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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有些不真实，
但在一个月内，60 多万

人涌向一家书店购书的事情就是发
生了。

不久前，位于东京新宿闹市区三
越百货商店大楼里的淳久堂关门了。
这是一家老字号书店，由于日本出版
业越来越糟糕，业主决定将书店租让
给日本最大的家用电器连锁商。

提早知道消息的淳久堂书店店
员们下班后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工作
了这么多年，我们是否真正向顾客推
荐过我们想卖的书、喜欢的书呢？ 讨
论的结果让他们感到失望。 因为摆在
最前台的， 跟中国的大多数书店一
样，几乎是出版社砸重金主推的所谓
畅销书、主流书。 而那些“发光”的好
书，却因为作者的背景不够深或出版
社的财力不够大而埋没在书堆里。 在一切即将结
束前，他们决定坦诚一把。 他们分头将自己喜爱
的书挑出来，放在搭眼的位置，配上亲笔写的书
评。 有位女店员专门推荐儿童文学，她写道：作家
和书籍，你是我永远的单相思。

消息在网上传播开来，他们写的推荐语也被
人们在推特上疯狂转发。 也许，21世纪最贵的就
是真诚，当这个名为“说真的，我们想卖的其实是
这些书”的策划被推广出来，人们就忍不住了。

同样的做法或许也适用于身为教师或家长
的你。 当你在孩子的书单上写下一串长长的书名
时，哪些是你认为真正值得、适合他们阅读的“发
光”的好书？ 你是否也经常被高压的读书传统绑
架，往家里搬《你不得不读的中华经典 100本》之
类的系列丛书，尽管它们可能只能当成摆设？ 大
家都在问， 为什么现在孩子的阅读量在慢慢缩
减，坦诚一点，或许就有不同的天地。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文革”很
反感，对课程很挑剔。 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有
一门马列主义经典选读，选的是列宁的《国家
与革命》。 他们听了，居然不能接受，联名上告
系主任，将这门课取缔了。

龚祥瑞：《盲人奥里翁》———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稼祥的推荐（著
名学者，代表作《公天
下》）

阅读寄语：阅读虽
然不能确保你上天堂，
但肯定不会下地狱。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
洲史》
约翰·赫斯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精简到令
人欢喜若狂的程度。

野夫的推荐（著名作家、
诗人，代表作《乡关何处》）

阅读寄语： 文学不能只
有爱情。

《让“死”活下去》
陈希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推荐语：我曾为史铁生
先生推过轮椅， 其人其文，
当世无多。 这是嫂夫人的追
忆文字， 其中患难情谊，弥
足珍贵。

□ 张佳玮

好故事都需要些负面元素

18世纪的法国，法国首席女画家路易丝·勒布伦家是名门，祖上
夏尔·勒布伦，乃是 17 世纪法国画院祖师爷，所以路易丝女士也能
跟宫廷里行走。

后来法国闹大革命，路易丝奶奶逃去了俄罗斯。 毕竟是宫廷画
师，哪儿都有饭吃。 于是，传说有位俄国侯爵，军功出身的粗鲁汉子，
法语很磕巴，请勒布伦奶奶给画大壁画：“裸体越多越好！ —咱们好
批判他们！ ”

张爱玲小说《等》里头写，民国时期，上海有些俱乐部放电影：战
争片，死者枕藉。 有些老爷，就希望看“打得激烈些的”，说穿了，就是
“人死得多些的”。

实际上，还远不止此。 好故事都需要些负面元素。
比方说，施耐庵写《水浒传》，里头净是些杀人放火、抢村掠镇、

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家伙。 施耐庵也聪明，从来不说这批人是道德
模范，却说他们是一百零八魔星。

《红楼梦》里，曹雪芹老是借别人之口，说贾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呆傻痴、不世故、腹中草莽。你如果真觉得这是批评他们，那就着了道
儿啦。

如果你看《荷马史诗》，会发现阿喀琉斯暴躁残忍、奥德修斯狡猾
奸诈，都不是好人。

法国人总结莎士比亚开了“黑色浪漫主义”先河，就因为他笔下
也都是些群魔乱舞：麦克白篡位刺王、奥赛罗暴躁吃醋害了老婆、李
尔王耳根软结果亡了国；《西游记》里唐僧耳根子软，猴子也不是什么
大善人，猪八戒一身毛病，最敦厚老实的沙僧反而最没戏。

实际上，这是伟大文艺作品的通例：滥好人做主角，剧情就没法写。
世界和平当然是大家的理想，但在虚构的文艺作品里，情色、杀

戮、阴谋、粗犷、骄横，才能编制出华丽的故事。只是大师们都很聪明，
总会做些铺垫，比如把梁山好汉和孙悟空都说成妖魔鬼怪，把贾宝玉
归为草莽，把裸体画归到罗马荒淫时代，然后边欣赏边批判。

高考作文出题，年年苦为谈资。 出得正
了，人民嫌呆板；出得偏了，人民嫌浪荡；引
经据典，人民嫌陈腐；结合时事，人民嫌功
利。而且每年总要流传几本《高考零分作文》
和《高考满分作文》的作文书，其实不过指桑
骂槐，拿来跟教育制度开炮似的。

其实教育制度虽有问题， 但考场作文，
实在当不得真。

中国以科举选拔文官，唐宋之间，先是
请士子写策论，其实是考士子的时事政才兼
考文章。本来科举是公务员考试，务实为主，
又不是选拔文艺创作青年， 所以考场作文，
算是给文艺青年们留了条路。唐朝时甚至还
考过诗，于是钱起先生在《湘灵鼓瑟诗》这题
目下写出千古考场第一诗句来：“曲终人不
见，江上数峰青!”

