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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作家与北大教授合著《唐诗之路》
共赏“奔流不息的诗歌之河”

作 为 伟 大 的
文化凝结体，

唐 诗 拥 有 强 大 的 生 命
力，在全世界都有众多
知音。比如 2020 年，英
国 BBC 推 出 的 纪 录 片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
人》，让西方观众了解了
这位中国唐代伟大诗人
的一生。在国外作家群
体中，也有不少唐诗的
粉丝。比如法国作家、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就
是其中一位。

2021 年 12 月，人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由
勒 克 莱 齐 奥 和 法 国 文
学研究者、北大教授董
强 合 著 的《 唐 诗 之
路》。 在 这 本 书 中 ，我
们可以看到，勒克莱齐
奥在董强的帮助下，深
入 阅 读唐诗，抒发阐释
自己的观点，表达唐诗
对 他 人 生 、创 作 的 影
响。他作为现代人的思
想火花与古老的唐诗相
互碰撞，站在外国作家
的角度，把唐诗读出了不
一样的味道。在他看来，
唐诗是人类文学创作史
上的巅峰；在他的笔端，
唐诗的意境深远悠长，
就如同法语书名“奔流
不息的诗歌之河”。

在新书发布分享会
上，作为该书的共同作
者，董强讲述了《唐诗之
路》的创作源起，“我跟勒
克 莱 齐 奥 有 长 久 的 友
谊。而且他对我来说有
特殊的意义。简单地说，
我之所以今天还在搞法
国文学，在北大成了教
授，跟两个人密切相关，
一个是米兰·昆德拉，我
是他的学生，另一个就是
勒克莱齐奥。”

《王羲之放鹅记》：
凸显古代名人生动鲜活面貌

古代书画大师的“侧面”描写
同以往古代文人传记不同，这

本书在记述这些大师人生的过程
中，广泛地采摘轶闻野史中那些关
于他们人生“侧面”的描写，让类似
王羲之、米芾、韩干、宋徽宗、杨凝
式、倪云林等等遥远的庙堂上供奉
着的古代书画大师，以一种活生生
的方式，或诡异、或日常性地呈现在
书中各种奇异的故事里。

“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贡
布里希的这句名言，对于中国古代
艺术似乎尤其适合。中国古代艺术
与中国哲学一样，首先关乎的是人，
人心的，人性的。所以，古代书画的
欣赏，讲起来，最好还是先从其创作
者讲起。《王羲之放鹅记》这本书，正
是这样的尝试。

《王羲之放鹅记》中的人物都是中
国艺术上不可忽视的“明星”。但作者
叶行一让这些平时只以冷峻、专业的
面目存在着的中国国宝级的艺术大
师们，凸显出他们本来作为“人”的鲜
活与灵动。叶行一说：“我只是习惯
平等地看待所有人。”他写每一个书
画艺术爱好者都向往的璀璨繁华时
代，同时也不避讳那时候流弊、落后
的缺憾。有艺术家们崇高的追求，也
有他们遭遇的不甘、郁结和不得志。

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一次复兴
在《王羲之放鹅记》里叶行一写

王羲之，引用王羲之自己的作品《寄

周抚》：“二十六年来，我的境况总是
不好，感觉到一天天的衰老。我家
老妻最近病情严重，常常深夜呕吐
不止，时日大概也不多了，可我什么
也做不了。”他这样写宋徽宗《永别
了，画院》：“我让人鉴别内府收藏的
历代书画，上至曹不兴，下到黄居
寀，分门别类地编撰成书谱和画谱供
他们学习。我自己所做的画也并不
吝啬赏赐给大家，供他们欣赏和学
习。宣和四年的三月份，我记得最清
楚，当时来了好些人，我把平时临摹
的古画拿了出来，大家争先恐后地
抢，李唐和苏汉臣差点打了起来，这
些人平时那么文弱，想不到为了画竟
然能不顾形象。我坐在那里，喝了点
酒，心头有一些荡漾，希望他们永远
那么活泼，希望我的画院永远那么
热闹。”

艺术的价值常存有不确定性，但
是也造就了产生艺术价值的故事的
无限可能。真真假假之间，答案就在
读者自己的心中。叶行一的这本书
是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在现代汉语里
的一次复兴，他用现代白话文讲述了
一个又一个传统的古典志异故事，作
家王这么评价本书：“叶行一书中的
这些故事，这些艺术家们的传奇，包
括他们一生为之癫狂无法说出口的
那些追求，就像这缥缈的香气一样，
似乎毫无用处，却令人动容。”

作者叶行一，做过编剧、写过广
告，会受一时的兴趣驱使学吉他、刻
皮子、写毛笔字，现在是一名非遗传
承人，沉迷刻砖拓字。或许与个性有
关，他习惯通过冷淡的叙述方法来讲
述真实历史人物的故事，既有世俗的
热闹，又有解离的雅致。幽默、口语
化的语言，在还原艺术家性格面貌的
同时，赋予他们更多“人”的神采，常
让人会心一笑。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李心月

给法国读者分享唐诗
诗人西川读了《唐诗之路》很感慨，“李白也没有想到

过他的诗能够传得那么远，而且开始参与一个人的生命，
开始参与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开始塑造一个人，他开始塑造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
人最后成为一个大作家。唐诗的这个路——唐诗里面真
是有好多路——这个路太奇妙了，非常有意思。”

诗人欧阳江河认为，“勒克莱齐奥通过董强，写了一
本讲给法国人读的书，将特别简单、自然、质朴传输给他
们。中国文明最高的典范之一就是唐诗，我们给出世界
文明一个真正幽深的、真正具有启示性的感动，一种文学
的启迪。”

在作家、评论家邱华栋看来，《唐诗之路》做到了化繁为
简，它是一种极简的写法，但是把《全唐诗》全部的精华给集
粹了。“这本书的确是把唐代最杰出的几个诗人串起来了，李
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王维，主要涉及到这五位诗人，化
繁为简的写法把它拎出来，就像一张大网，一把下去，几条大
鱼全在里面了，这个结构非常有意思。”

唐诗充满着爱的力量
这本书中文名字叫“唐诗之路”，法语名字意思是“奔

流不息的诗歌之河”。董强说，法语名字也是他取的，“法
国人喜欢河流意象，诗歌的河流永远奔腾不息。法国人
特别喜欢这个题目，我当时提出之后，勒克莱齐奥马上接
受了，说这个题目好。因为他本人有小说家把握大场面
的能力，能够在这么多东西里面找出这条路，非常了不
起。所以别看它是一部小书，它就像一个艺术家不是很
巨型的作品，但是在微观里面体现出宏观、宇宙，体量是
很大的。”

勒克莱齐奥也通过录制好的视频分享了他对唐诗中
女性和爱情这部分的感悟。他说：“唐诗，尤其是李白的

诗，充满着爱的力量，
这是一种宇宙动能性
的力量，是唐诗无比
强大的原因，为唐诗
带来了一种永恒性。
我感谢大家跟我一
起，共同分享了这些
美与情感的时刻，它
们是唐诗带来的。我
还要再次感谢我的好
朋友董强，感谢他与
我合写了这本书，带
着他对诗歌的理解，
对美的意识。还有贯
穿全书的他的书法作
品。他跟我一起创作
了 这 本 书 ，献 给 唐
诗。”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唐诗之路》

翻开《王羲之放鹅记》这本书，一股浪漫优美、新奇古怪的气息扑面而
来。32篇围绕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大师展开的故事，有传奇，有故事新编，
有博物学，有艺术史，有民俗学，有寓言，有志异，有幻想。

《王羲之放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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