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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著书者说

□ 程章灿

再现乡村不曾看到的风土人情
——读《言他：桐城往事》
□ 张蕊青
精雕细琢再现乡村不曾看到的风土 “天人合一”的哲学遐思，
又描写了农
阅读《言他：桐城往事》，不由想
人情，
《言他：桐城往事》则为迄今所 民劳作时的专注和辛苦。
到《文心雕龙》中《隐秀》篇：
“ ……是
见的第一部。小说中的刘大脚，
端着
在情节和结构的设计上，
小说极 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
红薯稀饭碗串门，
家狗眼巴巴地等待 具匠心。如表面让一个小拨浪鼓从 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
着她扔红薯皮……这样的镜头，
只有 头至尾在场，而实际安排的是一个 也。
“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
农村所独有，加上其经历，令人过目 “不在场”的五爷却始终“在场”，始终 通，伏采潜发……始正而末奇，内明
不忘，更别说小说中婚丧嫁娶、俚语 与现实纠缠在一起。小小拨浪鼓，
像 而 外 润 ，使 玩 之 者 无 穷 ，味 之 者 不
谑言、绝妙对联等，难以言尽的乡村 一根红线贯穿了故事前后，
同时又设 厌矣。”这是刘勰的“隐秀”在文学创
元素，
融合于直击人心的人物命运故 计了一个表面上不在场的五爷，
实际 作中的意义。小说《言他：
桐城往事》
事中，
耐人寻味。作者在质朴平实的 上对刘大脚作为“寡欲”
“ 男性化”的 正是“文外之重旨”
“义生文外”，做到
叙事中，
大量细节的描写和隐线的设 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个“性别 了小说中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具
置，
平添了人们的阅读情趣。描述人 矫正”的作用。刘大脚，这位把幸福 有 的 丰 富 含 意 和 生 命 力 ，而 这 个
物特征和农村社会现象，
小说往往不 建立在自己痛苦上的农妇形象的出 “隐”，不只是这部小说的内容，还包
直接告白，而是通过一个个小小细 现，
与五爷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刘义 括了对形式的审美，即“伏采潜发”
节，让人联想和思考，从而获得新的 雄，用一句“他在外攒实力”之语，与 “深文隐蔚”，只有“深文”和“隐蔚”的
认知。如写男人们从不注意的“自然 其后来的武汉经历贯穿相连，
而他在 密切结合，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
巧配”
（小说描写雁阵与插秧人的队 武汉的经历，
又似乎与植纤厂的兴衰 至达到
“篇中之独拔者”
的艺术效果。
形两者相似），
认为“飞行中的雁子是 起伏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一人物
总之，
《言他：桐城往事》对那个
不拉屎的”，这里正是天上的雁阵与 身上，
其性格和命运与当时的社会背 时代乡村的描述，
显示了作者对乡土
地上村民的队形相映成趣，
既给人以 景交融于一起，
读来荡气回肠。
的深情和言说的精巧。联想刘慈欣