但考场好诗，也就到此为止；考场好
文章，也殊为难得。 韩愈这种继往开来、

博古通今的大才子，文章上无所不为，其
实也有黑历史。 他老人家考完后，回身一
读自己的考场作文， 甚为羞臊，“颜忸怩
而心不宁者数月”， 几个月都羞羞答答，
简直想否认那是自己写的东西， 但回身
一想，还是考场作文这体例太没劲了，明
明是考试制度有问题嘛！ ———还特意搬
出司马迁、孟夫子、司马相如、杨雄、屈原
这些心中偶像申斥道： 这五位如果蒙了
名字去参加考试， 估计也考不中 !———这
就像我们现在说：高考英语之难，美国人
来考也考不好 !
� � � � 唐朝时，科举制度没太规范，不少士子
跟贵族们一勾兑，就能免去考场里写些让韩
愈恶心的文章。 王维年少时，听说太平公主
内定了位叫张九皋的做头名， 于是打通关
系，酒席间给公主弹了首《郁纶袍》琴曲，再
献诗文。 公主心醉，当场就定他为头名———

这故事听来浪漫，但如果搁到现在，就是营
私舞弊了，自然是不好的。 不过反过来想想：
王维文章清新如画， 真进考场里谈为政用
刑、财赋军资，也煞风景得很———你会想让
王羲之去刷“多快好省，提前完成任务”的大
条幅吗？

当然了，韩愈其实也有点理想主义。毕
竟考场作文这事，就是看个大概根基。对唐
宋八大家级别的才子的确该少些拘束，但
对普通人来说，题目出得太超前，人家真没
法子写。 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 科
举考试时为了显得新潮，出了个《项羽拿破
轮论》， 大概想把两位旷世名将来个比较
吧。可怜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
拿个破轮子， 上来就想当然， 发了一句感
慨， 遂成千古考场作文经典：“以项羽拿破
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
人善用之举也!”

考 场 作 文 当 不 得 真
□ 信陵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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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艺文

●1946 年，苏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以
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为靶子
的批判运动。 法捷耶夫在批判大会上做报

告，他严厉谴责两位作家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还批评诗人帕斯捷
尔纳克“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人民群众生活”。 可是几天后他同
爱伦堡聊天时忽然说：“您想听听真正的诗歌吗？ ”接着便朗诵起帕
斯捷尔纳克的诗来。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一本书后面留下了轰动一时的一段批
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 ”批
示中的“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出现失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 一时
间，大家手足无措。 于是，请来两位教授予以论证。 两位教授接受这
一任务后，备感荣幸，认为必须从正面来阐释领袖批示的含义，要有
较深刻的理论色彩，以得到领袖的赏识。 经过一番讨论与思索，得出
的结论是：“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
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绝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 ”编辑为慎重
起见，拿去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的批示是：“笨蛋，此系误笔！ ”

●美国总统约翰逊任职期间对手下人十分严格，喜欢讲他们的
不是。 一次，他走过一个同事的座位，看到他的办公桌子上堆满了文
件，就故意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乱七
八糟。 ”这样，同办公室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位同事费了好大的

劲， 才在约翰逊第二次巡视办
公室前把文件整理好了， 并清
理了桌面。 约翰逊又来到办公
室时， 一看原来乱糟糟的桌面
变得空空荡荡， 于是说：“我希
望你的头脑不要像这张桌子这
样空荡荡的。 ”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拉
斐尔·科恩在美国哲学界和教
育界都很有声誉， 曾任纽约学
院和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

一次， 在他上完哲学导论
课后， 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

“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
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
上都戳了一个孔， 可又没有提
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无所适从了。 ”

“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干过许
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亚斯王的 3000 年未打扫的牛厩，难道非得再
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

毕飞宇的推荐 （著名作
家，代表作《推拿》）

阅读寄语：当你教育别人
去学习的时候，有几点是非常
重要的。第一，你得有耐心。第
二，最好循序渐进。

《朗读者》
施林克 著
译林出版社

推荐语： 这样一个时代，
读这样一本书，可以为自己的
脑袋洗个澡。

俄罗斯独立以后，所有的学校历史课都停
了。 可是，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课也不行啊，结果
就把一个法国人写的俄罗斯历史翻译成俄文，
暂时替代。 俄罗斯的教育部说：“我们俄罗斯的
历史都是进口的。 ”

马国川：《告别皇帝的中国》———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日本人的牙齿，自古不佳，最大的毛病是长
得里出外进，还有的长得层层叠叠。 这种问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给日本人带来极大的
麻烦。 他们选拔飞行员的时候，一半以上被淘汰
的原因竟然是牙齿不齐。 牙齿不齐，就无法咬紧
氧气面罩，所以不能当飞行员。 这个先天的缺陷
制约了日本飞行员的数量和素质。

萨苏：《在日本，我忍不住又笑了》———湖南
文艺出版社

进口的历史

恢复高考后的学生选课

日本二战失败
与牙齿不齐有关

非常话语

荐书会

微书摘

浮世绘

七日谈

《非常道Ⅱ》
余世存 著 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