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与中华文明》
葛剑雄 中华书局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的巴颜喀拉
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经过九个省（自
治区），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687千米，
水面落差4480米。黄河与中华文明有
着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孕育出辉煌的
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对
黄河真正了解多少呢？且看历史地理
学家葛剑雄教授如何讲述。

《聋哑时代》
双雪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雪覆盖的工业城市，下岗潮中陷
入困境的家庭，在少年们的内心世界投
射挥之不去的影子，校园生活也始终有
一层压抑暗沉的时代底色。不同于《平
原上的摩西》的锋利冷硬，他用温柔的
笔调、元气饱满真挚的汉语、爱与温存
的目光，打量少年时代的梦和伤痕，为
和自己一样活过的人们作传，把聋哑
时代失声者的故事讲出来。

《走出唯一真理观》
陈嘉映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
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
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
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
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
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
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我个人想
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
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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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访书记》
内藤湖南等 九州出版社

本书在广泛搜集清末、民国年间
来中国考察访问、留学进修的日本中
国学家及青年学生——包括内藤湖
南、岛田翰、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
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
七人的学术游记、日记、回忆录的基础
上，抽取出与访书、购书有关的篇什，
翻译而成。本书涉及图书史、近代学
术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学科，既有珍
贵的史料价值，又有生动的可读性。

也说周瑞家的
——红楼梦人物浅析之二十二

□张 芳

乾坤一指书风流
□樊 浩

早年读《红楼》，多少受了贾
宝玉女性观的影响，“女孩儿未出
嫁，是颗无价之宝珠”，于是爱追
着书里风华正茂少女的故事看，
对中年女性的桩桩件件总不大留
意。及至步入中年，才慢慢觉得
宝玉的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少女
有少女的光彩，徐娘亦有徐娘的
风度，岂可一味赞美某一年龄阶
段女子？这时再读红楼，便常常
留意书里中年女性的行止，如此
这般一位与人为善、精明能干的
中年女子便引起了我强烈的关
注，她就是王夫人的陪房、冷子兴
的岳母——周瑞家的。

其实已婚的中年妇女最为人
诟病的，是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过
于现实，为着芝麻绿豆大的利益
便争吵不休，比如书里芳官的干
娘何婆为了一瓶洗发精就大骂芳
官，探春的生母赵姨娘仅为一包
茉莉粉就跑去怡红院闹得沸反盈
天，这实在让人摇头不已。但周
瑞家的身上却全无这些坏习气，
她虽然身份不高，只是稍有些体
面的中年女仆，人品却很端正，不
但不斤斤计较，而且本性纯良，爱
做些积德行善的事儿。

周瑞家的善良是显而易见
的，第七回她同薛宝钗闲聊，后者
无意中说起自己的宿疾只有吃一
个和尚开的“冷香丸”才有效，她
立即热心地问这冷香丸是怎么回
事，“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说与
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
的事”，听起来透着古道热肠对不
对？……还有一回她偶然同香菱
打了个照面，头回见面便拉着小
姑娘的手夸好模样儿，又感叹她
如此出色的人品，身世遭际却这
般凄凉。乡宦之女香菱幼时被拐

卖，长大后又被卖给呆霸王薛蟠
做妾，确实够苦命的，但印象里贾
府上下除了贾宝玉、林黛玉二人
真正关心过她，大概也只有这位
周大娘对菱姑娘说过几句同情的
话了，言为心声，周瑞家的给人感
觉还是挺仁厚的。

最能说明周瑞家的善良的，
应该还是她帮助刘姥姥得到了荣
国府二十两银子馈赠的事儿。倘
没有这位王夫人的贴身女仆帮着
引路，多年不走动的穷亲戚刘妪
能顺利得到这笔丰厚的赠与吗？
当然没可能了。不信我们来看第
六回：刘姥姥携小孙子板儿风尘
仆仆来到荣国府，首先找的是旧
相识周瑞家的。周氏因问刘妪：

“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
妪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
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
领我见一见更好……”——说话
听声，锣鼓听音，刘姥姥话里的意
思显然是打算找王夫人告穷，想
请周瑞家的通报一声。多年不联
系的远亲跑来告穷不是什么讨喜
的事儿，如若周氏不想掺和，随手
就可找两个理由婉拒，比如她只
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活儿，人
来客至回话，这活儿不归她管；比
如现在太太不大管事，是太太内
侄女凤姑娘管家。凤姑娘跟你不
熟，不见也罢等等……

