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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伍尔夫谈到过!任何

有蛮勇去书写简"奥斯汀的人都对

两个事实非常清楚#首先$在所有伟

大作家中$她恐怕是最难被捕捉到

伟大行迹的%第二$伦敦附近生活着

的老绅士们$痛恨别人对奥斯汀的

天赋流露出一丁点怠慢$会像自己

姨妈的贞洁遭到污蔑一般心意难

平#当然$伍尔夫其实是以&任何人'

的名义$写出自己的心声#如今时代

变了$纯洁的阿姨现在越来越少$老

绅士也不只伦敦附近有$而是遍布

世界各地$随时可以在推特上痛恨

任何人对奥斯汀的不恭#

在这个静默者永远无名(而名

声是价值唯一保证的世界上$证明

奥斯汀价值的$ 正是追随她的后

人$以及源源不断对奥斯汀作品的

改编和有关她的传记)))这一点

奥登早就道破了#伍尔夫对奥斯汀

作品着迷$ 对她的名声一样着迷#

她在
!"#$

年为一部奥斯汀早期作

品集写的书评中谈过这个问题$大

意为!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奥斯汀

的名声在英格兰不断积累起来$她

收获的一边倒的赞美和宠爱$就像

被子和毯子一样$层层覆盖$慢慢

积压$本来蛮舒服的$渐渐也令人

感到了压迫$所以$必须要做点什

么来改变了#

伍尔夫所谓的&被子和毯子'

如今换了形式# 电影(连续剧(各种

精装版平装版的再版作品(书迷小

说层出不穷$各种装饰品(杯子(服

装(鞋子(甚至真的被子(毯子和枕

套等周边产品源源不断#这些都是

&奥斯汀' 这个庞大的学术娱乐综

合体的一部分$人们用不断翻新的

形式试图永远记住他们亲爱的简"

奥斯汀阿姨)))用亨利"詹姆斯的

话来说是!他们的&亲爱的'$我们的

&亲爱的'$每个人的&亲爱的'简#

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

在
%"&'

年代说过!或许没有什么

作家像简"奥斯汀那样$读者对其

作品的看法$ 与作品本身一样有

趣(重要(值得思考# 此话不错$现

实也差不多如此$ 可总让人觉得

有点走偏了# 不少所谓奥斯汀迷$

全部精力都花费在研究和思考网

络媒体上关于奥斯汀的各种言说

里$ 甚至都没有好好阅读和理解

过一个奥斯汀作品的文本 # 奥斯

汀已经成了一个符号性极强的标

志$ 在学术圈内外都拥有不可思

议的影响力$ 并且$ 最终指向

了)))钱#

在英国$ 奥斯汀简直无处不

在# 衣服口袋里的
!'

英镑上有

她%面值
$

英镑的纪念币上有她%

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消息$英国央

行新发行的少量
&

英镑纸币$因

为上面有艺术家雕刻的奥斯汀的

&

毫米微雕肖像$现在这种纪念版

的
&

英镑都快被炒到
&''''

英镑

一张了# 好了$奥斯汀迷们终于迎

来了用放大镜寻找简"奥斯汀的新

玩法,

回到伍尔夫讲的$必须做点什

么# 比如$人们应该适当地从全明

星阵容的奥斯汀视野中摆脱出来$

不要一谈到奥斯汀就只想到休"格

兰特(迈克尔"刚本(科林"费斯(安

妮"海瑟薇(艾玛"汤普森等影星#

所以$ 首要的还是回到小说

本身# 比如$可以谈谈*理智与情

感+#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可能是

她所有作品中最缓慢迂回的# 她

花了大约
(''

页篇幅仔仔细细地

安顿了达什伍德一家$ 而后才从

容地展开其他情节# 英国作家
)*

+*

路易斯曾说$ 奥斯汀最大的能

力之一是她的伦理美德$ 这使她

能够把一些看似无聊的事写得不

落俗套#在英国所有伟大作家中$

奥斯汀的小说无疑是最容易用图

案和视觉来表现的$ 这也是她的

作品在影视改编上较为成功的原

因之一)))任何人都能比较容易

接受和理解#

当然$奥斯汀的写作$也不能

完全撇开钱的因素#

%"

世纪英国

艺术家和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说

过$&英国首屈一指的游戏就是赚

钱'$在这个意义上$奥斯汀当然也

是玩家#她在*理智与情感+出版后

写信给她的兄弟弗兰克!& *理智

与情感+已经一售而空$版权收入

之外$我还获得
%,'

英镑的收入#

--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写成了

$&'

英镑了# 而我渴望更多# '当

*傲慢与偏见+出版时$ 她再次写

信给弗兰克$直言不讳道!&如果我

创造了知识$人们当然应该为他们

获得的知识付费#'难怪$有奥斯汀

迷表示$看奥斯汀的小说$感觉就

像遇见了一位老朋友$也像遇到了

一位财务顾问# 因为$在奥斯汀小

说中$&钱'往往起到了将人物和情

节关联起来的作用# 完全不必担

心钱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对大多

数人而言$&钱'使奥斯汀的作品更

具有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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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钱的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插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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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侬荪向!申报"寄去节省下来
的糖果钱国币两元用来慰劳抗
日将士# 并附上亲笔字条$%这
两块钱贡献给我爸爸的战友
们& '原来她的父亲刘蕴嘉%亦
抗战中之一员也'& 难得可贵的
是#平时衣食有忧(生活艰辛的
底层群众也将微薄收入或财物
捐献出来& 拳拳之心# 天日可
鉴& 拉都路明霞屯十来户以做
女佣与拉洋车为业的住户让人
将

,,

元的血汗钱送到 !申报"

