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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和家人通过购买和
亲友赠送等途径，积存了不少书籍，摆
满了五个书橱还有剩余，整整占了一
面墙壁，其中不乏中外经典名著。作家
伊萨克·巴别尔说过：“人的一生其实
不用读太多的书，有七八本足矣。但
是，为了找到这七八本最值得的书，则
必须先读完两三千本书。”若真要如他
所言先读两三千本书并非易事，人的
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于是，我便根据
多位作家曾推荐过的名著，按照巴别
尔所说，先后读了八九本名著，如《红
楼梦》《古文观止》《聊斋志异》《世说新
语》以及外国名著《基督山伯爵》《复
活》等，走了这样一个捷径，领悟到名
著的魅力，提高了欣赏和写作水平，可
谓收获匪浅！

在涉猎经典名著的基础上，我还
着力对一些名著反复读、精心读。对于
许多名著，茅盾先生说不只读三遍，而
且应当一边读一边回想他所经历的人
生，一边读一边联想到现实生活，还要
认识到书中的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见解，激发创造性，增强思考、分析、
观察、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依循茅盾先生的读书方法，近年
来我曾三次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
海》。因为他写的是一位老人在海上的
搏斗经历，我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想
从中受到点启发和教益。

第一次读，首先为老人在逆境中
不言放弃、不甘失败的信念和在困难
面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
深深感动。当他钓上一条大马林鱼时，
明知对方力量比自己强，老人仍决心
搏斗到底：“我跟你奉陪到死！”于是老
人与大鱼展开了殊死搏斗。老人说：

“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
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第二次阅读，我开始深入分析老
人捕鱼失败的原因和应汲取的教训。
老人的失败告诫我们，做任何事情都
要讲究实际，既不被困难压倒，也不能
超越实际能力，必须量力而行，方能立
于不败之地。

第三次阅读，我则从对立统一规
律的哲学角度，思考该书给我的哲理
启示，那就是好事与坏事是可以互相
转化的。正如典故“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所蕴含的哲理：祸兮福所倚，福兮
祸所伏。老人捕获大鱼是好事，但最后
大鱼在鲨鱼的袭击下，只剩鱼头鱼尾
的残骸，收获化为泡影，喜悦化为惨
痛，好事转化为坏事。但老人并未屈
服，反而激起了他不放弃、不言败，再
次拼搏的斗志。这预示老人由此可能
有新的收获，迎来光明乐观的前景，坏
事有可能变成好事！

通过几次读《老人与海》，深感只
有锚定几本名著精读、复读，才能逐步
领悟经典的内核。而每一次阅读，都会
像矿物勘探那样，总能有新的领悟、新
的发现。这正是：沙里淘金须多磨，重
读经典收获多！

书橱一角

重读经典
□葛毓臣

作家多明戈·维拉尔被誉为西班
牙的“东野圭吾”，其里奥·卡尔达斯侦
探小说三部曲《水之眼》《水手之死》

《最后一艘渡船》的前两部已被南开大
学西班牙语教师宓田翻译成了中文，

由东方出版
社出版发行。

多明戈·
维拉尔笔下
的卡尔达斯
是一位沉默
寡言、深沉内
敛的探长，热
爱美食、白葡
萄酒和爵士
乐。除了刑警
队的工作以
外，他也在电
台广播兼职，
是维戈市小
有名气的“电

台名人”。他的助手埃斯特韦斯鲁莽冒
失、直言不讳，虽然总是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但他强壮的体格和习惯性的快
人快语往往会在关键时刻为案件的调
查保驾护航。这一对看似水火不容、怪
异荒诞的组合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
摩斯与华生相比，少了些不食人间烟
火式的桀骜与怪才，多了些对世间百
态的深切理解与关照，从他们身上依
然能摸索到深刻在西班牙民族性格底
板上的理想主义与骑士精神。

作为序幕的《水之眼》是多明戈·
维拉尔的开山之作。故事以一位萨克

斯乐手赤身裸体地横尸于公寓为案件
开端，随着卡尔达斯和埃斯特韦斯对
案件调查的逐渐深入，隐秘的情感纠
葛浮出水面。两位警官在凶手悉心设
计的疑案旋涡中不断地逡巡，似乎对
真相触手可及，却行将落入旋涡的深
处，沦为罪犯的傀儡。幸而卡尔达斯探
长对细节敏锐的观察以及对真相的不
断求索，令他们攀爬到旋涡的边缘，回
到案件的开端来重新审视，故事情节
也随之在转瞬之间出现了极大的翻
转，令人拍手称快。