然而周瑞家的却没有婉拒。
当一脸风霜、鹑衣百结的刘姥姥
说出引见请求，她略一思索，便应

允了。她是这样回复的：“姥姥你
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
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后
来果然领着刘姥姥见了当家奶奶
凤姐，贫穷的刘妪终于拿到了凤
姐给的二十两赠银，欢欢喜喜回
家过了个肥年。可以这么说，刘
妪满载而归，周氏功不可没，此后
我每想到这件事，便对这位中年
女仆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可能
会有红迷站出来反驳我，说不对，
周瑞家的并没那么高尚。书里说
了，刘妪与周氏有旧，昔日刘妪女
婿曾在周瑞争买田地一事中出过
力，如今刘妪投奔了周氏来，周不
帮忙是说不过去的……我的观点
是，即便如此，周瑞家的为刘姥姥
做的一切依然可贵。因为就算周
氏欠着刘妪人情，那么这次刘妪
找上门来，周氏请人家客客气气
吃一顿饭，临了再奉送二两银子
也算尽了旧交之谊，何必非要跑
前跑后地帮刘姥姥引见？帮朋友
打秋风这种事其实很烦难——明
知事情难办，却仍然不遗余力帮
旧友办成了这桩事，周氏无论如
何都称得上仗义了。

当然，假如周氏仅是位比较
和善的中年女性，应该不会引起
我太长久的关注，总难忘周氏，还
因为她身上那种精明干练的气
质。周瑞家的有才干吗？有
的！……我们不妨来看她帮刘姥
姥打秋风的几个细节，之一，在找
当家奶奶凤姐汇报之前，她先打

发小丫头去看凤姐有无空闲——
这一安排很重要吗？当然！如果
凤姐正忙得不可开交，或者心情
特别恶劣，这时去找她多半要碰
钉子。周氏懂得选择合适的时机
去汇报工作，这正是她的精细之
处。

之二，她通过平儿向凤姐这
般禀报：太太亲戚刘姥姥今日大
远的特来请安。当日太太是常会
的，今日不可不见，所以我带了她
进来了——这话貌似平常，实则
很有分量。因为凤姐并不认得刘
妪，见不见这个乡下亲戚原在两
可之间，但周氏一句“当日太太是
常会的”却让她不得不转变态
度。是啊，大领导王夫人常见的
客人，次一级领导凤姐岂能不
见？后来王熙凤果然笑容可掬、
礼数周全地会见了刘姥姥。知道
借大人物的力量来打开局面，周
瑞家的洞察力亦非同寻常。

之三，凤姐命周氏向王夫人
请示怎样安排刘姥姥，周氏请示
后是这样汇报的：“太太说，他们
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出一姓，
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做官，偶
然连了宗的。这几年也不大走
动。当时他们来一遭，却也没空
了他们。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
是她的好意思，也不可简慢了
她。便是有什么说的，叫奶奶裁
度着就是了。”——这话回得很有
水平。王夫人是这样发话的吗？
应该大致如此。王夫人同凤姐几

乎天天见面，她必须如实禀报。
那她有没有在不违背王夫人原意
的基础上，添加一点自己的理解，
以达到帮刘姥姥的目的呢？我以
为有的，那一句“也不可简慢了
她”就很像是周氏加进去的——
可别小看了这句话，凤姐大概率
就因为听到这句加重语气的话，
才下决心赠给刘姥姥丰厚的二十
两银子（要不然能拿到一半银子
就不错了）——既准确传达了大
领导的意见，又机智地帮朋友争
取到了较大数额的资助，周氏办
事之干练确实让人叹服……

少数读者对周瑞家的有些微
词，主要是因为给黛玉送宫花事
件和将大丫头司棋撵出大观园事
件。我倒是觉得在这两件事中周
氏基本没错。前一件事，与其说
周氏怠慢了林姑娘，还不如说这
位盐政千金有点任性，忘了客随
主便的古训。

后一件事，虽说周氏奉王夫
人之命撵走司棋之时态度峻急了
些，但一则这是领导交代的工作，
二则司棋此前行为的确有失检
点，三则司棋平时就没把周大娘
们放在眼里，所以周氏在这桩事
中稍嫌严厉也算事出有因吧。

不知您对周瑞家的这个人物
观感如何？建议你在中年之后重
读周氏。此时读周氏你更容易发
现，原来这名中年女子性格中的
闪光之处，一点不比大家心目中
的好姑娘鸳鸯、麝月等人的少。

