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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为您推荐——
—

《慈悲与玫瑰》

`

冯唐《搜神记》
是不是油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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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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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熊培云的书， 仿佛听一曲美妙
的音乐，有余音绕梁之感。 如果说，他
先前的作品侧重于处理人与世界的关
系，那么，《慈悲与玫瑰》则转为向内，
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 他的长篇“自
序” 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一个人进山
找神，找了一辈子，最后才知道山顶上
的那个神就是他自己。”这句话最能代
表他的思想成果。看得出来，他是自信
的，秉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乐观
主义就源于他对十八世纪以来启蒙主
义、人文精神的信仰，尽管有时也会显
得有一点忧郁和忧虑。
（解玺璋，著名文艺评论家）

艾丹透露艾青小秘密

【冯唐，原名张海鹏，1971年生于北
京，医学博士，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现
为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高级董事总经
理，主管医疗领域投资；他是诗人、作家，
古器物爱好者， 主要作品包括 《万物生
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
《欢喜》《不二》《女神一号》，散文集《猪和
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如何成为一
个怪物》《三十六大》， 诗集 《冯唐诗百
首》，还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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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写的不是黄书
在说冯唐之前， 先说一则轶
事——
—
我在网上说了要写冯唐， 一位女
网友告 诉我 ：“儿子 的 女同 学 向我 告
状，说他在看冯唐的书。 ”我问：“那你
自己去看了没有？ ”“我看了， 觉得还
好，不是很黄。 ”
冯唐真的很“黄”吗？ 今年8月上海
书展，我和冯唐打招呼：“你好，我看过
你的书。 ”
他微笑：“看过我的黄书。 ”
“
《不二》算黄书吗？ ”
“不算。 ”
在那次书展上， 冯唐发布了他的
新书《搜神记》。 这部书他花了一年半
时间筹备、完成，有一些热度，但是热
度不及他随手制造的“油腻” 来得迅
猛。
10月27日他发表文章 《如何避免
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到目前
为止有了上千万的阅读量，“中年”“油
腻”“猥琐”等词火爆社交媒体，网民们
还写出各种引申副产品比如 《中年油
腻女12条标准》等等。
还有不少人跑到冯唐的公号下面
留言：“世道乱了，贼喊捉贼”，“有没搞
错？ 这人也属最油腻的一种”。
网络风向就是这么难以捉摸。 其
实冯唐那篇爆款文章并无多少新意，
其中诸如“坚持健身”“修剪鼻毛”等一
些话， 他以前都说过； 中年男性容易
“油腻”，也不是他先提出来的；反而他
的《搜神记》值得读一读。
想加入“武 汉
晚报读书群”吗？ 想
与其他爱书人一起
讨论、一起进步吗？
请扫描二维码，加
“晚报读书助手”为
好友，由“晚报读书
助手”邀请进群。

《搜神记》有7篇故事外加一篇
《自序》。 冯唐在新书发布会上开了
个玩笑，大意是他手机上的APP都
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如果他某一天
看了个性感女明星的照片， 那些
APP此后就一个劲地推送性感女
明星给他，目的是“偷走”他的钱或
时间。 冯唐又说，人今后抚摸最多
的东西将是手机，手机会收集各种
数据，会比主人的女友更了解主人
……
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带来的
不可测未来，冯唐在《自序》里表达
了核心理念：“用兽性、人性、神性，
对抗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 ”整个
《搜神记》就是围绕这个理念展开。
兽性就是动物性， 饮食男女；
人性就是贪嗔痴、爱欲恨、求不得，
对真情实感名利财色的各种焦虑
渴望又害怕失去；神性则是臻于极
致的创造力和悟性， 所谓不疯魔、
不成活。
很有生意头脑的冯唐还推出
了视频节目《搜神记》，去采访那些
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神人”，说是
要把搜集素材写小说的过程影像
化，但实际上7个故事里只有3个是
在视频中出现过的。
这3个故事都好看。
—一个取材于日本
——
“天妇罗
之神”早乙女哲哉及其徒弟。 冯唐
把故事安排到日本幕府时代，让绝
顶厨艺成为一场政治阴谋与刺杀
的作料；
—一个取材于冯
唐的 好友
——
罗永浩及其手机事业。 冯唐让主人
公接收到乔布斯临终留下的海量
信息， 多年以后制作出“灵魂手
机”；
—还有一个，则是以艾青的
——
小儿子艾丹为原型创作。 这个故事
如果只看文本， 可能会觉得枯燥，
就是两个文人之间喝酒聊天。 可是
要和视频节目结合起来看，就特别
有意思。 艾丹曾经担任艾青的秘
书，本人是作家、古器物收藏品鉴
家、京城著名闲人。
艾丹有个特点，每次饭局必然
早到。 他说这源于给父亲当秘书，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个正式
工作，这个正式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陪我爸和客人吃饭， 在什么地方、
和谁吃、什么时候吃、点什么吃、吃
的时候说什么、 说什么的先后次
序、谁买单、如何推让等等都是大
学问。 ……我爸和别人吃饭，他总
是要早到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他说
这样有好处，第一，把迟到的压力
给客人， 要他们配合点事儿容易
些；第二，你我父子俩坐在这里看
看屋外，等你老了，你就可以和自
己说， 你和我一起看过很多风景，
特别是夕阳；第三，比美好更美好
的事，是等待美好的事情发生。 ”
艾青还交代艾丹，如果迟到的
客人没有内疚感，就不必再搭理这
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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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岩为您推荐——
—