报馆# 请报社转交前方浴血将
士&

%"(-

年
%'

月
%'

日#!申报
夕刊"写到$%不论贩夫走卒#爱
国心颇为热烈# 马路上之卖冰
水(卖糖果者#均以全日收入连
本报效#其他炒面摊(卖夜茶等
处# 大都定一日期将该晚营业
收入全数报效 )卖茶者均有食
招待者# 每晚约有四五十元或
一二十元之数 *& 炒面摊等连
本报效为数颇巨 #约在一二百
元之间 # 其他如搬货汽车 #各
种小工等等 #均有一日收入报
销者& '

除致力于募捐宣传外#!申
报"参与直接的募捐活动& 在各
银行 ( 钱庄休假时 #!申报 "与
!时事新报"!大晚报"!新闻报"

等报馆受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
会委托#代收救国捐款及物品&

仅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不足一月期间#!申报" 报馆
%共收国币三万六千零四十二
元五角++亦已如数移交中国
银行# 存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
会户矣& '!申报"报馆职工还集
资购买了二十大箱牛奶( 二百
打毛巾送往淞沪会战前线&

反思抗战前途与命运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史上
第一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从纯
军事战术的视角# 这次战役中
国军队失败了& 但中国军队凭
血肉之躯顽强抵抗# 以伤亡

('

多万人代价粉碎了日本 %三个
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彰显了中
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 作为
一份以时评等见长的报纸#!申
报" 在对淞沪会战等经验观察
的基础上对抗战的前途与命运
等进行了较深度的反思&

%"(-

年
%%

月
%#

日#毛泽东在!上海
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
和报告"一文中积极评价了!申
报" 等$%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
成分是左倾了++我们的任
务# 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
转变& '

淞沪会战期间 #!申报 "刊
发了很多论述抗战问题的时
评 & 从

%"(-

年
%'

月
%

日起 #

又增辟 %专论 '栏目 #邀请郭沫
若 (邹韬奋 (章乃器 (胡愈之 (

郑振铎 (沈志远 (陈望道 (武育
轩 (孙怀仁等进步人士担任撰
稿人 # 每日在第四版发表文
章 & 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章 #如
!抗战时期的民主集权 "!中国
经济基础与抗战前途 " !彻底
对日本经济绝交 " !战时的专
门教育 "等结合淞沪会战等实
践从不同角度较为深刻地反
思抗战前途与命运等&

!申报"旗帜鲜明地反对不
抵抗政策& %八一三'事件的第
二天#!申报"就在!上海大炮声
又响了矣" 时评中对国民党内
消极抗战的政策进行了检讨与
批评& 该时评指出$%从卢案发
生以来#我们抱定大事化了#小
事化无本旨#与彼周旋& 岂知#

我们退一寸#他们便进一尺#遂
使我们到退无退路的地步& '中
国只有奋起抗战#才%足以控制
帝国主义的野心'& 同日#又以
报头下大字排出 %我们要抱定
国存与存# 国亡与亡的决心'#

鼓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 针对
汪精卫之流的%低调俱乐部'言
行和其时陶德曼调停等活动 #

!申报 " 能够及时披露事实真
相#贯彻着坚持抗战#反对一切
谋和活动&

%%

月
&

日#!申报"发
表周宪文的 !主和者就是汉
奸"& 该文社会影响较大#一针
见血地抨击了投降主义谬论 #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申报"主张唤起民众进行
持久作战 & 抗战时期 #国民党
当局虽表示实施 %地无分南
北 #年无分老幼 '的全国抗战 #

但实践中始终坚持政府操控 (

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 #这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正面
战场的一系列军事失败 & !申
报"在!

%"(.

年的春雷 "中基于
淞沪会战的现实经验对抗战
基本策略进行了较深刻反思 $

%抗战八月越 # 我们有多少牺
牲 , 在 -英雄的 .第一期抗战

中 #我们在战略上采取了挨打
主义 #在战术上流行的是 -硬
拼主义 .# 在战斗上则普遍地
流行着-轻生主义.& '那么#如
何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呢, !申报"刊文赞扬中国共产
党及其军队联合民众 (爱护祖
国 (尽力抗日之举 #肯定中国
共产党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和全民族的力量来进行持久
战的全面抗战路线& !申报"在
淞沪会战期间关注同时期中
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开展的抗
战活动 #指出平型关大捷的根
本原因在于 $ %完全由于军队
靠政治工作的运用 #跟民众密
切联合 & '平型关大捷等现实
经验值得所有抗日队伍借鉴
与仿效 $ %我们的抗战是全面
的持久的抗战 & 一时的胜败 #

一地的得失 #并不足以左右我
们的忧喜& 不过从这次晋北的
初步进展中 #我们都得到了一
个深切的教训 #那就是要保证
抗战的胜利 #政治工作必须和
军事相配合 #武力必须和民众
相联络& '

由于赞同中国共产党人
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
针 # !申报 " 登载了若干关于
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及其军
队开展的抗日活动情况报道 #

力图激励和鼓舞淞沪会战军
民与其他国统区的抗日斗志 &

如
%"(-

年
%'

月
%-

日 # !申
报 "登载关于朱德和彭德怀访
问通讯 #认为八路军能取胜的
主要原因在于坚持 %官兵一
致 #军民一致 '的原则 &

%%

月
"

日 #!申报 " 以广告形式介绍
了埃德加/斯诺的 !毛泽东访
问记 "与赵德华编 !朱德与彭
德怀访问记 " 等书的主要内
容 #后者赞誉 $%这两个抗日先
锋的风采 #性格 (言论 (行动 #

均由编者的灵活手法 #一一摄
入镜头& '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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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雄 狮

的昂扬之姿

来激励读者

的香烟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