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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 1948年的 13年间，革命圣地延

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历史性转变。 本

书以大量鲜活生动的故事， 通过专家学者和革

命者的讲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用发展着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新实践，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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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多姿的维多利亚风情
———《英国插画书拾珍》中的 19 世纪英国社会

■陈卫卫

1846年， 大英帝国正处于鼎

盛期，7月 15日这天，脑子里装着

全世界的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了一

位客人来到她的宫殿。 这是一位

30 多岁的男士，高个儿，略驼，近

视，带着一种不设防的单纯气质。

当天的日记里，女王写道：“李尔来

教我绘画课，他在我面前画草图，

无论是风景画，还是水彩，都教得

非常好……”7月 17日，女王又写

道：“李尔又给我上了一节课，他称

赞我画的第二幅画……” 这位让

女王变女生的人物， 就是当时著

名的插画师爱德华·李尔。李尔“童

言无忌”，对女王也不例外。一次女

王向他展示宫里的宝贝， 李尔很

震惊，大声问道：“我说，你从哪里

弄来的这些好东西？ ”

这个故事来自于爱丁堡大学

博士、资深撰稿人崔莹所著《英国

插画书拾珍》。 看着这段文字，再

看看李尔的照片， 不禁感到他那

一脸大胡子和“地中海”额头也有

了一些呆萌。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高光

时刻，“米字旗”插遍全世界———北

美作林场，澳洲当羊圈，印度种香

料，南非送黄金，就像一场漫长而

盛大的烟花晚会，直到一战戛然而

止。 今天，烟花的碎片散落在各地

博物馆、 纪念碑和艺术作品中，但

最直观的记忆还是那些珍贵的照

片， 还有数量众多的插画———对，

英国的插画可不只是“小人书”，它

受众广泛，题材丰富，除了文学外，

还包括时政、社会、生活、旅行等，

读者大部分是成年人。19世纪后半

叶以来， 英国插画业空前发展，书

籍报刊层出不穷， 记录着万千世

象，今天读来仍活灵活现。 这本《英

国插画书拾珍》 就精选了 22本插

画书，让我们窥视到维多利亚时代

人的精神和现实世界之一角。

航海大发现以来， 英国人逐

渐培养起对大自然的热爱， 户外

探险、 钓鱼打猎等都是时髦的爱

好。 书中介绍的《英国的草、莎草

和蕨类植物》，就是这样一本“森

系” 读物。 近百幅植物画栩栩如

生， 通过精细的平版印刷术印在

白卡纸上，立体感和质感非常强，

连叶脉和茸毛都清晰可见， 如同

夹在书页中的一张张标本。

那时的插画师描绘植物都采

用纪实风格，常常占满一整页，哪

怕一根狗尾巴草也表现得如贵族

肖像般庄严， 是对自然之美的礼

赞，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除了出

版图书，还可以印成装饰画，让家

里增添自然的气息 。 17 世纪以

来，帝国殖民事业“蒸蒸日上”，表

现异域物种的题材尤受欢迎。 比

如乔治四世就收藏了很多描绘中

东、 北美植物的水彩画；18 世纪

一本叫《奇趣的芳草》的书描绘了

很多来自“新世界”的药用植物；

库克船长探索太平洋时， 带着艺

术家一路探险一路画。

同理， 如果你的花园育有几

株异域植物， 装饰一些印度或东

南亚元素，其格调立马上升好几个

level，代表你有国际化视野，渊博

学识，甚至有着惊险离奇的海外殖

民经历也未可知，身上的光环无疑

能增加一层。 客厅书房摆几本旅

行画册也具有同样效果，书中美妙

的风光插图和翔实的地理知识，

让人大开眼界，可作绝佳谈资。

至今， 英国人还是喜欢房前

屋后各有一块绿地， 哪怕只是巴

掌大，堪称他们最后的倔强。

另外，对于维多利亚人来说，

行走坐卧忌讳散漫， 有身份的人

站起来都是笔挺的，“葛优瘫”要

不得。 插画中所有男士都戴着帽

子，这相当于公鸡的鸡冠，凤凰的

尾巴，戴上合适的帽子，男人才能

出门面对世界。帽子也有几种，首

先得有一顶常见的圆筒大礼帽，

贵的要花上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

薪水，但是为了威仪毕露，这笔钱

值得花。随和些的是圆顶礼帽，跟

头部比较贴合， 而且显得亲切闲

适。 鸭舌帽最初是一种运动型着

装，戴上它会显得有活力，跟今天

的白领穿耐克是一个意思。

对女孩的着装要求就多了，简

单说来周身轮廓要塑造得像一只

蜜蜂：上身紧绷，腰部纤细，臀部以

下陡然夸张，膨大的裙摆像波浪般

荡开。 无论哪一阶层，紧身胸衣是

必备的，哪怕是监狱里的女囚。 它

用棉板、鲸鱼骨之类做成，长长的

系绳可以拉紧、固定，像裹一只粽

子。如此庞大的行头让女人的出行

相当有“仪式感”，当然也成为一些

漫画家善意的玩笑对象。比如青年

男女接吻， 男人怎么也够不着女

孩；在公车上女士一坐下，裙摆就

把旁边的男人撞出窗外等等。

那么，作为一位维多利亚人，

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自信。19

世纪的欧洲占据着当时人类发展

的巅峰， 而英国又是当仁不让的

峰顶。 所以书中这些嘲讽、劝告、

垂怜、搞笑、诗意，都是生气勃勃

的，透着一股坦荡。虽然一个多世

纪过去了， 仍能感受到那些面孔

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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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与往事的漫长较量
———读《2081?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

