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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肃

说起老地图， 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本来我就很喜欢地图， 记得读中学的时候，
没事拿着一张地图也可以看很久。 无目的
地在地图上搜索， 看到地图上哪里哪里有
什么东西， 都像新发现一样， 是一件很高
兴的事情。 自从我开始从事古建筑的研究
工作后， 对老地图就更是不仅仅停留于喜
欢了， 而是近乎痴迷。 每每趴在一幅老地
图上贪婪地寻找着我所需要的信息， 让我
兴奋不已。

长沙的老地图上， 更是有我一份割舍
不掉的感情。 我母亲是地道的长沙人， 家
就住在今天蔡锷路和中山路交叉路口不远
的顺星里。 顺星里是顺星桥附近的一条小
巷， 这条小巷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就剩下了顺星桥这个地名。 今天那片地方
已经被拆光， 大概会建起一片高楼， 从此
顺星桥这个地名也会消失。 然而正是这个
看似普通的地名，却与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情
感联系。 我外婆家是开药铺的，是曾经长沙
城里的著名药号“松鹤龄”，家境富裕。 顺星
里是一条尽头不通的小巷，长沙话叫“实屁
股巷子”。 巷子里只有三座大门： 一个史公
馆、一个陈公馆，还有一个邵阳试馆（邵阳人
为赶考的学子提供方便的会馆）。 我外婆家
就是陈公馆，两层楼，一个大家族，有一个很
大的院子。 我外婆号称“松鹤龄的大小姐”，
走在街上人家都认识。然而抗战时文夕大火
中，药铺被烧光，房屋被烧光，家道中落。 我
外婆这个大小姐一夜之间落难到上无片瓦
身无分文的乞丐地步。然而坚强的外婆面对
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挺起腰杆，拖着年幼
的儿女（我舅舅和我母亲），逃难、要饭、给人
做保姆……尝尽一切人间苦难，把儿女拉扯
成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如此困难的
条件下， 外婆以她良好的教养自己教育儿
女。 我母亲只读过两年小学， 但是 《三国
演义》《红楼梦》 倒背如流， 文学知识不下
于我这个教授。

在我的想象中， 外婆是一个优雅而又
受尽磨难的伟大女性。 我母亲无数次和我
讲起我的外婆， 讲起顺星桥、 顺星里， 让
我对这个心理上遥远的地名有着一种难以
形容的牵挂和想象。 如今顺星里早就没有
了， 很快顺星桥这个地名也会消失， 但我
在民国时期的长沙老地图上还能清晰地看
到顺星桥、 顺星里， 那个“实屁股巷子”，
和我妈妈说的一样。 每次看到这里， 我的
眼睛总会在地图上的小巷子上停留许久，
脑海里想象着当年的陈公馆是个什么样子，

我的外婆长得什么样子？
这就是老地图的魅力！ 它承载着人们

的记忆， 饱含着人的感情。
今天的城市大开发大建设， 老街、 老

巷、 老建筑一个个快速消失， 城市失去了
历史， 失去了记忆， 失去了感情。 唯有老
地图上还保留着那一丝温馨。

我一直主张今天的城市建设发展要保
存改造老城， 另外开辟新城， 不要在老城
里大搞开发建设。 50年前梁思成和陈占祥
建议北京保留老城另辟新城的“梁陈方
案”， 如果得以实施， 也许今天的北京就没
有那么多的问题。 历史遗产、 文化风貌得
以保存， 人流交通也不会全部拥挤在一起。
在老城区里开发建设， 直接带来两个后果：
一是历史风貌和城市特色被破坏， 所有的
城市变成一个样， “千城一面”； 二是老城
区空间狭小， 人流集中， 导致交通拥堵。
这个问题应该被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者
们重点考虑和关注。

今天在老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建筑， 能够看到城市的
发展脉络， 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
了的文化， 包括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 带
着家庭和个人感情的老地名。 今年初长沙
市规划局委托我们学院做一个“长沙历史
文化名城名录制度研究” 的项目， 立项的
建议中， 我提出要保存“老地名”， 这一想
法得到一致赞成。 老地名包含着城市的历
史、 古代的文化， 还包含着人们的感情。
人走在城市街巷中是要有感情的， 冷冰冰
的玻璃摩天楼、 霓虹灯闪烁的高档名牌店，
只能满足人一时的物欲， 不会带有任何情
感。 而一条青砖黛瓦的小巷， 一间犄角旮
旯的小面馆， 却往往让人魂牵梦绕， 时时
向往。 而这些倾注着人们感情的地方， 如
今越来越少， 只能在老地图上看到了。 我
可以预计， 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 老地图
的魅力不会消隐， 只会与日俱增。

