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李敬泽看来，《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秋
天写作，像秋天一样包容、成熟。“刘震云的小
说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故事，小说里有中国人最
具根性、最深的经验和情感。题旨繁复，但百
炼钢化绕指柔，特别深入，也特别从容自然。
在中国人生命的底部，情感的底部，真正恒常
运行的无声的经验和处境，中国现代以来的文
学始终没有处理好、没有充分命名，刘震云处
理得幽微阔大，急管繁弦，一笛凉月。”李敬泽
透露，他是一口气看完了《一日三秋》，看到夜
里三点，“人老泪多，我以前看震云老师的书，
有很多乐趣。结果昨天晚上看这本书的时候，
夜深人静，外面时不时下着雨，老泪有那么一
行两行就下来了。”

李敬泽还仔细分析了这部新作，“在这部
小说里面，它涉及大量的作为中国人的内心最
基本、最深的经验，比如说惦念。本身就不仅
仅是我在想某人，而我本身在过着自己有意义
的生活。在西方文学当中好像没有‘惦念’这
个词。”

在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张旭东看来，“《一
日三秋》不愧为《一句顶一万句》之后又一高
峰。它体量比《一句顶一万句》小，但形式更纯
净、叙事更灵动，因而文学想象和表现空间反
倒更大。”

作家、评论家邱华栋也认为，刘震云的小
说《一日三秋》是一部杰作，“在他的这部新作
里，精彩的故事有着最日常的起点。在最为家
常的书写中，呈现了人的生活的丰富生动和无
尽的可能，保持了小说的伟大叙事能力的尊
严，呈现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价值。”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7月3日，由四川文艺出
版社主办的《生命四重奏》
鉴读暨首发式，在成都大观
美术馆举行。《生命四重奏》
是诗人向以鲜继推出“旋律三
部曲”首部《唐诗弥撒曲》之
后，历时七年精心结撰的又一
鸿构，也是他在自己的故乡四
川出版的第一部诗集。

别开生面的嘉宾对谈、
诗歌鉴读、弦乐鉴赏、读者
互动和现场签售活动，以及
活动中的跨文本交流形式，
为来自成渝两地两百多位
诗人、批评家、音乐家、美术
家、朗诵艺术家和出版家，
提供了一次颇富创意的深
度交流机会。

全书由《金鱼与乌鸦》
《犀牛和孩子》《春天的草
木》《山中观音》四部分和一
个《尾声》构成，共同交织出
一个完整的长诗结构。诗
人沿着先贤的指引，“多识
于鸟兽草木之名”，并试图

“经历所有的生命，穿越所
有的黑暗”，从而抵达光明
的彼岸。诗集一经问世，就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因为向以鲜丰厚的文
化底蕴和过硬的文学水准，

《生命四重奏》体现出的文
学成就，引发《星星》诗刊主
编龚学敏的称赞，“向以鲜
此次通过对古典文化与当

今生活的融合，对人生意义
的探索，及以生命为中心如
音乐节奏一般的主线，逐渐
找到了‘新诗之新’，向百年
以来中文现代诗所示问题
的答案迈出了重要一步。”
诗歌评论家曹纪祖认为，在
向以鲜身上体现出来的“敏
锐的洞察力，有力的现实介
入感，丰富的想象，宽阔的
视野，炽烈的情感，语言形
象准确又不拘一格，特别是
诗歌内容依托的深厚的文
化底蕴，是一般诗人所不及
的。他十分强调诗的节奏
感与音乐性，在继承中国古
典诗词的优秀传统上推陈
出新，充分体现了汉语写作
的诗的文体特征。”

在诗人喻言看来，向以
鲜的诗歌写作是“真正的知
识分子写作，表现出一个知
识分子的良知、担当、气节和
胸怀、眼光，立场和角度。”

嘉宾对谈中，活动的学
术主持人诗人席永君和对
谈嘉宾周东升博士，就《生
命四重奏》与古罗马哲学
家、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
论》的关系、诗人的“立法
者”身份与伦理学责任，诗
歌与现代消费行为以及诗
歌写作与知识背景的内在
关联等问题，与向以鲜展开
深入交流。向以鲜认为，要
赢回卢克莱修时代那种大
众对诗歌的重视已经很难，
但也对此满怀希望。他评
道，真正的诗不可能被消
费，正如磐石般不可动，像
美人不可遮。只要诗人不
受现代物质生活的消费观
念所影响，其作品便会如黄
金一样不惧火炼。它们是
坚玉，有时可能会布满尘土，
但绝不会丧失固有的光泽。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杨阳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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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新作《一日三秋》被赞“又一创作高峰”
找
到
﹃
新
诗
之
新
﹄
向
以
鲜
《
生
命
四
重
奏
》
首
发

刘震云创作30余年来，作品被归为三大系列：“故乡”系列（《故乡面和花朵》《故乡天下黄花》《故
乡相处流传》）、“我”系列（《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和“一”系列（《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
顶一万句》）。2021年7月，刘震云的“一”系列再出新章，作为“一”系列新篇，《一日三秋》由北京长
江新世纪旗下品牌“文化有意思”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在付印前，出版方制作出100本试读
本，随机邀请了一些读者和评论家试读，获得广泛好评。多位读者认为其传递了中国神怪传奇的
韵味，情理之妙自明清小说以来所未见，称之为刘震云“继茅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之后的又一创
作高峰”。

熟悉刘震云的读者都知道，他
的小说幽默而智慧，善于从百家姓
里打捞出无名之辈的故事。《一日
三秋》引用民间“花二娘”的传说，
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
六叔生前所画的画作，探讨延津
（刘震云的河南老家）人幽默的本
质。六叔的画，以延津人事为题，
既有日常也有神鬼，既写实又后现
代，深得“我”这个作家的喜爱。六
叔死后，六婶一把火烧了他所有的
画，出于纪念，“我”以记忆中六叔
的画为母本，写下了这部小说。画
里画外、戏里戏外、梦里梦外、故乡
他乡、历史当下等多重矛盾，诠释
了“一日三秋”的多重意义。一如
既往，这部小说像以往刘震云小说
一样，充满了冷幽默，世俗生活所
包含的哲理，道破生活严肃与轻
松，瞬间与永恒。刘震云让读者意
识到，无须舶来拉美的“魔幻现实
主义”文学概念，他的故乡延津的
现实即为魔幻的存在。

7 月 17 日，出版方为《一日三
秋》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举办了一场
沉浸式首发式。读者步入发布会
现场即沉浸在刘震云作品的视觉
情境中，朗诵、舞蹈、微话剧等艺术
形式将小说中的人物立体呈现在
读者面前，为新书亮相提供更具代
入感、观赏感的剧场体验。之后由
史航主持、作者刘震云与评论家李
敬泽进行了一场深度文学对谈。

在鼓楼西剧场，读者似在剧场
里穿越了刘震云的三部作品：《一
句顶一万句》中的意大利神父老詹
（边玉洁饰）以独白诉说无奈，《一
地鸡毛》中的小林（舞者刘尚，朗诵
者姜力豪）以舞蹈表达迷茫；《一日
三秋》更是以微话剧演绎出小说中
以附录存在的一段完整情节。话
剧导演何雨繁饰一位见多识广的客
人。编剧、策划人史航客串古董商
人老景，鼓楼西剧场邀请到著名演
员郭涛友情出演木匠老晋，作者刘
震云也以朗读人的角色登台。专业
的灯光、舞美、服化道，不啻一场完
整话剧版《一日三秋》的预演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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