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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谢大勇

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不记得

曾经报过的选题，甚至不相信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

目。在出版社编辑来京拜访申报项目时的主编李之檀老

先生时，我也一起去探望，谈到这个选题时，老先生觉得

力不从心。可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老先生还是答应下来，

我自然也无法推脱了。

我照例还是从目录入手，用了两个月整理了一份

《服饰文献线刻图目录》，结果让我有些吃惊，自汉代到

清代、民国，大约遴选出六十余部文献，大致有几千张图

像，内容十分庞杂。这还不包括一些文学作品的插图以

及类似历代仕女图之类的艺术作品。

就在这时，李先生忽然病倒了，医生和家人都说老

先生已经不适宜再做文献的整理工作了。李先生打电话

告诉我已经准备了一些资料要移交给我，这让我更觉得

负担沉重。

2018 年底前我们开始了写作。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

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是调整好图像与文献的关系。

图像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往往洋洋数千字描述让

你头昏眼花不得要领，可一幅图却能使你豁然开朗。可

是对于图像也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对于古代绘画研究者

来说，图像就是第一手资料，而对于服装服饰，我们还必

须解读出图像背后的历史信息。而要对图像进行解读就

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个是对原文献的认真解读，另一

个就是对原著所处时代背景资料的掌握。

当然无论怎样都需要先看图。看也是一门学问和技

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论，一种美学观念、哲

学思考。同样的文献和图像有实录的、有抄录的、有道听

途说的、有信手拈来的，需要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去甄别

和研判。对于古代文献及图像要正确、客观、完整地理

解，离不开对原文及图像的解读，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

学习，更离不开对于所讨论问题的思考与把握。

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相比，其中有关服饰的分量

并不突出，在与服饰相关的古籍之中，带有线刻图的也

不占多数。带有插图的古代文献则大约从宋代开始才大

规模流行起来，这与中国绘画史以及印刷术有关。即使

如此，要想把这些线刻图梳理一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次是处理好服饰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关系。

服装从本质上说是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向内探究是

服饰—身体—内心的自我表达，往外扩展则是与古代中

国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百姓生活、审美观念

等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我们力图以服饰为切入

点，使读者窥见彼时社会的全貌，引发读者对于物质文

明的进程与成果的关注和思考。

以前做服饰文化，大多以服装历史为主线，聚焦于

服饰的形制、款式、色彩等，叙述服饰的历代变迁与沿

革。所以遇到把服饰融入历史大环境之中的时候，往往

会听到人们的质疑：这个与服饰有什么关系啊？如今我

们不但要研究服饰与哪些方面有关系，更要探讨的是，

都有哪些方面与服饰有关联。随着对物质文明的认识，

我们试图将服饰作为一个棱镜，通过历史的光线折射出

政治变革、军事演进、经济前行、技术进步、宗教发展、民

俗渐变、社会改良的七彩光芒。服饰研究是整个历史图

像中的几块拼图，我们应该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以还原

或接近历史的轮廓。

如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织机是那么多样，而我们完全

可以通过织工的坐姿，一眼就分辨出哪个是织云锦哪个

是织宋锦的机械；令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一百多年前古人

对于藏族居住、穿衣习俗的描述，居然在现代得到分毫

不差的印证；你了解珍珠的贵重，不一定知道古代采珠

人的艰辛，而古代到近代潜水服是如何演变呢……

最后是把握研究与普及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古代文献还是比较陌生的，

我们在文中尽可能多地提供文献原有的图像，以便于读

者通过本书更多地了解古代文献。对于图解，我们将尽

力写出我们对图像的解读，而不是给读者一个看似简单

的答案，虽然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力所不及

的。我主张不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去完成这本书，过去

有些服饰图像研究更多地给出一个符号化的答案，却限

制了读者的思考。我们力图找出历史中服饰文化的种种

线索与现象，与读者分享我们的剖析方法和分析思路。

本书采用“说人”“说书”“说图”的结构，将作者和成

书背景与叙事部分分离，采用这种方式的一个原因是适

应本书为多名作者集体创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方便读者

阅读。

近年来服饰文化研究的影响逐渐扩大，逐步为外界

所重视，这与服饰文化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我和李之

檀先生一直认为普及才是提高的关键，因此我们力图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观点。学术问题大众化和普

及化对一个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应该是有推动作用的。

唯愿我们所做的能引起你的兴趣，引发你的思考和

联想，能够到达探索古代服饰文化底蕴的彼岸。

（《中国古代服饰文献图解》谢大勇主编 岳麓书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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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均