沈小丁先生是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
多年致力于研究长沙历史和城市的变迁，
搜罗出这些难得一见的老地图， 上自秦汉，
下到民国， 足可想见他所下工夫之深。 书
中更有长沙现存的和过去曾经有过的一百
多条街巷的名称和介绍， 让人对历史上的
长沙城有一个全面的直观的了解。 这也是
长沙历史上第一部以地图为依据介绍长沙
城的专著， 我期待着再在老地图上去找寻
那些即将逝去的记忆。

（作者为湖南大学教授， 著名古建筑保
护专家。 《一个城市的记忆———老地图中的
长沙》 沈小丁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浴火凤凰
绝世传奇

杨合林

湘西作家沈从文的《边城》是小说， 但他取
景、 取材的对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翠翠是虚
构的， 但湘西无数女儿的梦， 她们的美丽、 深
情和命运却和她有着惊人的相似。 周平波、 岳
立功两位湘西籍作家的 《新凤凰传奇》 是虚拟
的， 但小说的历史背景、 地理环境、 民俗风情
却是真实的； 银枫和金芳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
故事是想象的， 但历史上无数湘西儿女的爱情
悲欢、 生死离合， 却是真真确确存在过的。

银枫和金芳的爱情不是普通的男女情爱故
事， 他们的爱情发生在“铜不沾铁， 苗不沾
客” 的历史背景之下， 发生在乾嘉苗民大起义
的历史背景之下。“苗不沾客”， 是说苗家和客
家 （汉族） 不相往来， 不交往， 不通商， 不通
婚……向世人展示的是苗族人因为长期的民族
战争、 民族压迫造成的深重的心灵创伤。 现
在， 早已是苗汉一家， 你走进湘西， 有几家的
孩子不是混合有汉、 苗或土家的血统？ 但这个
过程却是在血雨腥风中完成的。 历史如何向今
天走来， 不同民族的优秀儿女如何渴望并最终
实现“一家” 的理想， 《新凤凰传奇》 的故事
就是从这里展开的。

银枫是湘西镇筸镇 （今凤凰县） 总兵陈安
康的儿子， 金芳是苗山榔会曾经的龙头老大

“石爷” 的孙女。 无论客家还是苗家都明白太
平安泰日子的可贵， 陈家和石家本也是了不相
干的两家人。 但是， 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也同时开始了。 和罗密
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一样， 两个人在拼命吮吸爱
情的甘露琼浆之时， 也注定要为两个家族———
对于银枫和金芳来说则是为两个民族之间的仇
恨付出生命的代价。

银枫与金芳相识于乌巢河的船上， 他们的
爱情从对歌开始， 在生死交关中定下终身， 在
反对和阻止战争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在冲天
的火光中， 在‘哔哔叭叭’ 的林木爆裂声中，
两个年轻的肉体紧紧缠绕在一起， 碰撞在一
起， 突然发出一声山崩地裂的爆裂声！ 一片彩
云升腾而起！” 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凰涅槃。

银枫和金芳所代表的和平的潮流是不可阻
挡的， 体现了无数青年男女、 各族百姓世世代
代对和平的渴望和祈求，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永远是社会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故事的讲述者， 他们或他们的子女身上流
淌着汉、 苗、 土家多民族混合的血液， 他们是
民族大融合最直接的受益者。 没有人比他们更
熟悉湘西， 熟悉湘西的历史， 熟悉湘西民族融
合的艰难历程。 他们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 而
反思的发生， 正是从“没有民族融合， 我如何
在？” 开始的。 正因为此， 他们对天星山上

