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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中，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绝对是一部奇书——谈论
的人多，读过的人少，能从头读到尾并
且读懂弄通的人就更少了。普及率超
低，粉丝量超多，名著就是这么牛！

拍“红楼”影视，谁都对选角、情
节、场景甚至台词有意见；但拍“聊
斋”呢，几乎就是用了个 《画皮》《聂
小倩》 的名儿，人物、情节面目全非，
却谁都不计较，还看得津津有味。

究其缘由，还怪蒲松龄老先生，他
干吗用文言写小说啊！咱老百姓就会读
大白话，您文言体的笔记小说可不就是
供文人传阅赏析、会心一笑的嘛。

最近，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面目
一新的 《聊斋志异精装分类全评本》，
共 4 本，把原来的故事按类别分别归入

“神仙集”“鬼魂集”“人世集”“妖怪
集”。这套书读起来可顺畅多了，注释
紧跟原词，不用你动不动就翻到文末按
注释序号求解；生僻字词加了读音，念
起来能多认不少字；无主句用方括号加
了主语，不用猜后面的动作是谁做的；
正文不再密密麻麻排成一片，而是分成
小段落，显得眉清目秀、疏疏朗朗；每
篇作品后还附赠一段“老王感言”，纵
论古今、铺陈背景、点评是非曲直，拓
展了故事的空间。

编者王咏赋是央媒的一位资深报
人。他第一次系统读 《聊斋志异》，还
是上世纪 80 年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
花 两 块 钱 买 的 《铸 雪 斋 抄 本 聊 斋 志
异》，那是他4天的饭钱！

该书不分类，不分段，无注解，更
无点评，只是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加上
标点，读起来可真够累的，好多篇目简
直不知所云。总的感觉：这是一部有内
涵的书，但读起来真累，以后有功夫再
逐篇钻研吧。

之后他就中了“毒”，《聊斋志异》
但凡出新版本，他是见一本翻一本，还
买了不少，成了业余研究者。

针对文言文的晦涩难懂，很多编者
不怕繁难，逐篇“今译”，出版了多种

“全译本”“文白对照本”，看倒是看懂
了，只是原文的韵味也丢得差不多了，
就像喝白开水，没味了。

老王看了，不禁心中叹息。只好暗
下决心，自己做一本。

这一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
阔，整整用了8年。

他在古籍整理、文本处理、分析研
究等几方面做了大胆创新，从分类、分
段、夹注、加副题、加主语、逐篇点评
6方面入手，重新包装《聊斋志异》，以

消除文本障碍，让现代普通读者能以
“最舒服的姿势”读 《聊斋志异》，领略
这本书的故事、人物、世相、科幻、理
念和文字之妙。老王说，此项工作的目
的，不是攀登“聊学”高峰，而是为优
秀古典文化传承出份力，帮助那些爱得
深、读得少的“ 《聊斋志异》 粉丝”早
日“脱盲”。

“王本聊斋”最显著的特点是看着
清爽、读着省力、理解透彻、联想丰
富。虽说是原汁原味的文言文，但经老
王一解读，与现实并无隔膜，好像写的
是身边事儿、现代事儿。

说起来老王也是奇人，虽然平日里
做编辑严谨把关、锱铢必较，私下里却
脑路清奇，常有些与常人不同的想法，
且都能不惜心力付诸实施。学术专著

《报纸版面学》 还可以算是本行，可地
名诗集 《祖国颂：奇诗浓墨绘中华》 就
比较出奇了，每省区市一首诗，56个字
中包含了一个省的全部地级市名称，对
仗押韵，构思巧妙，不仅便于记忆，还
不时有佳句如火花闪现。前几年，他还
出了一张大挂图 《世界文化史大观》，
以时间为轴，地域为纬，将东西方的朝
代、名人和事件放回原本的历史时空
中，让人瞻之片刻，神游千载。

放下这部“王本聊斋”，他又想写
《汉语论》了！

汉语和中文可不是一回事儿，前者
是口语，后者是落在纸上的文字。中华
文明几千年，古代人应该不是用文言过
日子的吧？那么从“说一套写一套”到

“所写即所说”又经历了什么呢？这是
老王想要解答的问题。

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9 年，著名军旅作家王树
增长达 136 万字的巨著 《解放战
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王
树增推出的非虚构文学著述“战
争系列”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该
书出版半年间即印刷 6 次，被媒
体、出版单位评为“2009 年度最
佳图书”“60 年来最具影响力的
600本书”之一。2010年此书被中
宣部、中组部列为向全国党员推
荐阅读书目。