《言他：
桐城往事》
王顾左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说有篇读后感《山，在那儿》，有问
登山者为何“登山”？答曰：
“山，在那
儿。”这一意境，
不禁要问作者王顾左
右：
为何“言他”？我想作者的回答一
定是：
“他，
在那儿。
”
他，
在那儿，
在“桐城往事”
那儿，
在作者对乡土的深情和言述的冲动
那儿。
“ 言 他 ”，有 余 味 ，余 味 又 未
尽……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眼前的这本《近现代作家视
域中的西安意象》，是作者刘宁
爬梳百年来相关作家涉猎西安
作品的思想结晶。刘宁是一个
睿智、勤勉的学者，熟悉文学创
作流向，熟稔艺术发展脉搏。她
自觉关注文学新人新作和文坛
新走向，以理性建设性的批评实
绩及时发声，成为新时代中国文
学建构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谈及西安，人们往往会在头
脑中，不自觉地将之与它的前世
长安叠加。事实上，古代长安创
造的周秦汉唐文明，给今日西安
在哲学、历史、考古、文学、艺术、
民族、宗教、地理、科技、文献等
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博大精深
的研究课题，如今“长安学”已成
为世人瞩目的显学。在延续和
包容长安学的基础上，一些当代
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和世界的方
位出发，秉持提升历史文化名城
和现代都市城市价值的理念，更
加深入地了解、认识、领略和感
悟西安这座城，于是“西安学”应
运而生。
这本书是刘宁继《当代陕西
作家与秦地传统研究》之后，站
在百年西安的时空坐标点，把脉
文学艺术作品中西安城市的万
千意象，完成的又一部学术研究
专著。
“ 我想表达的是，作为一座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应该有
属于自己的研究专著。”作者把
这一句作为全书的开卷之语，让
元气蓬勃、苦心孤诣的创作初心
跃然纸上。
因工作原因，笔者近年来拜
读了一些西安学研究的成果，但
从文学视域特别是近现代作家作
品角度来写西安百年历史的，这
本书是目力所及看到的第一部。
书的序曲部分介绍了不为普通读
者熟知的唐诗宋词，及近现代作
家作品中的西安世相，上篇论述
20 世纪上半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时期西安的现代化特质和新文化
生活空间，下篇展现 20 世纪下半
叶西安城里城外人的生活样态和
文化心理结构。这本专著钩沉整
理、系统整合了被以往研究者忽
视的近现代作家作品中涉及西安
的论述，探寻了西安文化的地域
风格与精神个性，丰富了西安城
市史研究的具体内容。难能可贵
的是，作者在书中还开创性地将
城市史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建
设融合起来，在扎实的地域文艺
研究中丰富了当代文艺学建设的
具体内容。
古今中外很多成功的作家，
都有着极其深厚的阅读储备，他
们吸收、借鉴、批判前人作品，以
创新创造的眼光，让笔下流淌出
新的内涵，放射出时代的光芒，
让读者揣悟到流溢在作品背后
的丰富信息量，以及作家深远的
思想。这部 33 万字的专著，容量
非常大，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文
学价值。这本书写得可读而富
有温度，虽然占有了大量资料，
却很少掉书袋，你看看书后列出
的 99 种史书类、方志类、专著类
的参考文献，这是作者在读万卷
书呀。作者将翔实确切的作家
描叙融进自己的见解和叙述方
式、语言体系之中，有思考、有故
事、有人物，也有作者特有的文
学气质，你再看看书中涉及的那
些山河、城池、街巷、寺庙、花草
等，那是作者在行万里路呀。当
然，对普通作者和读者来说，这
本书更是他们的福音，为他们洞
窥百年来名家笔下的西安“划了
重点”，也给他们今后的文学创
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在笔者看来，
《近现代作家视
域中的西安意象》这本书的主要
学术建树，
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该书梳理了近现代作家与西
安的历史渊源。通过深挖作家作
品中西安意象这一切口，作者将
这座城百年烟云阐述得别具一格
和眉清目秀。作者认为，西安是
一座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文学传
统的城市，每一个来到西安的作
家都会感受到这一点。书中摘举
的鲁迅、张恨水、碧野、老舍、牛
汉、林语堂、叶圣陶、郑振铎、柳
青、
贾平凹、
陈忠实、
朱鸿、
陈长吟
等中国作家，以及美国作家尼克
尔斯、
丹麦作家何乐模、
捷克斯洛
伐克作家普实克等外国作家的作
品，
皆为实证。
该书廓清了近现代作家笔下
西安意象的主要范畴。作者认
为，西安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
史文化名城，近现代作家通过陇
海铁路、
黄河、
秦岭、
南院门、
东大