“凤凰涅槃” 的故事讲述得声情并茂、 娓娓动
听。 作者写山里的“气息”：“艾蒿的微苦，山里莓
的清甜， 野花椒的辣或铜钱草的酸其实是很难
严格区分开来的， 它们混合在一起， 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共同酿造成飞扬生命的浓郁气
息， 像陈酿的酒， 更像男人女人裸体上蒸腾的
肉香。” 银枫和金芳的对歌：“隔河望哥望不真/
欲想过河水又深/水底青丝要缠脚/阿哥哟， 你
看气人不气人”； “隔河望妹望得真/过河不怕
水再深/阿妹哟， 你有一对金翅膀/哥送你朵跑
马云”。 对歌是湘西人生来就会的， 是他们生
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 但美妙的歌声却混合着
叫骂声和枪声。 这就是历史中的湘西。 我们从
历史走来， 今天的“岁月静好”， 全凭了前
人———一代代银枫和金芳们的“负重前行”。

这是一个虚幻的故事， 但它又真实得就如
湘西的存在一样， 连着湘西的山和水， 贯穿了
湘西的历史和今天， 牵动了湘西的灵与魂。 如
果你走进湘西， 在湘西的山山水水徜徉， 面对
蜿蜒盘旋的南长城， 攀腊尔山、
天星山， 泛乌巢河、 酉水河，
游边城， 观溪州铜柱， 赶“边
边场” ……你就会强烈感受到
这个故事所具有的鲜活生命和
巨大魅力。

（《新凤凰传奇》 周平波、
岳立功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阅读蒙田， 是为了生活》
[英] 萨拉·贝克韦尔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蒙田的 “生活的哲学 ”， 对培根 、
兰姆 、 卢梭等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 。
英国作家萨拉·贝克韦尔对这种 “生活
的哲学 ” 进行了梳理 ， 以 20个关于
“怎么活” 的回答串联起蒙田的生平和
思想 ， 并对蒙田所处时代及其作品在
后世的影响做了细致的描述。

《阅读·阅美》
李修文 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阅读·阅美》 是江苏卫视以 “阅
读 ” 为切入口打造的一档文艺节目 ，
本书通过 “阅” 和 “读” 的过程， 见证
了文字和情感之 “美”， 让无声的文本
营造出让人沉浸其中的共鸣氛围 ， 引
发更多思考与感悟。

《破壁书》
邵燕君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破壁 ” 二字 ， 意为 “打破次元
之壁”， 也就是实现二次元人与三次元
人、 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 、 长辈与
晚辈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 这本书像是
一本工具书 、 一本 “活在当下的词
典”， 读过之后， 你就能了解很多词的
来龙去脉。

黎武静

时至七夕， 总要想起两本书， 《世说
新语》 和 《李煜诗词全集》。 一则以喜， 一
则以悲。

《世说新语》里记述了潇洒无比的阮咸
晒衣的故事。阮咸是阮籍兄长的儿子。“阮仲
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 北阮皆富，南阮
贫。 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 仲
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 人或怪之，答
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

阮咸这人很有意思， 人家七月七晒衣
晒出来一堆灿烂罗绮， 他七月七晒衣晒出
一条大布短裤， 还用长竿挑着， 大剌剌地
挂在中庭。 七月七， 人晒衣， 我晒衣。 阮
咸的座右铭是你晒我也晒， 虽则用“不能
免俗” 做借口， 实则有一颗不流于世俗的
坚定的心。

《世说新语》 还有另外一出， 还是在
这七月七日， 还是人晒衣我晒衣的热闹时
节。 曰：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 人
问其故， 答曰‘我晒书’。” 看， 没衣可晒，
也能晒晒学问。 引以为傲的， 何须那些名
贵衣物， 晒出来的， 是自我的风格与坚持。

七月七， 人晒衣， 我晒衣。 非关贫富，
不论高低。 蓬门与世家， 穷巷与巨宅， 柴
屋与高第， 都在这个热闹的季节里， 拿出
自己心爱的、 骄傲的那一些， 大大方方地
晒。 晒得不与世俗， 需要一点定力和眼光。

除了 《世说新语》， 和七夕这个日子相
关的还有李煜。

这位生于七月七日的词人， 一生多情。
两位皇后“大周后”“小周后”是周家一对多
才多艺的姊妹花。

大周后善音律， 李煜的父亲曾赐她烧
槽琵琶， 及至娥皇逝后， 李煜为后世留下
一首 《书琵琶背》： “天香留凤尾， 余暖在
檀槽。”