《织色入史笺》

油腻莫过于
《做鸭的男人》
《搜神记》另外4个故事，则有些
败笔。
—一个香港金融圈少妇围猎
——
小鲜肉的故事，算是“兽性”的表现
吧。 全文用书信体，文笔甚好；文末
署了一个《五十度灰》那种小说的女
主角名字。 这里冯唐看似抖了个机
灵、藏了个彩蛋，其实是一种缺乏节
制，如果有10分才情，就一定要用足
10分，并且还要指给人瞧“看我用了
10分”。
—一个清宫里的玄谈故事，
——
写得晦涩。
—一个北京投资人在几个女
——
人之间纠结挣扎的故事，不精彩。
—
——《做鸭的男人》， 讲述京城
著名烤鸭店老板大东的故事。 大东
精明过人，事业如日中天，然后遭遇
阴谋暗算，众叛亲离，连味觉都失去
了；后来遇到一个痴心女子相助，终
于扬眉吐气、一雪前耻，厨艺和事业
一起攀上新高峰。
这个故事好看但是油腻， 偏偏
还是全书篇幅最长的； 情节有点像
周星驰的《食神》，失去味觉又恢复
则是李安《饮食男女》的创意。
其实生活中处处可见油腻，但
是人人也都有不油腻的时候， 观照
的是什么，写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如
艾丹这样浑身是“包浆”的人物，冯
唐一样写出他剔透之处——
—
他和 一个 短 头发 的 姑 娘 一 直
喝，喝光了餐厅屋顶之下所有的酒，
然后手拉手一起走到他家院子。 他
说，我忘带钥匙了，我妈早就睡了，
她年事已高，心脏不好，现在都快天
亮了，你说我要不要吼她起来开门？
后来他和短发姑娘坐在院子门
口的台阶上坐了三个小时， 后来天
亮了，短发女生说困了，说今晚的月
色真美， 坐在台阶上的每一分钟都
觉得是在舞池里跳舞， 然后自己打
车回去了。
其实他有钥匙， 他告诉冯唐：
“我也想过开了门带那个丫头进去，
但是又想，进去之后干嘛呢？ 干嘛之
后干嘛呢？ 于是说钥匙忘带了，尽管
钥匙硬硬的就在大腿旁边， 距离她
摸我大腿的手也不远。 ”

红、青、黄、黑、白，五种大色藏身
于中国历史的各种记载中，国人赋予
它们各种重大、深远、精准而繁复的社
会含义。 作者细心地将它们从历史的
点滴表述中抽取出来，横向对证，纵向
梳理，加以深究。 商周青铜器的金文，
许慎的《说文解字》，《诗经》《左传》《礼
记》 中的寥寥数语，《晋书》《魏书》《旧
唐书》《资治通鉴》的记录，历代文人的
诗词歌赋，《红楼梦》《三国演义》 等明
清小说，甚至是《本草纲目》这样的著
作，都没有逃过作者的眼睛。
（包岩，“诗词中国”总策划）

杨振宇为您推荐——
—

《傅雷美术年谱》

这是对傅雷那业已深入人心的
“翻译家”形象及“
《傅雷家书》作者”身
份的一种完形和叠加，有助于读者系
统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傅雷与美术
的故事。 书中所涉及的一大批近现代
美术大家和美术大事件，既体现了作
为美术批评家的傅雷丰富的艺术经
历，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呈现了中国
近现代美术复杂的发展境况。 编著者
对所引内容作了大量详细的考证，并
通过按语的形式修订了许多讹误，还
原了历史真实。
（杨振宇，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
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整理 李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