“中国人的心灵史”

十 几 年 中 ， 王 树 增 因 创 作
《朝鲜战争》《1901》《长征》 和这
本呕心沥血之作《解放战争》，赢
得了国家及军队图书最高奖——
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十届

“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和第四
届“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
解放军文艺大奖。

王树增说：“我的战争史系列
每套书的平均发行量都在七八十
万册以上，这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这表明当代中国人有一种想
要知道前辈们走过怎样心路历程
的愿望，这种愿望也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
根本理由。”

纵观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
共产党“以一支武器简陋、兵力
不足的军队，去对抗拥有现代武
器装备的、兵力强大的军队；从
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
到扩展为 960 万平方公里的共和
国，解放战争在短短4年时间里演
绎的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王树增创作这部宏大作品，

就是为了探寻这一奇迹的奥秘。
他的答案是：一、国民党内部的
腐败和民心的丧失；二、中国共
产党人为天下穷苦人谋利益，人
民子弟兵为人民打仗、为了新中
国不惜牺牲生命这个坚定的信
念；三、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
将士的廉洁；四、依靠人民的支
持、民心的力量……

王树增写作此书，就是“为
我们的父辈而写”，要把它写成

“中国人的心灵史”、中国人的
“族谱”。

伟大战役的精彩瞬间

解放战争，是一场近代战争
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战争。《解放战
争》 重点写了包括“三大战役”
在内的大大小小近百场战争，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俯瞰全
局的角度，来观察和聚焦这场战
争。这里既有国际风云的变幻，
也有国共双方军事指挥者政治智
慧、军事谋略；既有宏大的战役
战斗场面，也有决定国共命运的
大事件，更有我人民子弟兵舍生
忘死令敌胆寒奋勇杀敌战斗精神
的反映。在这种恢弘的叙述和描
绘中，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旧政权
怎样轰然倒下，取而代之的是新
生的人民政权的历史性建立，新
中国的太阳喷薄而出……

书中几个重点事件给笔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辽沈战役初因。1948 年初，
毛泽东认为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
极其特殊，在决战前夕具有决定
性作用，而美国建议蒋介石把国
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给长江以
北战场上的我军以军事压力。毛
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随即
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罗荣
桓和刘亚楼发去电报，“封闭蒋军
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
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
动因……

著名的“齐辰电”。1948年11
月6日深夜，华东野战军包围护卫
徐州侧翼安全的国民党军第七兵
团黄百韬兵团。为“集结各兵团
于徐州四周”，黄百韬兵团撤离徐
州，这很可能影响整个淮海战
役。粟裕与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
分析了徐州守敌可能南撤的形势

并作出判断，淮海战役有可能从
围歼黄百韬兵团发展到在徐州地
区与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进行
决战，随即，起草著名“齐辰
电”，中央军委电复同意。

至此，我党对淮海战役的设
想升华到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
主力歼灭在徐州地区这一战略决
战的高度……

共产党官兵的决死精神。
1947 年，中共东北局开始夏季攻
势。5 月 10 日，南满部队在军区
司令员萧劲光的率领下，沿着四
平至梅河口的铁路向西南发展，
遭遇国民党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指挥的二十二师，南满第三、第
四纵在南山城子地区与其展开激
战。“南满部队四纵十师三十团三
营七连在夺取大华山阵地时连续
五次冲锋，全连百十号人仅幸存
一名副连长和三名战士，手中仅
有三支步枪和一枚手榴弹，但这
四个人依旧发起了第六次冲锋。
共产党官兵的决死精神，令号称

‘国军之花’的新六军二十二师官
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来自人民的英雄

英雄，是军旅文学永恒的“母
题”。

王树增多次说，他写 《解放
战争》 就是描绘共产党人的“精
神图谱”，这个“精神图谱”就是
英雄主义。

我们在书中看到，在这场战
争中，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士兵，
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家子弟，
但怀揣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为了