关于张爱玲，我们不是说得太多，而是太

少。我们太多渲染、重复她作为一个天才女子

的“传奇”，而太少将心比心地探寻她在现实

中，作为生活着的、感受着的女性所经历过的

内心的光芒与黑暗。

我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张爱玲所经

历过的美好的和不那么美好的岁月与生活。

也许你并不熟悉“这一个”张爱玲，但这恰恰

是我希望的。我未必以传奇与佳话为目的，我

尝试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说张爱玲是“20 世纪中国

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张爱玲一生都在追

求完美，追求极致，这既是《传奇》魅力之所

在，亦是她个人婚姻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更

是持续至今的“张爱玲热”背后深刻的文化心

理内涵。比较而言，20 世纪中国的其他一些作

家与诗人，譬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等，创

作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唯美倾向，但人生态

度却远非张爱玲那样彻底。张爱玲的唯美态

度与她观察人生、世界“眼光”的分裂有关。她

的这种“眼光”极为个人化，早在童年父母离

异之际便已出现，别人很难和她一样。

张爱玲 20 世纪 40 年代的小说集《传奇》

与散文集《流言》，最初是作为新文学的“异

数”出现的，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它们已被人

们承认，评价颇高。那么，张爱玲小说与散文

的艺术魅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张爱玲杰出的艺术才华，在于她为 20 世

纪 40 年代亦新亦旧的中国生活创造出了一种

特殊的表现形式，又从这种形式中衍生出某

种六朝挽歌般的悲凉美感：一边是古旧中国

的精致情调与喧哗声响，一边是现代人独自

孤独的荒凉体验。两者交融，塑造出特殊的美

感形式。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我喜欢参差

的对照的写法”。

张爱玲与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

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

对她后来人生道路影响非常之大。尽管张爱

玲一生著述从未就此提过只言片语，但与胡

兰成感情的破裂深深地损毁并改变了她的人

生态度。1944 年他们开始相恋时，张爱玲对外

部世界是抱有很多热烈想象的，希求从外部

世界求得人生的极致与完美，1947 年后，张对

自我以外的一切则抱失望感受，开始转向较

为纯粹的内心生活。这也是她为什么 20 世纪

40 年代喜以奇装炫人，好在杂志媒体上大出

风头，而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却迅速淡出，到

晚年索性闭门不出，与世隔绝，前后判若两

人。

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沉默年代”

里，曾与当时颇有前途的青年导演桑弧相识

相交，但她为什么又对好心人婉转的示意，

“摇头再摇头”呢？她的确很赏识年轻且才具

逸群的桑弧，但她没有机会。这中间埋藏着一

段不为人知的隐痛。作为一名被伤害过的女

性，她经历着所有妇女共同的命运。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差不多被

人“遗忘”了，事实上她仍创作了一些长、短篇

作品。

张 爱 玲 虽 然 曾 经 是 璀 璨 夺 目 的 旷 世 之

才，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漂泊海外、孑然一

身的她亦不得不接受普通人的命运，为衣食

生计而奔波，她这时期的小说剧本多是商业

性的。这点她自己也清楚。

晚年张爱玲离群索居，最后又无声而去，

她在去世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幽居岁月中处于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如何理解张爱玲

