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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读“红楼”话风筝
《红楼梦》第七十回“林黛玉

重结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中，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不舍得将

制作精巧的风筝放掉，李纨劝道：

“放风筝图的是这一乐，所以又说

放晦气，你更该多放些，把你这病

根儿都带了去就好了。”当紫鹃要

去捡别人放掉的风筝时，林黛玉

笑着劝阻道：“知道是谁放晦气

的，快掉出去罢。把咱们的拿出

来，咱们也放晦气。”可见，古时放

风筝是消灾除难的手段，不能捡

拾别人放的风筝，怕沾上晦气。

曹雪芹花很多笔墨来描绘林

黛玉放风筝的情景。在柳絮飞舞

的时节，贾宝玉和林黛玉、史湘

云、李纨、探春和一班丫头在大观

园里赋诗填词，忽然听到窗外竹

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屉子倒了一

般”，众人吓一跳，原来是一个大

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于是大

家也加入了放风筝的队伍。宝玉

最喜欢和姊妹们一起玩，高兴得

不得了。天空中飘着大蝴蝶、美

人、大鱼、大螃蟹、大红蝙蝠、大凤

凰等形状的风筝，令人目不暇接不暇接，，

众人都沉浸在放风筝的乐趣中众人都沉浸在放风筝的乐趣中。。

这时这时，，黛玉把风筝放远黛玉把风筝放远，，紫鹃用西紫鹃用西

洋小银剪子把丝线洋小银剪子把丝线““咯噔咯噔””一声剪一声剪

断断，，笑道笑道：：““这一去这一去，，把病根儿可都把病根儿可都

带了去了带了去了。。””在整个放风筝的过程在整个放风筝的过程

中中，，曹雪芹着重表现的是林黛玉曹雪芹着重表现的是林黛玉

如何如何““放晦气放晦气””。。

在我国在我国，，放风筝已有放风筝已有 20002000多多
年的历史。春秋时期，鲁班首创

“木鸢”，这是最早的风筝。后来

以纸代木，称为“纸鸢”。五代时

期，李邺将竹哨绑在风筝上，放飞

时风吹竹哨，声似筝鸣，十分悦

耳，“风筝”由此得名，并沿用至

今。那时很多人在放风筝时那时很多人在放风筝时，，都都

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名称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名称写在写在

纸鸢上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就剪断风

筝线筝线，，让纸鸢随风而去让纸鸢随风而去，，任凭清风任凭清风

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也有人在也有人在

放风筝时放风筝时，，把所有的不幸把所有的不幸烦恼写烦恼写

在纸上在纸上，，让它随风筝飞上天让它随风筝飞上天，，认为认为

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因此因此，，

在古人眼中在古人眼中，，放风筝是与放风筝是与““放晦放晦

气气””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在一起的。。

“放晦气”当然是迷信说法，

但是放风筝确实对身心健康有

益。放风筝时，需要牵线跑步和

昂首远视，这能增强体质，提高免

疫力，且有益于视力。古人对此

也有认识，宋朝的李石在《续博物

志》中记载道：“春日放鸢，引线而

上，令小儿张口而视，可以泄内

热。”清朝的富察敦崇在《燕京岁

时记》中说：“儿童放之（风筝）空

中，最能清目。”

“天上风筝飞，地上人儿追。”

如今，每到春暖花开之际，人们都

会踏青赏春放风筝，放松心情，享

受美好的休闲时光。

（来源：《语言文字报》）

洪放的《追风》是主题创

作，但它与我们常见的主题创

作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对某一

方面成就的简单歌颂，不是应

景时文。在题材上，它既与科

技有关，也与改革有关，是一部

反映一个省会城市科技创新、

锐意改革的小说。

《追风》有鲜明的时代感和

前沿性。这与洪放对一座城市

的熟悉、了解和洞悉有密切的

关系。他说：“一直非常关注合

肥的科技创新，对这方面了解

的比较多。合肥的科技创新型

企业，我跑了有几十、上百家，

科技创新精神深深感染了我，

我觉得对科技创新的追求，就

是追风。”