□

章学锋

敞开心扉。刘禹锡的诗句，
经过时光 座城市的故事。
流水的淘洗，
沉淀下来的是闪耀着文
以文学为视角，
解读南
学光芒的金子。
京的历史文脉
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人们习
惯称之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历史
刘禹锡写的《金陵五题》，
实际上
上，
南京曾经使用过一系列古意盎然 是五段金陵名胜的导览词，
其结构也
也诗意盎然的名字：
金陵、
秣陵、
金城、 是煞费苦心的。除了《石头城》和《乌
石城、白下等。南京的文学传统极其 衣巷》，
《金陵五题》中还有《台城》
《生公
深厚，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讲堂》和《江令宅》三篇。这五首诗写
位。早在 1949 年，
著名文学史家胡小 到的五个地方，
分别代表南京名胜古
石先生就曾经指出，
“南京在文学史上 迹中的五种类型：
城池、
坊巷、
宫殿、
寺
可谓诗国”
。2019年，
南京被联合国教 院、
宅第。这五种名胜分类，
在历代地
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学之都”，
更进 方史志中是屡见不鲜的。每一处名胜
一步确认了它的国际地位。怎样阅读 都有其兴废沿革，
隐藏于名胜沿革之
南京这样一座城市？从什么样的角度 中的历史故事，
人们通常称为掌故，
也
接近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用什么 经常被诗文作品所化用，
成为文学作
样的方式讲述这座“文学之都”的故 品中情思与意象的支撑与装饰。刘禹
南京这座城的观赏者
事？40 多年来，
这类问题一直在我的 锡写作《金陵五题》之前，
肯定阅读了
和阅读者
脑子里盘旋着。
许多史志文献。
“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
显 而 易 见 ，这 三 本 书 的 书 名 都
平生第一次对遥远的南京产生了 下事。”透过文本，
刘禹锡早已踏遍了 刘禹锡的《金陵五题》，
代表的是中唐 而是更为突出具体的人事背景。
“金
“盗”自刘禹锡的诗句。在我看来，
刘 想象，
是在 1970年年初的某天。那时， 南京的山山水水、城池坊巷。汗牛充 人所品题的“金陵五景”。有《金陵五 陵二十四景”穿插了很多故事，是动
禹锡的这些诗句，
堪称汉语中最为美 我还是福州郊邑一所乡村小学的学 栋的南京地方文献，
赋予诗人刘禹锡 题》导夫先路，
后继者层出不穷，
于是 态的文字文本，
而《金陵四十景》是静
丽、
最能激发文学想象的诗句，
“南京 生，
坐在由民房厅堂改造的教室里，
一 一双“千里眼”和一对“顺风耳”，视听 遂有金陵十景、
金陵二十景、
金陵四十 态的图像文本。
三书”的书名公然不避“盗”名，就是 遍遍诵读着描述南京长江大桥的课 通灵。
景、
金陵四十八景，
累积越来越多。这
这座城在绵延不绝的
为了分享这些诗句中特有的色泽和 文。那座飞架南北、
雄伟壮观的大桥，
唐代以后，
《金陵五题》就进入南 是名目的积累，
也是景观的积累，
更是
文脉传承中，
诗意盎然
韵味。得陇望蜀，
我还希望通过这三 毫不意外地占据了我的南京想象的中 京史志文献，
丰富了南京历史掌故的 文学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些越
个书名，
在自己与刘禹锡之间建构一 心。1979 年 9 月初，在北上求学的漫 库藏，
成为后来读城者的读本。有意 积越丰厚的文本资源，
给城市的读者
有图，
有故事，
文字有流动性，
书
些更具个性化的联系，比如，我和刘 长旅途中，
我第一次路经南京。伴随 思的是，
历代总有一些好事者，
利用已 带来了福音。
也许就有比较好的阅读界面，这是
禹锡都是南京这座城市的观赏者和 着火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隆声，
南京长 有的史志文献，
添枝加叶，
创作出一批
不同的名胜品题或景观名目，
透 《旧时燕》写作之时的初衷。
《旧时燕》
阅读者。
江大桥从我的视线中迅速后退，
我睁 新的故事，生产出许多新的历史文 露出不同的眼光，