晚年的境界呢？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女子

在银色的月光下，起舞，飞扬，又悲恸低回，最

后缓缓旋起，慢慢化入一片平静澄明的月光，

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张爱玲经历过的内心旅

程以及她晚年淡如止水的心境。

其实到 20 世纪 80 年代，她的独异艺术才

华已被逐渐承认，声誉日显，但她谢绝一切邀

请与访见，宁愿沉迷于“海上红楼”而遗世忘

形。她以平静的姿态接受了时间和命运。她选

择了一种自己与自己对话的生活方式，一种

沉湎于想象与记忆的唯美姿态，于灿烂之处

归于平静。

(《张爱玲传》 张均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

甘建华

屈指数来，我已前后五次走进衡南县相市

乡，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一次比一次感觉美

好，相信还会有更多次的旅游观光放飞心情。

作为一个文化地理学者，我自然会首先

关注相市乡的区域概况。这个衡南县 23 个乡

镇（街道）目前唯一的一个建制乡，位于衡阳

城区东南面三十余公里处，向来是一个人烟

辐辏、商贾云集的码头，曾有“耒水河上千帆

发，相公滩头贾百家”之说。

相市古称相公堡，传说与三国时期蜀汉丞

相诸葛亮有关。衡南县前身是清朝的清泉县，清

朝之前及民国年间，则与衡阳县合为一县。据乾

隆《清泉县志·卷五·营建志·祠祀》记载，衡阳旧

时有两个武侯祠，一个是诸葛武侯祠，一个是东

武侯祠。前者“原在临蒸驿左，昭烈（刘备）牧荆

州时，武侯（诸葛亮）驻临蒸，调赋以供军实，故

庙食于此，宋南轩张子（张栻）有记。后圮，移祀

石鼓书院。”后者“在城东七十里耒江右岸，武侯

督赋蒸湘，常（尝）舣舟信宿于兹，土人立祠于江

皋，名曰相公浦（堡）祠。”到了明清两代，邑人再

开墟场建集市，因而得名相市。

千百年来，以滩名嵌入一副上联至今无

人能对者鲜矣，“相公堡，相公滩，相公坐船相

公撑”，很可能就是一个孤例。耒水河边的相

公堡古渡口，不但在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年）

冬十二月迎迓过诸葛孔明，也在唐代大历五

年（770 年）夏四月，见证诗圣杜甫经此前往郴

州投亲，停船登岸凭吊贤相武乡侯。明末崇祯

十年（1637 年）四月十四日，大旅行家、地理学

家、文学家徐霞客，“乘月随流六十里，泊于相

公滩，已中夜矣，盖随流而不棹也。”

相 公 堡 不 仅 是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的 一 个 传

奇，也是现代诗歌地理的一个标志，闻名世界

的诗魔洛夫先生的胞衣地即在这儿。

我少时居茅洞桥即闻相公堡名声。第一

次去那儿是 2010 年 4 月 30 日。那天上午，我们

到了离镇上两三里路的燕子山，兴致勃勃地

参观了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属于湘南宅第

型的古民居建筑“洛夫旧居”。

第二次应邀陪同洛夫先生夫妇，这是他

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还乡，时在 2012 年 10

月 30 日。

接下来的一次却是伤心之旅，2018 年 3

月 19 日凌晨 3 点 21 分，九旬诗翁猝然病殁于

台北荣民总医院。第三天，世界诗歌日，我和

衡阳市的一些诗人作家手持黄色的菊花，沿

着洛夫当年读私塾和小学的山路，汇聚燕子

山洛夫旧居，深切缅怀从此出发的这位世界

华文诗坛泰斗、文人书法大家。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台湾知名诗人刘正伟

博士来游衡阳，我与诗人罗诗斌、夏夏，以及

画家罗杨彪，陪同他到相市乡洛夫旧居参观。

又到官塘孔明塔。到洛夫父母合葬的罗家湾

墓地时，我同样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

新近的一次是去年 11 月 4 日，根据相市

乡党政主要领导肖明剑、周丁山的要求，我邀

请水运宪、梁瑞郴、刘克邦湖南十几位散文名

家，走进相市为陈学阳主编的《相公堡》一书

采风创作。

湖南散文名家相市采风过后没几天，篇

篇美文即陆续见诸报刊，从根本上保证了《相

公堡》散文一辑的高水准。在此之前，定位于

乡镇地域文学作品集的《相公堡》，编委会业

已面向全国征稿，由于衡阳是中国现代新诗

的重镇，更兼天南海北实力诗人的助阵，新诗

这一辑质量不错。旧体诗词与楹联这一辑也

表现不俗，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行文至此，且以八旬诗翁旷瑜炎老先生

《渔歌子·相市秋日农家》作为结尾：“耒水河

边白鹭飞，山村客至听鸡啼。粮满地，果成堆。

开怀对饮一杯杯。”

（《相公堡》陈学阳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一片非同寻常的旷野
——谈谈乡镇地域文学作品集《相公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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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君