漫长的学术人生让我悟出一
个关于“专家”与“大家”的道理：

“专家”就是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语
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大家”
就是用大家都懂的话语讲出大家
都不懂的道理。徐利明这部著作
已经再版多次，并且尊为全国规
划教材，品质已有定论，无论我如
何妄言妄说，于毁誉已无任何影
响，但它却可能是一块“试‘境’
石”：以我一介书盲，如果没读懂
这本书，说明其人其作的境界是

“专家”，如果一不小心读懂一二，
其境界便是“大家”。

乾坤一指

本书题为《中国书法风格
史》，研究对象是“书法”，主题是

“风格史”，核心概念当然是“风
格”。

“风格就是人本身”是全书最
重要的一句话，它给书法风格一
个形上理念，也给中国书法风格
史一个活的灵魂和形上体系。一
部书法风格史，就是书法的风流
史；“乾坤一指书风流”，是中国书
法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书法风
格史的文化境界。

“乾坤一指”，是书法之为国
粹在世界文明体系中难以超越的
境界。关于书法，学界最喜欢说
的话是所谓“书画同源”；最喜欢
引用的名言是一个外国学者的

“他者发现”：中国的一切艺术都
是书法的展开。其实，这句话只
说对了一半，因为它将书法只当
作艺术或艺术之源，其实中国书
法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甚至说它
是一种特殊体裁的哲学也不为
过。书法在何种意义上“就是人
本身”？利明教授在导论中沿袭
了他一以贯之的观点：“书法是以

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
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
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在这个
理解中，前半段揭示书法的艺术
特性，内容是“汉字素材”，形式是

“线条及其构成运动”；后半段揭示
书法的哲学本质，它是“抽象艺术”
而不是“形象艺术”，而“抽象”正是
哲学把握世界的显著特征；如何演
绎“人本身”？以人的“性灵境界”
和“审美理想”呈现“人本身”。

因此，书法虽然表现书法家
的真性情、真灵性，但书法的真境
界绝不只是他们个性的任性释
放，真正的书法艺术不仅表现自
我，更能灵通他人、灵通世界，进
而呈现与宇宙万物一体的哲学体
验与艺术灵动。书法与哲学不同
之处在于它以书法家对审美理想
的追求，以自己的审美经验演绎
性灵境界。精、气、神，天、地、人，
在书法中凝聚于书法家之“一
指”，于是“乾坤一指”。

风流千古

汉字即乾坤，汉字所书写的
是对于宇宙乾坤的哲学意识；而
书法家之谓书法家而不是一般

“写手”，“书法”之谓艺术区别于
纯实用的“写字”，就是将这种乾
坤意识于“一指”运笔中演绎得淋
漓尽致，亦所谓“乾坤一指”或“一
指乾坤”。这是书法家也是“书法

风格”应有的“性灵境界”，当然境
界的高低有天壤之别，也许正因
为如此，很多人终究只能作为“书
写者”而不是“书法家”，因为他们
一指之间无乾坤，甚至根本无自
觉的乾坤意识，只有“线条及其构
成运动的形式”。如果一定要说
书法是“线条及其构成运动”，那
么只能说它是以线条呈现的乾坤
宇宙，是线条乾坤和借助线条的
构成运动而形成的性灵宇宙。

依据“风格就是人本身”，以
“性灵境界”和“审美理想”体现
“人本身”的理念，《中国书法风格
史》以“字体”与“书体”的辩证建
构“一指乾坤”的言说构架和理论
体系，构架体系的方法论话语一
言蔽之就是作者自硕士论文便已
经建构的所谓“一大分界”之说。
根据这一独创之说，篆、隶、草、
行、真，既是书体，又是字体，二者
相互影响，而“书体”后来既指称
个体风格如颜体、柳体等，又指称
某个时代的总体风格，如魏碑体、
写经体等。这些基本概念辩证的
表达力和解释力，使其“一大分
界”之说建构一个字体与书体、个
体风骨与时代风尚相互圆融的理
论体系。全书对书法风格史的言
说二分为“书体演变”和“个性风
格”的上下两卷的宏大结构，而