《水之眼》令多明戈·维拉尔跻身
西班牙一流的侦探悬疑小说作家之
列，而系列小说的第二部《水手之死》
真正奠定了作者在侦探悬疑小说殿堂
中的地位。作者将案件的第一现场转
移到了加利西亚自治区西南边陲的庞
克松港。漂流在大海上的幽灵船，死去
的船长回魂报仇，别有用心的涂鸦，故
事打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哥特式的诡
异氛围之中。小镇上的居民们都讳莫
如深，成为了凶手背后沉默着的集体
帮凶。探长层层剥茧，却发现这具新近
发现的、漂浮在海边的水手尸体竟与
13年前附近港口的一桩妇女失踪案有
关联。凶手隐藏在浓雾中的身影似乎
唾手可及，却又忽明忽暗，躲在深受这
些案件牵连的人们背后，与探长进行
着焦灼的拉锯赛。凶手的身份一再锁
定，又一再被推翻，剧情跌宕起伏，令
人屏息，直到最后谜题解开。

多明戈·维拉尔将卡尔达斯探长
的个人生活融入了系列小说之中，成

为各个案件铺叙背后的另一条主线。
父亲的离群索居，与妻子的离异，电台
工作的不顺意，卡尔达斯在生活中的
隐忍与逃避与他在办案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果敢与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案件虽然扑朔迷离，但终有水落石
出的一天，但是生活的逻辑更为复杂，
反而变成了一团团解不开的乱麻。也
因此，多明戈·维拉尔笔下的卡尔达斯
探长已不再是一个符号型的人物，而
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烦恼、迷惘和难解
之结的丰满且自然的人物形象。此外，
作者选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个
体来描绘人物群像，实则反映了作者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多明戈·维拉尔将故事的背景设
立在了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
自治区，那里阴晴不定的天气，凛冽的
海风与西班牙式的明媚构成了明与暗
的对比。译者宓田是留学西班牙的博
士，非常熟悉这个实行议会制君主立
宪制的欧洲王国的风土人情，她忠实
于原著，在“信达雅”中让读者跟随着
卡尔达斯探长的脚步，游走在维戈市
的大街小巷，种着葡萄藤的庄园、铺着
细软白沙的海滩、热闹的周末鱼市、海
边的渔村和山顶的教堂，与多明戈·维
拉尔共同绘制了一幅加利西亚地理图
景；时而穿插在文中的海鲜饭、加利西
亚炖章鱼、海珍鹅颈藤壶、各式甜点和
葡萄酒，不禁令读者的味蕾也随之而
动；有关城市历史、音乐和绘画艺术的
描述，给读者带来了视觉、听觉和味觉
上的全方位盛宴。

席勒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
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这位才情
横溢的作家因为剧作《强盗》（1871年）
甚至在当时的法国也一度名驰遐迩。
同时，他年仅33岁，就在歌德的推荐下
获得了耶拿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席位。
也正是在此教职任期里，他连续致信
曾经恩惠于己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汇报与阐发
其对人类审美教育的一系列见地，率

先完成西方历史上对此
专题所做的最为深入的
探讨———《审美教育书
简》（1794年）。席勒称此乃

“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心
满意足的事情”。此书也
让席勒实至名归地成为
欧洲最早的现代知识分
子之一。

席勒的写作与法国
大革命的感召有关，因
而，他是面对现实的，而
且从来敏感过人。他对审
美教育无以复加的赞许，
不仅首而为之，而且也有
深刻的启蒙意义。但是应
该看到，席勒作为理想主
义者又是充满激情和幻

想的。他对美与自由的高度肯定，某种
程度上，恰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妥协：人
的救赎既不依赖宗教，也不求助于科
学，而是通过艺术去实现。理所当然，
一个可以引申的结论就是，且先远离
社会的革命。无疑，席勒在诗意化审美
教育时，也就是在对现实（包括法国大
革命）予以“诊断”与“纠错”时，或多或
少是在飘离大地，天马行空了。