路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对林

散之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其一，他与传

主是同乡，珍爱这位乡贤。其二，路东的

境遇与林散之当年相仿，都怀揣高远的

文化理想。

《草圣林散之评传》分十一卷，以时

间为经线，以传主经历为纬线，在社会生

活、心态情感、文化观念里还原历史现场

中的林散之。这种复盘并不轻松，需要做

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需要大量的细节

支撑。

为此，路东做了大量的板凳功夫，他

研读了林散之所写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十

几年的诗、书、信札、日志文献，遍访了林

散之尚健在的发小、家人、老师的后人以

及散落在南京、浦口的传主遗迹，甚至传

主家人都不知晓的林散之旧事、心路历

程他都依据充沛的省察在心，单凭这坐

板凳的功夫深度就足以让人对这部评传

放心。

更让人钦佩的是作者对林散之精神

世界的深度挖掘。作者通过若干细节进入

传主的精神世界，洞察传主的复杂与独特

之处。用具体生活撬开了林散之个人史的

历史真实，这也是这部书的精到之处。作

者用这样一个视角做工具，真实的林散之

就来得自然而然，毫无刀斧痕迹。

林散之生于辛亥之年，戏谑“我出生

于 变 法 之 年 ”，暗 含 自 己 承 载 变 法 的 天

命。从大师林散之开一代草书风气的事

实来看，林散之的确以“其命维新”为己

任。但在文化观念上，林散之却是“吾道

一以贯之”典型的“文化守成”者。

在林散之的几位启蒙老师中，对林

散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清朝最后一批

进士张栗庵，辛亥革命后，张栗庵自断仕

途，回乡行医课徒。张老先生对中国文化

先贤的敬意甚深，文化修为了得，他与新

文化运动的价值观显得格格不入。

在张栗庵藏书斋“观复堂”里成长起

来林散之，在文化取向上不可能不受其

影响，林散之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风尚

并不契合，评传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林

散之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但厚古薄今

的思想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散之好诗，写了一辈子的旧体诗

词，他毕生拒绝写新诗，而且根本不在乎

别人说他的观念不合时宜。他与个性大

相径庭的高二适之所以相见恨晚、惺惺

相惜，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同样的文

化守成立场。这些细节流露出传主的文

化倾向。

大时代下，林散之不为人知的文化

坚守与抗争，被作者路东曲笔潜藏在平

静的水下，而静水深处流着林散之的困

惑、纠结、倔强、偏执和不甘。传主强烈的

文化守成倾向，是作者的重要“发现”，也

是最易出“戏”的地方。作者用一个一个

的事件、一个一个的细节披露出来，在细

碎、片段化的叙事中描绘出传主的心形。

表现林散之艺术观念如此，表现林

散之的生活观念也是如此。作者用“生活

智慧”总揽，还原“我志欲方，我行喜圆”

的 林 散 之 。林 散 之 儒 道 释 入 骨 ，目 光 如

炬，明辨是非，基本操守绝无问题。此外，

林散之还是一位“生活智慧”的大家，他

谨言慎行，守常明变，不立危墙之下。

兵荒马乱的年代，林散之虽厌恶军

阀、势力人物，但仍与他们周旋往来，并

接受了省临时参议礼遇。类似的故事贯

穿全书，只要把散落在各章节中的各种

细节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左右抽旋

冀免祸”的林散之，极具“生活智慧”。就

这样，作者一点一滴接近林散之、深入林

散之的内心遭遇，理解林散之。回首风雨

路，黑白相济的林散之凭借生活智慧走

出了各种危险，让读者为之暗自吃惊，也

暗自庆幸。

（本文摘选自《不俗即仙骨：草圣林

散之评传》序言，路东著，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出版）

林散之
是如何成为
一代草圣的

《孙家栋画传》

王建蒙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孙家栋院士的生平为线索，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包括珍贵照片约

300 帧，展现了孙家栋院士作为我国航

天事业“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嫦娥

一号，到风云气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

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一次次飞跃作出

的巨大贡献，以及伴随新中国航天事业

走过的 60 余载风雨兼程路。本书通过

大量的真实发射场景记述和朴实无华

的文字，描绘了孙家栋院士无私奉献、

勇于负责、全身心投入航天事业的人生

轨迹。写法深入浅出，将航天奥秘描述

得通俗易懂、栩栩如生。

《我的父亲苏秉琦》

苏恺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分前、中、后篇，将考古学家

苏秉琦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分为起步、

积蓄、爆发三个阶段，进行了较为细

致的梳理和记录。他幼年时，家庭颇

为富裕；青年时北上求学，走上了考

古之路；中年随北平研究院迁到昆明；

“文革”时期，家中变故，师长和朋友们

相继离去；老年时，厚积而薄发，《中国

文明起源新探》是集学术大成之作。苏

公一生，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

程；书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涉及的和苏

公同一时期各学科的代表人物，也是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走马观书

书里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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