“分界”则是东晋的“二王”，洞察
“二王”的书法既标志着书体演变

的终结，又标志着个性风格翻新
期的开始。

作为“一大分界”点的二王
尤其作为“大王”的王羲之便最
为经典地演绎了这种风骨与风
尚一体的“一指风流”。其行书
帖《兰亭序》在书法史乃至文化
史上至尊甚至独尊，因被唐太宗
陪葬于昭陵，更具神秘色彩，其
实这也正是魏晋风度、名士风骨
的演绎。《兰亭序》因陪葬而获得
至尊和神秘光环，不仅因其登峰
造极的书法艺术，更因其遵循了
道家以退为进的“退隐”逻辑，一
旦退隐，即便望其项背亦不可
能，剩下的唯有思念与景仰。魏
晋风流，在王羲之的一指乾坤中
尽情而任性地流淌，一泻千古，
并仍将继续绵延不绝。《中国书
法风格史》所指证的魏晋的“雅
逸”、唐风的“王法”、宋风的“尚
意”、元风的“复古”，都是集个体
风骨与时代风尚于一体的作为
文化史烂漫画卷的书法风流。

一指书风流

乾坤一指，风流千古。然而
书法、书法史、书法风格史的基本
问题，从来都是实用与审美的关
系问题。正如利明在导论中所
言，中国书法具有双重性格：“中
国的成熟的汉字，不是形象化地
再现自然，而是合乎规律（理）地、

高度抽象地反映自然，它显示了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高度理解和对
其形式规律的把握能力。……也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书法具备既
能满足记录语言、传播信息的实
用要求，又能作为艺术品供人们
赏玩而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的双重
性格。”汉字是一种以“线条及其
构造运动”演绎世界、传播思想的
信息方式，“书法”超越“书写”赋
予它以艺术的“性灵境界”和“审
美理想”，但书法绝不是一种书写
的时装表演，而是呈现作者对世
界认知表达的“性灵境界”，并由
此引导大众的“审美理想”。

艺术家在书写创作中无疑必
须体现自己的个性，尤其狂草等
风格甚至就是当下性灵的率性表
达，但书法家之于一般艺术家的
特殊气质，就是他们更为坚守传
统，在艺术气质中潜隐某种哲学
家气息。在这个意义上，书法家
及其作品需要也表现出一种特殊
的教养：既表现特异性，又呈现普
遍性。我之所以与利明有近40年
缘分，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
这种书法家教养的魅力。传统而
浪漫，厚重而灵动，正是他的书法
家独特教养。全书从概念、体系
到理论观点，处处显现出其深厚
学养和旺盛的创作能力。

《中国书法风格史》让数千年
乾坤一指的风流史尽情地从笔下
流过，从作者的一指流淌。读罢
全书，分明意象到随着作者笔尖
的移动，一道道风光无限、风情万
种的乾坤风流或涓涓细流，或静
水流深蜿蜒绵长，汇入中国文明
的大江大河。利明和这部《中国
书法风格史》已臻“大家”之境，因
为能让“书盲”读懂的，必定也只
能是大家之作。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
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
百年的历史风云。当大家跟随着
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
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
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
回望与重温。”紧随作者祝勇于《故
宫六百年》的笔触，仿佛又在故宫
里转了一圈，之前在故宫游览时的
情景历历在目。但与往日不同的
是，在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的今天，
这次足不出户的神游，不单教人看
到了建筑，更“见到”了每一栋建
筑背后的历史风云，乃至明清二
十四帝皇权背后的悲欢离合。

不过，作者直言，紫禁城的宏
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甚
至连表达都是困难的。因为，“它
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
讲不完”。基于此，作者没有以编
年体的方式去写，而是按紫禁城
的空间顺序，从午门到神武门，以
空间来带动时间，从而全景式地展
示它的前世今生。全书共分十九
章，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
整体结构，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把
故宫分割成多个空间，以独特的人
性视角，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
带读者打开中华文化精髓之处。
它涵盖了宫殿建筑、人物、绘画、
珍宝、读书、藏书……看似涉及了
故宫的方方面面，但作者说“弱水
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

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
时间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
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
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

都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
史”。即使只是零碎的片段，在这
里，包含了权力斗争、人情冷暖、
宦官乱政、帝王柔情……翻过一
页页的历史画卷，作者的如椽大
笔之下，又不乏一支细笔，细细描
摹那些帝王将相、后宫嫔妃甚至
是宦官、宫女。于是，宫中一个个
过往的历史人物似也生动起来，
显得有血有肉、有情有爱。比如，