当然，席勒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文
字与思考魅力源自其诗人—哲学家的
独特气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发现，
他充沛的哲思力量也源于长期博取广
纳的积累。他接受的是古典主义的教
育，而通过文学阅读和创作，他的心智
与感触具有了浪漫派的倾向。除了康
德和歌德以外，他还偏爱柏拉图学派
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摩西·
门德尔松、鲍姆嘉通、埃德蒙·伯克、休
谟以及莱辛等。他对古希腊给予毫不
吝啬的赞美，甚至笼统地将古典时期

的雕塑《观景楼的阿波罗》与希腊化时
期的《拉奥孔》等看作是同一风格的典
范，都与适时而出的温克尔曼的名著

《古代艺术史》（1764年）中所主观概括
的希腊文化观（即“高贵的单纯与静穆
的伟大”）相关，可惜连温克尔曼本人
也从未去过希腊，而讨论的对象又几
乎都是罗马的复制品而已。换句话说，
席勒跟着温克尔曼，也不知不觉地理
想化了古希腊。

当然，席勒的见解并非完全沿袭
他人的观点，他的独树一帜依然是显
而易见的，就如黑格尔在其《美学》的
绪论中曾热情洋溢地指出过，席勒乃
是“一位心灵深湛而同时又爱做哲理
思考的人，早就走在狭义的哲学之前，
凭他的艺术感，要求而且阐明整体与
和解的原则，用它来反对那些永无止
境的抽象的思考，反对那种为职责而
职责的号召，反对把自然与现实、感觉
与情感看作只是一种局限和敌对因素
的那种抽象的理解。席勒的大功劳就
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
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
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理来了
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
解……席勒所专心探讨的是人类心灵
的深处”。

无疑，《审美教育书简》正是对黑
格尔如此评价的最好佐证。席勒提出
的问题是很值得思究的：艺术怎样才
能对实现人的自由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此可以引发出更多的问题，诸如审
美领域如何与伦理领域联系在一起？
艺术作为人的行为有何意义？其实，席
勒在其中所反复阐述的又何尝不是所
谓“整体的人”的养成之道。他反对将
人予以分解，尤其是他把伦理视作整
体的人的修为，而非人的某种特定部
分的秘密环节。尤为重要的是，他认
定，通过审美感受性的提升有可能实
现伦理的教育目的，也就是说，感性的
人必须先变成审美的人，才能变成伦
理的人。因而，每一个人都有实现理想
人性的前景。艺术作为文化的先行者，
将人从欲望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走
向完美。艺术家就是一种真正实现了
感官与精神统一的人。最高的范本就
是希腊人，席勒动情地写道：“他们既

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
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
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
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
里……试问，有哪个单个的近代人敢
于走出来，一对一地同单个的雅典人
争夺人的价值？”（第六封信）在席勒看
来，人类只有先学会了为美服务，然后
才能忠实地为自由服务。有必要首先
培养一种美感，为自由的真正孕育而
做好准备。无怪乎有学者将席勒这种
以整体的人为中心的审美教育思想概
括为“人文主义审美教育观”或“审美
人类学”。

某种意义上，《审美教育书简》就
是这样一种对美的告白，充满了诗与
思的奇光异彩，也是席勒在德国以外
影响最大的美学文本。

在中国，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是
在1904年由王国维介绍到中国来的。
1917年，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深受
德国美学尤其是席勒思想的影响，提
出了振聋发聩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显然既不
能求诸封建儒教，也不能借力于佛教，
而对于国民性的塑造最有效的影响，
就是那种可以直抵内心深处的艺术与
美，因而，美育就成了不二首选，乃建
构中国人现代性的重要根基……这听
上去多么像是席勒的声音：“正是通过
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第二封
信）；“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
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
其他途径”（第二十三封信）……

席勒曾经阐述过的美育途径、标
准与理想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
仅是不可以绕过去的，而且还富有进
一步思考的价值，因为席勒与康德不
同，他总是要超越人为的诸种界限，看
到对立的方方面面走向均衡、统一的
可能性及其非凡的意义。

就如席勒为贝多芬的巅峰之作
《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中的合唱部分
《欢乐颂》所作的歌词，如今依然会获
得普天之下听众的强烈共鸣一样，他
的《审美教育书简》也定会在走向未来
的过程中一而再地邀约读者在字里行
间感悟美与艺术的奥秘。

《审美教育书简》：献给美的告白
□丁宁

西班牙“东野圭吾”笔下的“福尔摩斯”
□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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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葛毓臣的书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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