获得梦想中渴望的生活前景，为
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建立，他们
在战火中不惧流血牺牲，成长为
激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为
可以为国家命运的改变而献出生
命的英雄主义战士。

“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 是 ‘ 人 民 ’ …… 中 国 人 民 如
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
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
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
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
种最终的信念。”“只要赖以生存
的土地不丢失，解放区的贫苦农
民愿意不惜一切地支持共产党军
队。共产党的这个优势，被外国
记者称为‘大大抵消了美国所能
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的任
何数量的军事技术援助’，而这种
来自人民的力量，是‘推翻了正
统军事公式的因素’，是‘军事公
式里巨大的未知数’。” 这是笔者
摘抄 《解放战争》 中的话。它想
说明的就是这场战争的人民性。

这部作品正是围绕“人心向
背”这个核心展开。毛泽东坚信

“兵民是胜利之本”，解放军打胜
仗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巨大支
持。

于是，我们看到了解放军战
士为了新中国奋勇杀敌，看到了
东北战场、山东战场浩浩荡荡的
百姓支前队伍，也看到了国民党
军贪腐成风、私利集团横行、信
仰全无、民心尽失的可悲下场。

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广泛
支持和坚强后盾，成为这场战争
胜利的决定性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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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战胜腐朽的精彩篇章
□ 杜 浩

铁血熔铸九十年（六）铁血熔铸九十年（六）

说到史诗，我们头脑里马上跳出来
的，可能是古希腊的 《伊利亚特》《奥
德赛》，也可能是古印度的 《摩诃婆罗
多》《罗摩衍那》。

那么，中国呢？中国也有很多史
诗。《格萨尔》据说有120部，其中韵文
近100万行，散韵文总数达1000万字之
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
诗”。《江格尔》《玛纳斯》 也有许多
部 ， 20 多 万 行 ， 合 称 “ 中 国 三 大 史
诗”。此外，彝族、壮族、侗族、傣
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流传着自己的
英雄史诗。

这些史诗大多以口头活态散落在民
间，其整理与研究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
程。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仁
钦道尔吉和郎樱撰写的 《中国史诗》，
是一部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集
大成之作。该书共 62 万字，分为 3 编，
即早期史诗、中小型英雄史诗的发展和
长篇英雄史诗的形成与发展。

史诗的习惯分类，分为神话史诗和
英雄史诗。作者以“早期史诗”指称

“神话史诗”，原因在绪论中谈到，早期
史诗的内容比较古老，情节比较简单，
篇幅较短。另外，可能因为这些史诗很
难和神话区分，容易混淆认识的界限，
所以作者避免采取“神话史诗”这种讲
法。但我个人以为，习惯分法是有道理
的。神话史诗保存了珍贵的远古生活场
景，比如母系社会、部落战争、民族迁

徙等，反映了人类童年的天真，这些作
品既是神话又是史诗，是神话内容的史
诗，也是史诗形式的神话。

作者将早期史诗又分作三类，即古
老的创世史诗、英雄战胜恶魔的史诗、
英雄考验婚型与抢婚型史诗。许多民族
的早期史诗都有创世神的传说，比如壮
族的 《布洛陀》 讲述钻木取火的故事，
苗族的射日英雄名叫昌扎，土家族射日
英雄名叫卵玉，侗族的射日英雄名叫姜
央。还有很多类似的洪水神话和兄妹成
婚繁衍人类的故事。抢婚型史诗主要体
现英雄不同寻常的个人能力，包括人和
自然搏斗的超能力。考验婚型通常是与
恶魔 （蟒古斯） 斗争，英雄要经历种种
考验，解救被劫掠的新娘。

在西方文化体系里，“史诗”一
词，来自希腊文明所说的Epos，史诗和
叙事诗是同一概念。

本书作者指出，中国本土史诗传统
和西方史诗传统不尽相同。中国史诗相
比一般叙事诗，要更加庄严、神圣、宏
伟。史诗的唱诵有着严格的时间、地点
和形式的规定，表明了各民族对自己传
统文化的珍视。

从史诗的形成来看，“史诗注重群
体的意识、群体的观念、群体的荣誉及
群体的利益”，也就是说，“族群的事业
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准确地
说，这个定义是作者对比较成熟的英雄
史诗的概括。