《追风》是一部写群像的小

说，塑造了市委书记唐铭、副市

长杜光辉以及开发区主任、科

学家、民营企业家等形象。小

说既写了科技创新发展中的困

难、矛盾和冲突，也充分展示了

一个省会城市敢于闯进科技创

新时代洪流的大智大勇。

作为一部主题创作的小

说，《追风》也是采用歌颂性的

写法，但作家注意人物的塑造

和刻画。比如杜光辉，一个经

济学家、京城社科院研究所的

副所长，一到南州，首先遭遇的

是一个汽车配件厂的锅炉爆炸

事件。这个事件预示了人物即

将进入旋涡和面对的困境。但

小说又张弛有致，既写了他作

为普通人的情感，比如对女儿

可心的感情，也写到他对烟火

气生活的热爱。他对小食摊鸡

汤的着迷，从一个方面表达了

人物的平常心。小说借鉴了通

俗小说的写法，比如杜光辉与

亚茹、田忆、孟春三个女性的关

系，写出了杜光辉的内心世界

和情感世界。市委书记唐铭是

一位温文尔雅的领导，他的谈

吐做派更像一个学院教授，但

他是一个敢作敢当的有文化的

领导。

这是一部有格局有气象的

小说。这个格局和气象和一个

城市的气魄、抱负、理想有关。

唐铭调到南州当书记时，省委

领导下达的目标是：南州五年

成为全省经济的龙头，十年在

全国省会中成为排头兵。在多

大程度上实现这个目标，也决

定了小说的格局和气象有多

大。南州终于打造成了世人瞩

目的明星城市，一座以科技为

支柱产业的“追风之城，未来之

城”。南州市的英雄豪杰们的

雄心壮志，可用一句诗来表达：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

还值得肯定的是小说语言

非常讲究，这一语言风格与小

说处理的群体非常契合：雅致、

有激情。面对一个即将起飞

的、以科技为中心崛起的城市，

如果没有诗意，没有激情，小说

就失败了。所幸的是，洪放很

好地选择了语言的叙事风格，

这也是小说成功的重要方面。

（来源：《文艺报》）

长风破浪会有时
——评洪放先生的长篇小说《追风》

○ 孟繁华

悦读·书评

作 者：洪放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 30 年代，位于上

海的中共中央总部遭到严重破

坏，时任中央局做出一项绝密

的重大决策：“安全地将中央有

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

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

“除了领导人，其他人员、机关、

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

安排”。为此，需重建一条绝密

交通线，组织若干特别行动小

组，打通从上海到汕头 1500 多

公里的通道，这次行动被命名

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上海临

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的关键

一环，孙甘露的这部新长篇就

是以此为题材创作。

面对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

作者整体上却是以冷峻、平实而

质朴的文字与调性展开叙述，表

面上波澜不惊，少有大的起伏与

刺激悬念的铺陈，但在阅读中却

不时能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凝

重压抑的整体氛围，于不动声色

中重现党中央总部大迁移行动

背后的英勇悲壮与腥风血雨，12

位中共党员为此献出生命。于

无声处听惊雷，这是一种艺术，

或许还是大艺术。

“千里江山图”既是中共中

央总部大迁移的行动代号，也

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那幅被誉

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画

名，虽属写意，但又不乏工美之

笔法。甘露以此作为新作的命

名当有双关之意。

全书近 25 万字，正文被切

分成34个小节，外加“一封没署

名的信”和两个“附录”，每节平

均也就 5000 字，这样的安排多

少折射出作品叙事的节奏，总

体就一个字：快。而嵌入龙华、

赛马票、旋转门、牛奶棚、北站、

黄浦江等具明显海派特色的名

词作为部分小节之题，既有明

显的地理标识，又彰显出在快

节奏、大写意笔法中所包含的

细腻工笔。节奏上无论是快抑

或是慢，其语言则是一如既往

的优雅、精准和凝练。写实与

写意、节奏的快与慢、语言的精

准洗练，正是这些工具运用的

精心与合理，“千里江山图计

划”整体安排与实施在这种既

平实又错落有致中完整呈现。

“千里江山图计划”本身就

天然蕴含着两层基本信息：一

是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已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中共