体现了不同的视角， 初版也有图，
不过比较芜杂，
新版《旧
《金陵五题》问世一千多年来，
脍 大 1.5视力的双眼，
也来不及捕捉大桥 献。就南京而言，
宋代就有很多这类 但一般来说，
这些名目都采取四言成 时燕》只选陆寿柏所绘《金陵四十景
炙人口，
传播广远，
它不仅给刘禹锡带 的更多细节。此后南来北往，
每年两 好事者。比如，
北宋的杨备创作了《金 语格式，
讲究平仄，
文采斐然。比如明 图》，一以贯之，别无他图，前后风格
来了诗坛的声誉，
也使刘禹锡成为古 度车过大桥，
或白天，
或深夜，
隔窗相 陵览古》一百首，南宋的曾极创作了 末的《金陵四十景图》，
这是明熹宗天 一致。南京毕竟是六朝古都，
《旧时
城金陵最著名的代言人以及最权威的 望，每次都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 《金陵百咏》一百首，
而苏泂则写作了 启三年（1623）南京本地人陆寿柏绘制 燕》24 篇中，
《旧时王谢》
《六代乌衣》
读者之一。虽然刘禹锡的原籍并不是 1982 年夏天，
终于真正踏上这座城市 《金陵杂兴》二百首，
数量都远远超过 的。图中所绘“金陵四十景”，
包括燕 《贵妃之死》
《霜深高殿》
《有女莫愁》
南京，
他对南京的深厚感情，
足以让世 的土地，可惜来去匆匆，只停留了两 《金陵五题》。这几位诗人也都不是南 矶晓望、狮岭雄观、秦淮渔唱、天印樵 《莫愁变脸》
《烟雨楼台》
《骑鹤扬州》等
居此地的土著动容。读过这组诗的 天，
和当地友人一样热情的南京夏天， 京人，
但实地踏勘名胜，
其寻访名胜之 歌、
龙江夜雨、
平湖堤水、
长干春游、
牛 12 篇都是六朝故事，占了一半的篇
人，
大概都能从中领略到这一点，
但他 浓密的梧桐树荫掩罩之下的中山东 多，
感兴之杂，
视野之广，
比刘禹锡有 首烟峦、石城霁雪、钟阜晴云、青溪游 幅，
分量最重。这是容易理解的。此
们恐怕未必知道，
刘禹锡写作这组诗 路，
刻入了我的记忆。第二年初夏，
到 过之而无不及。宋代还出现了一篇文 舫、
乌衣晚照、
东山棋墅、
祈泽龙池、
花 外，唐宋故事有三篇，即《百斛金陵》
的时候，
还没有到过南京，
与这座城市 南京参加了研究生复试之后，
我借住 言小说，正题是《王榭》，副标题是《风 岩星槎、栖霞胜概、虎洞幽寻、鸡笼云 《细数落花》
《叶落半山》。明清故事
仍然缘悭一面。确切地说，
他是在与 于虎踞关附近的同学宿舍，读诗，郊 涛飘入乌衣国》，
就是以刘禹锡《乌衣 树、
莫愁旷览、
白鹭春潮、
幕府仙台、
天 五篇，依次为《爱住金陵》
《名士风流》
南京一江之隔的历阳（今安徽和县）， 游，游赏南京景点，体验南京人的生 巷》后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 界经鱼、宿岩灵石、雨花闲览、达摩灵 《有足自随》
《痴人说梦》
《俗眼看花》。
遥望南京，
命笔成篇。看来，
阅读与理 活，逍遥盘桓长达一周之久。是年 9 常百姓家”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
《旧 洞、
凭虚听雨、
弘济江流、
凤台秋月、
星 近代故事两篇，分别为《美酒生涯》
解一座城市，
籍贯并不是问题，
距离更 月，冒着当年的第一场霏霏秋雨，我 时燕》中有一篇《旧时王谢》，
很详细地 冈饮兴、杏村问酒、谢墩清兴、清凉环 《沆瀣风流》。有的篇章集中写事，
如
不是问题。如果能够像刘禹锡那样， 来到这座城市注册入学，自此正式 叙述了王谢这段历险故事。这类故事 翠、
灵谷深松、
长桥艳赏、
报恩灯塔、
天 《金陵王气》
《虎踞龙蟠》
《青骨成神》，
有充足的文学理解力和历史想象力， 成为流寓南京的客子。从此，每天 在南京历史上不胜枚举，
真中有假，
假 坛勒骑、祖堂佛迹、桃渡临江、嘉善石 大多是围绕一个专题的多段故事的拼
有充足的文本阅读积累，
那么，
所有城 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南京 中有真，
真假虚实缠绕在一起，
令人疑 壁、冶麓幽栖，
基本上不是前平后仄， 合，
意蕴颇堪寻绎。有的篇章集中写
市都会如刘禹锡笔下的金陵一样，
穿 城。除去外地出差的日子，每一天 惑，
也令人着迷。重述这些文学性很 就是前仄后平，
声调谐美。后来清人 人，如李白、王安石、吴敬梓、袁枚、黄
