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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人间编辑部开启了
“寻业中国”这一长期征文栏目，希望
大家拿起笔，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
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父辈们为之
奋斗的，或我们所困惑与坚持的。

四年前发出的“寻业中国”的呼
喊，一石激起千层浪。四年后，收获
的“回应之浪”渐渐汇集成河流，已然
清晰地留存和记录了当代中国重要
的一部分：我们做着普通的工作，却
构成了这个时代。每一位记录者的
自白与分享，汇集为一份珍贵的人间
纪实。如今，这些故事终于以纸质书
的形式和读者见面。2022年6月，中
信出版社·大方推出该栏目精选文集
《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书中收录了“寻业中国”栏目的
22个故事，浩瀚的工作故事按照主题
编选——“匠人之魂”记述当下的工匠

精神，“后浪百相”聚焦年轻人的职场
生活，“潮来潮去”书写时代浪潮下的
行业兴衰，“幕后英雄”则将聚光灯打
向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无名英雄。

银行职员、种大棚的农民和永远
“在路上”的火车司机，用亲身经历讲
述人间苦甜。小城的杂技演员、问着

“何处是家”的海员、金沙江河谷里的
孤寂守站人，在对工作的坚守中讲述
着他们的人生。

人间工作室编辑许智博在本书的
序言中写道：“工作本身如同一面自
转的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
域、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
多元多样的人生选择，也映照出岁月
流转的碎片。”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郑好

《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在工作中，看到中国》：一份珍贵的人间纪实

《卡夫卡传：早年》：
带你走入卡夫卡的人生

弗兰茨·卡夫卡，20世纪德语小说家，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宗师。在短短41载的生命历程中，
他给后人留下了《城堡》《诉讼》《变形记》等经典作品。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是其

创作的永恒主题，这种别开生面的手法，令20世纪各个写作流派都追认其为先驱。
2022年，是卡夫卡的著作《城堡》诞生10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陆续推

出广受赞誉的《卡夫卡传》三部曲。

这套传记作品带领读者踏入卡夫
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这是
迄今为止内容最翔实、体量最浩繁的
一套卡夫卡传记，目前已译成英语、
西班牙语等多国文字，获得了莱比锡
书展奖、海米托·冯·多德勒奖等多种
奖项。

该套传记中的《卡夫卡传：早年》
已于6月出版，作者施塔赫查阅了许
多尚未公布的书信、日记、笔记等手稿
资料，重现《一场斗争的描述》《乡村婚
礼筹备》《观察》等文学试验，细数卡夫
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的原因：语言才
华，教育经历，朋友圈等。

卡夫卡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
人，作风专横，对儿子的态度简单粗
暴。《致父亲的信》是卡夫卡早年最重
要的自传性资料，在其中，卡夫卡把
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和不善生计都
归之于父亲的影响。在《卡夫卡传：
早年》一书中，作者试图解读这封
100多页的长信，展示权力、恐惧、孤
独这三大母题在卡夫卡童年时就扎
下了根。

此外，《卡夫卡传：早年》也展现了
作家如何与文坛“伯乐”布罗德结下那
段影响了现代文学史的友谊。布罗德
是卡夫卡的挚友兼编辑，后来还成为
卡夫卡文学遗产的保管人。卡夫卡在

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
和3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诉
讼》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
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大多数作品
都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
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布罗德销毁他
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但布罗德没有
听他的，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
卡的作品整理出版。

卡夫卡曾经当过保险局公务员，
他的工作大多是枯燥的例行公事，但
他竟从中获得了文学启示。其小说
《城堡》中荒诞的分发文件场景，就来
源于机构中机械化日常的经验，比如，
每天要处理上千份文件。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评价说，
“施塔赫以极度的细心和同情心阅读
作品与生平。他对卡夫卡生活的时代
理解深刻，而与之相应的，是一种智
慧，一种对隐于作品背后的冲动及欲
望的敏锐体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
尔泰斯·伊姆雷则说：“它本身就是一
部小说。”

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出版社供图

《书途风景》：
“草根文学评论家”
马忠的阅读感悟

近日，被称为“文学评论
界的劳模”“草根文学评论家
的重要代表”的马忠的新作
《书途风景》出版。该书收录
了马忠2021年至今发表在《文
艺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的
文章40篇，共12万多字。

《书途风景》一书的内容，
均为国内最新出版书籍的评
论和推介，既有对传记文学的
评论，也有对文学批评的评
论；既有对诗歌的评论，也有
对语言研究的评论；既有对成
人文学的评论，也有对儿童文
学的点评；既有对散文诗集的
评论，也有对长篇小说的评
论；既有对诗集的评论，也有
对小小说集的评论；既有对名
家的评论，也有对籍籍无名写
作者的作品评论。该书汇聚
的，是作者在阅读中的诸多心
得和思考。

《书途风景》以作者的阅
读感受为基础，用智慧的眼光
去发掘作品的要义，对作品价
值进行发掘，从而体现评论者
独特的发现与独到的感悟，生
动呈现他在书途中发现的美
丽风景。

著名文艺评论家周思明
在《坚守文学评论的初心与风
骨》的序中这样评价：“马忠的
文学评论，来自作家作品，来
自文本细读，来自独立思考。”

“这部《书途风景》，渗透着信
仰的力量与评论家的品格，彰
显了写作者的文学大爱，是献
给文学、献给时代、献给读者
的一部用心之作。”

2003年至今，近20年来，
马忠用业余时间撰写评论文
章600余篇。《书途风景》是他
的第15本文学评论集。2019
年 5 月，马忠荣获广东省“五
一”劳动奖章，是他所在的清
远市30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
文学工作者。

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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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传：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