察力的神奇人物， 他能从

脚印、气味、风向等等一切蛛丝马

迹入手， 推想出最近发生在森林

的故事，八九不离十。 德尔苏·乌

扎拉“与大自然已经浑然一体” ，

“更确切地说，他与周围的环境总

是和谐一致的” 。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山区

的多次考察活动中，德尔苏·乌扎

拉一直充当其向导。 接触越多，阿

尔谢尼耶夫越感觉到这个奇人身

上伟大而质朴的品格，“这种原始

共产主义精神好像一根红线，贯

穿他的一切行动。 他把自己打到

的东西平均分给所有的邻居，也

不分民族界限， 而且给自己留的

跟分给别人的一样多” 。

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 德尔

苏?乌扎拉大约应该属于所谓“万

物有灵论” 者，他把万事万物、飞

虫走兽一律视为“人” ，甚至在他

眼中，鱼雷艇也是有感情、会生气

的“活物” 。 他甚至不能容忍往火

堆里烧掉吃剩的食物，因为，森林

里还有其他动物可以享用。

读书至此，你真的会觉得，这

个一百年前的猎人， 大概比我们

更懂得如何与自然相处之道。

他还是一个枪法精准的射

手，扔在空中的鸡蛋大小的石头，

十块能打中八块。 不过，一九零七

年， 猎人在步入五十八岁时出现

老态———他一向引以为傲的枪法

开始失准。 这让德尔苏·乌扎拉恐

慌不已，要知道，一辈子以打猎为

生，视力衰退，就等于死亡。

阿尔谢尼耶夫感到，自己“非

常可怜这个老头” 。 次年初，结束

考察工作后，他将德尔苏·乌扎拉

带到哈巴罗夫斯克， 希望后者能

在城市里衣食无忧地度过余生。

德尔苏·乌扎拉并不愉快，他没有

办法适应全新的生活， 他要回到

山里去。 两个星期以后，有人在赫

赫齐尔山区发现了德尔苏·乌扎

拉的尸体。

这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难

怪一九七五年日本大导演黑泽明

会选择他作为主角拍摄同名电

影。 可惜的是，最近国内翻译的黑

泽明自传《蛤蟆的油》只写到一

九五零年便戛然而止。 这一年，黑

泽明拍摄了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

的名片《罗生门》。

在《罗生门》一片诞生二十

五年后，《德尔苏·乌扎拉》 再一

次让黑泽明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奖。 尽管将回忆定格在一九五

零年，以至于黑泽明那些关于《德

尔苏·乌扎拉》拍摄的种种逸事湮

没无闻，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 但

《蛤蟆的油》一书结尾处，黑泽明

却写道：“从《罗生门》以后的我

的作品的人物中， 去认识 《罗生

门》 以后的我， 我认为这样最自

然，也最合适。 ”

从一九五零年的 《罗生门》

到一九七五年的 《德尔苏·乌扎

拉》，从莜竹林中的谋杀事件到乌

苏里大山里的孤独猎手， 从揭示

社会人的自私诡谲到悼念自然人

的浑然天成。 一言以蔽之曰：渐近

自然。

我最近一次重读此书， 是在

差不多两年前， 当时在微信朋友

圈里抄了其中的一段文字， 因几

乎就是《三体》里“黑暗森林” 理

论的现实版：“在乌苏里地区的原

始森林里随时可能碰见野兽，必

须有所准备。 但是最不愉快的事

却是碰见人。 野兽见人就跑，只有

在受到追捕时才进行反扑。 遇到

这种情况，双方———人和野兽，都

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碰上人就是

另外一回事了。 原始森林里的见

证人只有上帝。 这种情况使人养

成一种特殊技能：一看到生人，立

即隐蔽起来，准备射击。 ”

这是经典重读的乐趣之一，

即每读总有新的发现，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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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一百年前的猎人，

早就洞悉了与自然相处之道

在每天的沟通中，我们

都在对周围人的好与坏作

出评价。但我们的赞扬与责

备客观真实吗？我们要如何

提升这项能力呢？ 作者特

丽·阿普特将 30 年的研究

成果凝聚于此书中，揭示了

赞扬与责备的机制是如何

在亲子、夫妻、朋友、同事，

甚至陌生人之间运作的。赞

扬不仅能表达喜爱，还可能

涉及利用与讽刺；责备不仅

与不满有关，还可能隐含着

歧视和推脱责任。通过阅读

本书，读者将对自己和他人

的心理活动、需求和真实意

图产生更深的理解，实现更

好的沟通。

《赞扬与责备》

(英)特丽·阿普特 著

韩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年 1月版

日本芥川奖得主又吉

直树的这本 《东京百景》，

由 100 篇小短文串联而成，

记录了他十八岁从大阪到

东京为艺人梦想打拼的十

年经历，十年间他走过东京

的大小角落，与之相关的记

忆与心绪点缀其中。 又吉将

写作的重心放在了具体心

境而不是一景一物上，台场

和晴海夜空绽开的绚烂花

火，吉祥寺口琴小街热闹的

居酒屋，太宰治留下著名照

片的银座老铺酒吧……又

吉的名作《火花》中的种种

场景细节和原型都能在《东

京百景》里找到影子，可以

说《东京百景》是《火花》

的原点。

《东京百景》

(日)又吉直树著

毛丹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 3月版

新书上架

南都

同名电影海报

德尔苏·乌

扎拉本尊的

真实照片

电影剧照

此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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