■谷立立

在我看来，冯内古特大约是地球上最

不严肃的作家之一了。 这种不严肃表现在

他对世界的调侃。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

时， 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初入文坛的新鲜

人， 千万不要把小说当成严肃的玩意儿。

似乎只要有了一支笔，谁都可以轻松写出

掷地有声的佳作。 而在他开出的身份清单

里，赫然写着人类学家、医生、建筑师、汽

车技工、木匠等诸多职业。 不知道这究竟

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或者仅仅是他信口

胡诌的玩笑？ 反正在他这里，万事万物都

是段子，都是黑色幽默。

既然人类学家写的小说 （《猫的摇

篮》）我们已经领教过了，那么来看看木匠

能写出什么不一样的小说 。 巧的是 ，

《2081：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里真的有

这样一位木匠。 《司令的办公桌》一篇中，

做家具的木匠老爹在他为敌军司令特别

打造的办公桌里暗设了一个秘密抽屉，里

面用琴弦连接着复杂的装置。 我们不妨把

它当作冯内古特的自况。 因为他才是无所

不能的木匠，在他的每一个故事里埋下伏

笔，与往事作着漫长的较量。 《2081》就是

他精心设计的装置。 集子里的故事大多写

于上世纪 50 年代。 彼时，老兵冯内古特刚

刚告别战场， 等待他的却是另一场战争。

姐姐的离世，将他带入又一次低潮（前一

次是德累斯顿大轰炸）。 为了养活六个孩

子，他不得不放弃长篇小说，提起笔来创

作短篇故事。 这一写就是十几年，其间，他

写下了 98 个故事， 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

他身边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

《2081》 的编者实在不必枉费心机为

冯内古特贴上名目繁多的标签，这位战争

幸存者早就把他的过去、现在、未来，留在

了德累斯顿的废墟上。 他本该成为笑卧沙

场的英雄，却偏偏被俘，不仅早早地结束

了战事，更要忍受余生漫长的、“无从改变

且毫无美感的生活”。 于是，他索性把小说

当成时空穿梭机，再次回到他的战场。 问

题是，这是什么样的战争？ 既然关于战争

已经不再有“顺乎理智”的话，还不如围绕

世界大战的边沿“做些清扫工作”。 这恰恰

是冯内古特的高明之处，与其说，他写的

是战争，倒不如说是“战争的周边”，或者

“战争的周边”的周边。

或许，这比直接描写战争更符合冯内

古特的个人定位———时过境迁，战争成了

命运女神送给他的纪念品 （“二战一日

游”），而不再是命悬一线的生死较量。 此

时，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已经不能化解记

忆的沉重，最好的方式是面对荒诞，哈哈

大笑。 回到《2081》，战争就像模糊不清的

背景，远远地站在人物身后，为他的故事

画下一道道特殊的印记，以区别于从未经

受战争之苦的普通人生。 以《回首大决战》

为例，望文生义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自己上

了冯内古特的当———小说中没有 “大决

战”，所谓“大决战”其实是有关魔鬼的学

术论争。 同样，谁也不知道《先大棒后黄

油》里的大棒是什么。 故事里，几个被困于

德累斯顿的美军战俘一边在废墟上翻捡

物资，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妈妈做的美

食， 仿佛空气中飘散的不是刺鼻的腐臭，

而是金灿灿的黄油香味。 “你的做法是取

一只烤鸡，切成块，在烧锅中融化的热奶

油和橄榄油中炸成金黄色……”

如此，98个短篇，就像 98块拼图，合在

一起构成了冯内古特的战争， 哪怕他从来

就没有认真想过什么才是标准的战争小

说。 既然战争注定是不可捉摸的影子，那

么，人与欲望、与现实的缠斗未必不是一次

漫长的较量———比起战场的真枪实弹，“无

从改变且毫无美感的生活”显然更具有“杀

人于无形”的威力。 《工厂里的鹿》中，第一

天上班的小职员波特被指派去报道一只鹿

的行踪， 不明白路径的他被困在巨大的厂

区里进退两难。 这种找不到出路的焦灼与

德累斯顿被俘的士兵，何其相似。

这是冯内古特的战争写作，也是他的

现实写作。 2005 年，83 岁的冯内古特完成

了最后一部小说《没有国家的人》。 当他回

首前事，应该会想起他在创作初期曾经扮

演过的人生角色：需要养活一大家子的男

人、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部职员、从不搁

笔的短篇小说家。 他应该感谢命运的赐

予，就像他同样应该感谢德累斯顿。 如果

没有那场世界大战，没有长时间写作故事

的磨炼， 我们或许不会看到 《五号屠场》

《猫的摇篮》 等一系列极具黑色幽默气质

的长篇佳作。 《2081》当然算不上他个人写

作的里程碑，但正如他所说，这些故事就

像“巨石一样，出现在我从生到死的生命

小径旁”， 见证了小说家冯内古特从无到

有，从有到精的养成史。

《英国插画书拾珍》

崔 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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