古典的英雄史诗是在神话史诗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仍然包含神话的
成分。英雄常常带有神性，但总体上偏
向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到后面，
其幻想因素就越少，历史因素就越多。

以《格萨尔》为例。格萨尔的神奇
和力量，关系到整个族群的兴亡，其东
征西讨的姿态反映了部落联盟时期军事
首长权力的扩张。

大王妃珠牡慧眼选中一贫如洗、正
遭放逐的格萨尔为婿，当格萨尔北方降
魔未归、霍尔大军兵临城下之时，珠牡
亲率将士打击入侵之敌，成为藏族人民
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藏族谚语说：
每个人口头，都有一部格萨尔传奇。史
诗综合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歌谣、谚
语等民间文学成果，往往由专门的行吟
诗人来演唱，从而在宏大的背景里，不
断杂糅各种英雄故事，充分体现藏族人
民的集体智慧。

史诗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原汁原味的
记录，然后是对与史诗有关的社会历
史、风土人情的了解，还有对史诗的创
作流播做深入具体的调查，最后要对收
集来的各种异文进行比较。

两位作者抓住了史诗的口头性、变
异性和集体性等民间文学特征，多方调
研，发现史诗艺人，进行口头采录，然
后通过文本的辑录和比较研究，揭示了
中国史诗形成、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蒙
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和南方英雄史诗
群的研究。如此编撰而成的 《中国史
诗》，真可以称得上是心血结晶了。

史诗：人类童年的天真
□ 林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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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到单位之间，“镶嵌”着
一所不大的学校。每天早晨，总能
听到朗朗书声。羡慕的同时，我默
默对自己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不管工作多繁忙，琐事多烦神，一
定不能丢掉读书这个好习惯。于
是，“碎读”成了我吮吸知识雨露
的方式。

清晨，妻子熬好一锅黏稠细
腻、清香扑鼻的小米粥，盛到碗里
滚烫。等待热粥冷却的当儿，我正
好见缝插针地读几页书。在青花瓷
碗上方袅袅升腾的温香雾霭里，用
戴望舒的诗句滋润心灵，以梁实秋
的小品沁泽肺腑……看似不起眼的
几分钟，积攒起来却十分可观。

几年下来，一套近 20 本的中
国现代文丛，硬是在不知不觉中，

从星星点点的萤光，汇聚成一条美
丽的银河。

子夜，经历了一天的奔波，结
束了一晚的笔耕，拖着疲惫洗漱完
毕，刚想把自己扔进梦乡，突然看
到静卧枕边的几本书，犹如一叶叶
小舟停泊在港湾里，又似一只只小
鸟栖落在绿巢。于是，捻亮壁灯，
舒倚床头，随意抽出一本书翻开，
让橘黄色的光幔变成一柄油纸伞，
呵护我在唐诗的阡陌上漫步、在宋
词的月华下流连、在元曲的韵律里
倘佯、在明清小说的传奇中沉醉
……倘若有沥沥细雨、霏霏雪片、
习习微风、喁喁雁鸣轻叩窗棂，那
份静谧、空灵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短短半小时倏忽而过，我带着
不忍释卷的心绪揿灭灯盏，梦里梦
外，全是淡淡的书香。

在排队、候车、候机时碎读是
最划算的事情。面对无奈而枯燥的
时光，与其在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
焦虑中煎熬，与其用牢骚与抱怨编
织心灵的皱纹，倒不如用阅读使

“垃圾时间”被废为宝。
那年参观上海世博会，面对巨

龙一样长、蜗牛一样慢的队列，不
少人心烦难耐，我却从包里掏出
书，在队伍中优哉游哉地读起来。
沐浴在幽幽书香里，喧嚣的声浪、
澎湃的人潮、无聊的心绪似乎都不
存在了，脑海里只有《不能承受的
生命之轻》等名著的娓娓诉说，只
有泰戈尔深邃而清澈的目光，只有
摇曳在春秋风雨中的苍苍蒹葭……
在 世 博 园 里 ， 我 实 现 了 “ 双
赢”——不仅饱览了世博风情，而
且享用了经典名著。

碎读，似一尖求知的喙，将我
散落在地上的光阴一粒粒拣起……

碎

读

□

孙
成
栋

我与书

伊利亚特时代

摩诃婆罗多

格萨尔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