夫妻二人曾将梅树移栽瑶光殿之西，
殷勤相待，“失却烟花主，东君自不知。 清香
更何用， 犹发去年枝。” 梅花尚在， 伊人已
逝。 暗香浮动， 疏影横斜， 佳人已渺。

桌上有本淡蓝封面的 《李煜诗词全
集》， 不算太厚。 时光再向前推， 这本书静
静地躺在书店里， 和舍友一起去挑书时，
一眼便挑中了它。 我们拿着学校一百元书
券的奖励， 每人合12.5元的份额， 我瞅着这
本书的定价： 12.8元。 一边想着只要从兜里
掏三毛钱就好， 一边如获至宝地拿书走人。

20年时光流去， 它还在我的书桌上。
时间愈长， 隽味愈永。

七夕， 这个古典气息浓厚的日子， 情
意殷殷， 此时此刻， 诗与词， 恰相宜。 总
要无缘由地， 却又似乎顺理成章地， 施施
然想起李煜。 那个写词的李煜。

生于七夕也逝于七夕， 李煜的一生诠
释了前世今生。 袁枚写道：“做个才人真绝
代， 可怜薄命做君王。”

是啊，“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特别推荐

老地图的魅力

书香闲情

七夕，悲喜两本书

好书导读

史论格局与
文化眼光的交融

刘起林

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在国外创作与研究译介、 理论话题与
理论体系探讨、 创作跟踪评论等方面成果丰富， 从当代文学

“历史化” 的高度， 对创作实践整体观照和历史定位性提升却
颇为欠缺。 赵树勤、 龙其林合著的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
在这方面拓展和充实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该著以宏观考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当代生态
文学， 建构起一种文学史研究性质的学术框架。 第一章“生
态小说的文学之魅”、 第二章“生态散文的思想旨趣” 和第三
章“生态报告文学的艺术图景”， 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出发， 既
阐发其生态文化蕴涵、 美学追求和创作迷误， 又勾勒其兴盛
缘起、 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 论从史出地揭示了各类生态文
学创作的话语内涵和艺术特质。 第四、 五、 六章则选择生态
小说、 生态诗歌、 生态散文的代表性作家郭雪波、 华海和韩
少功， 分别以国际生态文学的经典作家艾特玛托夫、 华兹华
斯和梭罗的 《瓦尔登湖》 为参照系， 在比较研究中揭示其创
作特征和审美价值。

该著综合运用文化学、 生态学、 社会学、 美学等多学科
的知识， 形成了将生态文学的文化意蕴揭示与文学创作的价
值底蕴探究融为一体的思想眼光。 专著研究生态报告文学，
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出发， 揭示了其中批判工业社会的经济发
展方式， 反思现代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表达对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家园建构的期盼， 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道主义和终极
关怀的意味； 又从时间与空间的拓展、 科学与文学的融合两
方面论述其审美特质； 还透过问题主导的意义建构， 探究了
其背后的内在精神空间和人文文化底蕴。 对生态散文创作，
专著则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 以作家的精神生存态度为中心
来揭示其生态新质， 充分表现出生态散文人类精神文化与自
然生态规律友好共处、 和谐统一的意义建构特征。

该著通过比较研究的路径， 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历史
渊源进行了中外融通的考察。 作者将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的
影响， 分为最初的误读、 有意识的倡导和不约而同的接受几
个阶段， 既揭示出它们对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激活作用， 又
呈现出中国生态作家力求创造性对话的心理状态， 阐述了二
者的融合发展前景。 从为世界复魅的美学追求出发， 分析艾
特玛托夫和郭雪波的生态小说， 阐述了他们重拾绿色族群的
文明碎片、 寻找荒野的宗教神灵、 复魅隐秘的自然精灵、 塑
造维护生态的自然之子以及建构“环” 的时空之维等共同特
征， 和“林海草原” 与“大漠长风” 的不同风格； 还深度剖
析了作家过度介入和文学性疏离、 文学之根断裂和意识形态
梗阻的局限， 有力地呈现出二者关联紧密的审美创造景观。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 赵树勤、 龙其林 著 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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