中央总部难有立锥之地；二是

这1500多公里的迁移之旅异常

艰辛与凶险。面对这个叙事对

象，《千里江山图》的叙事策略

总体上是落笔虽处变不惊，读

下去则惊心动魄。信仰与牺

牲、忠诚与背叛、悬疑与谋略、

挚爱与别离……在冷静平实的

叙事中栩栩如生，让人既揪心

又费脑力。这主要得益于作者

落笔前做足功课和落笔后极强

的控制力。作品在还原环境的

历史真实、营造彼时彼地日常

生活的氛围上下了不少功夫，

以重现 90 年多前上海建筑、街

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

常生活为切口，就连穿越街巷

的脱身路线也有据可循……这

种细腻而逼真的氛围营造所释

放出的强大的艺术吸引力，无

声地牵引着读者进入那个时

代，并从中体会红色力量。而

这种不动声色地复刻一幅幅充

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并写出

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

生死较量的文学功力使得党

史、军史研究专家刘统在读过

这部作品后表示：作品参考了

大量革命文献史料，内容力求

贴近历史真实，人物、事件、地

点与历史背景相符合，作品体

现了历史真实性，是作者的一

个创新。

概括起来，《千里江山图》

既是孙甘露个人在长篇小说创

作领域的一次全新亮相，20 多

年前的那个“追风顽童”对自己

当年“反小说”写作进行一次扬

弃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

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

（来源：《文汇报》）

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
——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

○ 潘凯雄

作 者：孙甘露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阅读·荐书

几乎在所有影视作品中，完美女性都在职场中如鱼得

水，搞得定客户，带得了团队；在家庭中温柔贤惠，扮演好

妻子好妈妈，不管多忙多累，永远容光焕发、热情洋溢。

可现实并不如影视作品中一样意气风发，大多数女性

扮演着自己在社会中不起眼的角色，被迫成为超人，在家

庭和事业中努力寻找平衡。

女性从来不应该被定义，也从来不该被标签和滤镜裹

挟。我们不断见证了“她力量”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用

行动为自己发声。晨报特别推出“女性的力量从哪里来”

书单，看看这份书单，去获取你所需要的能量吧！

女性的力量从哪里来

这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

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董竹君

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中国近代的

百年历史。

董竹君曾说：“我从不因被曲

解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新

年，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作 者：董竹君

出版社：三联书店

《我的一个世纪》

弗里达·卡罗被公认是二十

世纪墨西哥先锋艺术及现代女性

艺术家的代表。

弗里达笔下特立独行的自画

像，表达了她肉体上的痛苦和煎

熬，有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深厚影

响，也有不向悲剧命运低头的倔

强性格。

作 者：苏珊娜·巴贝扎特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弗里达·卡罗：
用苦难浇灌的墨西哥玫瑰》

本书是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自

传。

李银河一生都坚定地追求

爱、美与自由。她与王小波热烈

相爱，投入到中国婚姻与家庭的

社会学研究中，通过自己的学术

实践为少数群体发声。

作 者：李银河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活过，爱过，写过：李银河自传》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直面读

者，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樊锦诗坚守大漠、守护敦煌

五十多年，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

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

术之美。

作 者：顾春芳、樊锦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董明珠曾只是格力的一名推

销员，靠营销能力一路晋升到集

团总裁，并把格力打造成世界

500强企业。

本书讲述了董明珠波澜壮阔

的人生故事与跌宕起伏的斗争

史，以细腻笔触展示她鲜为人知

的柔情一面，为读者勾勒出一个

真实、立体的董明珠，让读者了解

其领导力是如何建立的。

作 者：黄伟芳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董明珠传：独立女性奋斗范本》

微风和煦，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

在古人眼里，放风筝是为了放走晦气、祈

求幸福，民间又叫“放断鹞”。

据说，要先把风筝放上天，然后将线剪断，

任其远去，表示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