越历史的烟云，
向它的读者呈现形貌， 都与南京城这部大书相伴。屈指至 强的故事，
从中呈现城市的个性面貌， 徐虎绘有《金陵四十八景图》，
四十八 季刚、王伯沆等，各有个性，耐人寻
今将近 40 年了。
就是《旧时燕》全书的核心关怀。
景的名目与四十景颇有出入，
但讲究 味。有的篇章重点写地，
如写栖霞山
我喜欢骑车穿行大街小巷，
搜寻
平仄和文采，
却是同一套路。
的《岩壑栖霞》，写瓦官阁的《高阁临
以名胜为结构，
寻觅南
书本上见过或没见过、
熟悉或陌生的地
《旧时燕》选择陆寿柏所绘《金陵 江》。每篇都穿插了文学故事，
虽然长
京的文化之根
名，
也喜欢徒步行走，
寻水看山，
在高高
四十景图》作为插图，是有考虑的。 短不一，
但都聚焦于一个核心主题，
近
的城墙上登临远目，
披襟当风。对我来
每一处具体的名胜古迹，
最终都 画家陆寿柏是南京本地人，
他所描绘 于一篇小论文。但行文力求通畅，
不
说，
每次行走都是对金陵城的一次阅 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地点，
这个地点 的四十个景点，
都是长时间约定俗成 用注释，
笔法与随笔相近。如果把《旧
读。将近 20年前，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就成为游人观赏中心。如果将城市视 的，
有根有据。这些景点不仅是他日 时燕》各篇中的故事拆解开来，
化整为
诗的结尾是这样两句：
“自入江湖身是 为文本，
名胜古迹就是城市阅读的主 常眼中所见，也在其行走范围之内， 零，
每篇会更短小精悍，
那就近于掌故
客，
廿年远在帝王州。
”
这里的
“帝王州” 要焦点。所谓名胜古迹，
用今天的术 图中所绘，可以实地校验，应该是比 的写法了。实际上，
《山围故国：
旧闻
不是别的地方，
就是
“金陵帝王州”
。引 语来说，
也就是景观。景观有自然景 较可靠的。
《旧时燕》中写到的人物、 新语说南京》
《潮打石城》二书就是这
用过去的这两句诗，
仍然可以表达我此 观与人文景观两大类。无论是人文景 故事，
很多就是在图中的那些地点发 种写法，
追求文字的清简有味。
时的心情，
虽然诗中的“廿年”要改为 观，还是自然景观，都与人事密切相 生的，述古事，读古城，观古图，图文
不了解城市史，
就无法了解人类
“卌年”
了。佛家说，
出家人不要三宿桑 关。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 之间相互参证，
形成较为紧密的互文 文化史。不读懂地方史，
也很难真正
下，
怕的是日久生情，
难以割舍。四十 代谢，
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
我辈 关系。
《旧时燕》全书 24 篇的命名，与 读懂民族史。金陵古城这本厚重的
年来，
我生活在南京，
饮于斯，
食于斯， 复登临。
”
说的就是人事与江山之间不 “金陵四十景”同出一辙，
全部采用四 大书，用四十年来读这本书，绝对是
宿于斯，
读于斯，
岂能无情无思，
安得了 可分割的关系。前人既逝，
后人复来， 言成语的形式，讲究平仄调谐，不乏 值得的。严格地说，四十年犹然不
无牵挂？我时常在想，
该怎样表达我的 面对名胜古迹，
每代人都有新的题目 文采。从这一角度来说，
这 24 篇也可 够，
“南京三书”只是我阅读金陵古城
《旧时燕：
文学之都的传奇》
情思和牵挂呢？刘禹锡的诗，
给了我一 品评，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进一步 以称为“金陵二十四景”，只不过与 的第一步。
程章灿 著
个很好的参照和启发：
以读城为焦点， 凝炼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精华，
增加了 “金陵四十景”比起来，
“ 金陵二十四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
南京大学出版社
以文学为视角，
以名胜为结构，
讲述这 景观文本的层累。从这个角度来看， 景”不那么集中在某个具体的地点， 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图 片 选 自《旧 时 燕 ： 文 学 之 都 的 传 奇》