“土木堡之变”后二次登上帝位的
朱祁镇，在苦难中长大、“弘治中
兴”的朱佑樘，溺爱中长大的“混
世魔王”朱厚照，以及倾城之恋中
痛失三位皇后的康熙、“恋物癖”
的“十全老人”乾隆、人见犹怜的
光绪帝、末代皇帝溥仪与皇后婉
容……当然，人物都不是完美的，
就像为了私利屡次谋害皇子的万
贵妃，陷害忠良的宦官头目刘瑾、
魏忠贤，垂帘听政的慈禧……

故而，作者认为，故宫是中国
封建专制的大本营，但即便如此，
在故宫依然找得见日常生活，找

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
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就此我
们看到了两个故宫，一个是王朝
政治意义上的故宫，另一个是文
化意义上的故宫。站在现代的立
场上，我们可以对王朝政治进行
抨击，而对故宫的文化价值，我们
却不能不顶礼膜拜。紫禁城表面
上是一座城，背后是一整套的价
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
就了这座城的伟大。所以，正如
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一切的恩
怨、宫斗都是速朽的，纵然像朱
棣、乾隆这样的不世之君，也只是
匆匆过客，只有故宫，超越了个
体，超越了王朝，得以永恒。”

不用说，故宫是一个艺术的
宝库，珍品多如繁星。记得以前
到故宫看文物，“珍宝馆”的金瓯
永固杯、天球仪、大禹治水图玉
山、乾隆田黄三连玺等精妙绝伦，
直叫人叹为观止。还有近年火爆
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也是精彩
纷呈，寓故事于珍宝之中，演绎了
一幕幕璀璨的中华文明之美。于
书中，作者自然少不了谈及文物，
谈到传说中的宣德炉，谈到胎体
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的成化

窑，还有艺术造诣很深的朱瞻基
画的《武侯高卧图》。“天府永藏”
一章，还专门讲了乾隆的收藏品，
仅以书画论，他收藏的精品就超
过万件，而且他将书画分别存放
在不同的宫殿，按照分贮的地点，
作为编纂的主要分卷方式。据故
宫第五任院长郑欣淼任上统计，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百五十多万
件（套）文物藏品。涉及绘画、书
法、碑帖、青铜、玉石、陶瓷、珍宝、珐
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等，
这些不仅仅是珍贵文物，也是中国
人的精神气脉。对此，作者不由感
慨道，我们耳濡目染都是历代的艺
术家、能工巧匠们呕心沥血做出
来的精品，虽然隔着几百年的时
光见不到他们本人，但这些东西
会不知不觉把它的精气神注入你
的内心。“故宫里面这种文化的气
脉特别养人，它在养你，无形之中
耳濡目染，就会形成故宫人自己
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

最后一章“故宫诸言”，又看
到许多与故宫息息相关的人。比
如，庄严与故宫同仁一起南运石
鼓的艰辛，就非常令人感动。庄
严先生，他瘦小枯干，手无缚鸡之

力，在抗战时期为了保存故宫文
物，带着故宫文物南迁，他和老院
长马衡先生，最关注的文物之一
就是那十件石鼓。“石鼓非常重，
一个就有一两吨重，但它很有象征
性，这就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
重。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国破家亡
的时代，他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古
物。”“人在，文物在！”读到这里，曾
于故宫宁寿宫皇极殿瞻过十面石
鼓的我，尤生敬意。作者在尾声特
地书写了这些人，无疑是对守护
故宫的人们最大的敬意。“他们经
历了近一百年的风风雨雨，身上
有特别令我感佩的东西。”

一本大书捧在手上沉甸甸
的，把六百年的历史，把人性的光
辉、王城的壮丽以及中华灿烂文化
都展现出来，虽说只是很小、很小
的一部分，却也值得反复品读。这
在于：“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
实，故宫也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
我们的美与善，也照见了我们的丑
与恶。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
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情
有独钟；而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
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
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

神游紫禁城
□陈健全

《中日电影关系史》
晏妮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深入阐述了中日两国交战时期
日本本土的电影生产，日本占领下的上
海、华北的电影制作，以及上述影片如何
在中日两国电影市场被消费和接受的情
况。本书还对日方的川喜多长政、岩崎
昶、清水晶等，中方的张善琨、卜万苍、马
徐维邦、朱石麟等电影人的言论、史迹进
行了分析解读，以此呈现战争时期中日两
国电影文化既彼此冲突又互动影响的复
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