唐朝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组非常有
名的诗，一共五首，题为《金陵五题》。
其中传诵最广的有两首，
一首是《石头
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
回。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
来。
”
另一首是《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
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
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
2019 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的《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说南京》；
2020 年，
凤凰出版社接着出版了我的
《潮打石城》；2021 年，南京大学出版
社又出版了我的《旧时燕：文学之都
的传奇》
（以下简称《旧时燕》
）。每年
一本，
鱼贯而来，
共同组成了我的“南
京三书”
。

·

以文学的名义
书写百年西安史

——我的“南京三书”

明 陆 寿 柏 绘 《金 陵 四 十 景 图》 乌 衣 晚 照

用四十年读一座城

长篇小说《言他：桐城往事》，读
来让人荡气回肠，
回味无穷。作者以
其亲身经历以及所听所闻，钩沉辑
佚，爬罗剔抉，成就了一部“桐城往
事”的历史回望小说，深层次剖析了
20 世纪 30 至 80 年代“过去书中不曾
看到”的乡土中国，真实展示了中国
农村特有的风貌、
风俗、
风韵、
风情。
乡村题材作品，
无论表现什么主
题，
都是离不开农村以乡人、乡景、乡
风等特点为底色而加以展开的原汁
原味的描述。鲁迅给萧军《八月的乡
村》序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的心血和
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
以至
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
一团……”句中的“茂草”
“ 蝈蝈”
“蚊
子”等字眼，
正是农村所特有的情状，
如《红高粱》
《白鹿原》
《山那面人家》等
乡村题材小说，已是脍炙人口、深入
人心，但全景式的、似乎于不经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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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现 代 作 家 视 域 中 的
西安意象》
刘 宁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街、学府、报刊、秦腔、易俗社、影
院、公园、饭店、招待所、华清池、
曲江、灞柳、碑林、七贤庄、终南
山、棉纺厂、钟鼓楼、护城河、足
球、冷娃、闲人、道北人、古刹、国
槐、峪口等蔚为大观文化意象的
独特描叙，
透视西安城市文化、
聚
焦西安城市文明，帮助读者扩充
认知，从而读到了西安是百年西
部中国的一个缩影，读到了中国
人浓郁的乡土情怀，还读到了西
安包容开放的世界眼光。
该书研究了作家创作与城
市生活展现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认为，无论是 1924 年鲁迅西
安 讲 学 时 郊 外 游 历 和 城 内“ 阅
市”，还是 1952 年柳青搬到长安
县王曲公社皇甫村深入乡村体
验生活改造思想，都是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作家了解城市文化，了
解民众生活的重要方式。这种
作家与生活紧密联系、互动发展
的互动关系，对后世作家特别是
对陕西作家现实主义题材的创
作，具有很强的渗透作用和积极
的启示意义。
该书总结了近现代作家西
安叙事的核心是人和城。无论
是概览 20 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
幻 ，还 是 论 述 下 半 叶 的 和 平 发
展，全书始终围绕作家作品这一
视角，把握西安人文地理空间这
个脉络，紧扣人和城的关系这个
核心，以文采飞扬的具有补白意
义的文化随笔色彩的语言，对百
年西安丰富性的文学意象进行
梳理和总结，并追根索源文论结
合、事论结合地为西安城市史的
研究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领域。
总之，这本书系统全面而又
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一百多年来
西安的发展历程，从作家作品中
揭示出城市发展的一些规律性，
在以文学名义建构城市发展史
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为整体
性城市研究，尤其是作家作品的
传承与借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个案基础。诚如作者所说，
“文
学视域中的西安，是对百余年近
现代西安城市史的一次重新建
构。这些作品大多是当时作家
直接体验、事后追忆的产物，作
家是当时城市面貌和生活的见
证者，通过文字复原那些已经逝
去的城市建筑、城市布局，描写
基于城市这一载体而曾经生活
的人、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在
城市创造的文化。
”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外
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