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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

你说， 一个时代最牛的书是什
么样？

只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把从来
没人想过的事写成书， 一种是把最
经典的书再解释一遍。

前者比如施耐庵写成 《水浒
传》， 后者比如金圣叹批评 《水浒
传》。

金圣叹批评 《水浒传》 是传世名作， 如果
今天有人再批评一遍 《水浒传》 呢？ 干成了，
也是传世之作。

请看———鲍鹏山新批 《水浒传》。
这个难度， 想想就可怕； 这个勇气， 想想

就过瘾。
看这本书过瘾， 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发掘了 《水浒传》 的真精神。 总有人

找不到门径， 对这经典产生过质疑甚至诟病。
他们少了点智慧， 只看到书里的仇恨、 杀戮与
奸情。 鲍鹏山懂 《水浒传》， 更懂中国文化，
他一语中的地说： “《水浒传》 者， 出于杀戮，
归于慈悲者也。” 说得多干脆， 多有力， 这才
叫正本清源。

二是让你看到经典中的更多秘密。 真正的
高手总会比你看得透、 钻得深， 帮助你在字里
行间寻求新智慧、 新启示。 比如， 以前大家多
认为， 潘金莲是个可恶的淫妇。 鲍鹏山告诉
你： 潘金莲本来是个富有激情、 性格刚强， 甚

至有些刚烈的女人。 文本中的更多
细节， 在过去却被忽略了， 其实作
者早就展现了对女性尊严的重视。

三是让你读懂“英雄世界”。
不管时代怎么变， 真英雄， 都可
敬。 梁山108条好汉， 各有各的英
雄本色， 各有各的精神气象。 读懂
这些英雄， 才算读懂了 《水浒传》，
才算得了点人生的开悟。 鲍鹏山在
书里随处为你破解各位英雄的密

码。 你看， 他这样勾画林冲： “尽量做得谦
恭， 尽量做得卑贱， 尽量做得巴结， 想换来小
人们的一丝宽待。” 寥寥几笔， 写尽了英雄的
无奈。

四是让你进一步领悟博大精深的中国文
化。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说不尽的儒释道， 道
理都体现在人的言行里。 梁山好汉， 个个都有
文化意涵， 眼见低、 阅历浅， 咋能看得破？ 比
如， 课本里都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唯有
鲍鹏山会告诉你： “鲁达是佛， 是阿罗汉。 鲁
达干了两件事， 救人和杀人。”

五是批注总评相结合， 为你指明阅读方
向。 鲍鹏山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批评传统，
以金圣叹腰斩 《水浒传》 七十回为底本， 吸收
其中精华， 以轻松的白话来撰写批注， 能为你
扫清阅读过程中的麻烦。 而在每一回之前， 还
有长篇总评， 让你在体会经典的过程中不再迷
失方向。

本书作者鲍鹏山， 几十年来， 他深入钻研
传统文化， 最终选择了以 《水浒传》 作为了解
中国精神的一个突破口， 不仅著书立说， 还向
大众讲授推广， 形成了独特的讲解风格。

向 《水浒传》 这部经典致敬， 它永远赋予
我们智慧， 激活经典， 才不辜负时代的美意。

（《鲍鹏山新批 〈水浒传〉》 鲍鹏山 著 岳
麓书社出版）

林颐

《根源之美： 中国艺术3000年》 的文章
来自于庄申当初在 《百姓》 上发表的专栏随
笔。 1978年8月， 胡菊人先生创刊 《百姓》，
其中有一个以介绍中国艺术为主的专栏———
“根源之美”， 适逢庄申正负责为香港大学创
立艺术系， 遂担纲“根源之美” 的撰稿， 从
1978年夏到1987年夏的九年时间里， 陆续写
就百余篇文章， 构成了这部著作的主干。

前述 《根源之美》 的缘由， 大抵可揣摩：
风格当非学院深考， 而是偏向简浅平易， 行
文接近于口语化讲座； 累数年之功而结集，
原初并无缜密的成书考虑， 因此在系统结构
上比较松散， 各章节的联系不紧密。

其写作宗旨毋庸多言。 看下来， 却觉出
了一些好处。 中国艺术通史写作常以时间线
性为主， 条理明晰， 提纲挈领， 可惜难免有
些机械， 主题力度分布均匀， 内容流于平铺
直叙， 《根源之美》 予我之印象， 首先就在
它的随意， 显露出活泼的个性。

整部作品的谈论对象是“中国艺术3000
年”， 但事实上， 淡化了我们印象里“艺术”
的一般概念。 何谓艺术？ 何谓艺术品？ 当然
指向审美的意趣。 然而， 在诞生之初， 艺术
并非为了艺术。 诚如李泽厚先生在 《美学四
讲》 里指出的， “所谓艺术品， 其功能原非
审美， 它们本不是为了给人鉴赏的。” 例如，
埃及的金字塔、 欧洲的中世纪建筑、 印度的
佛像雕塑壁画、 非洲的原始面具， 还有我们
中国殷商的青铜器， 它们创造出来的最初目
的， 并不是为了审美， 而是有其宗教的、 伦
理的、 政治的、 社会功利的实用目的、 价值
和意义。 因此， 讲述中国艺术史， 不能就艺
术而艺术， 还要从社会生活中去挖掘艺术品
的根源。

《根源之美》 与 《美学四讲》 异曲同工，
李泽厚重理论， 庄申则更多体现在艺术实践
的化用。 庄申在后记里点明， 这本书的内容，
与其说是中国艺术， 毋宁说是中国文化， 希
望能够通过艺术来解释文化。 果然， 他并不
怎么在意艺术品本身的风格与价值的探讨，
而是着力观察其中内涵的母题、 表现的形式
和使用的材料， 倾向于把它们理解为特定观
念和社会文化的产物， 因此， 他对政治、 经
济、 地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观察与分析非常
重视。

要往哪里重点落笔， 庄申是很有主见的。
全书共三卷。 第一卷， 从先秦到南北朝； 第
二卷， 从隋到宋； 第三卷， 从元到近代。 历
朝历代的艺术品各有其偏好与特色。 我注意
到， 庄申无一例外地花了大工夫去描写器具：
史前的彩陶、 商周的尊鼎、 战国的豆、 汉代
的炉、 隋朝的陶罐、 唐代的酒器、 宋的水纹
瓶、 明清的家具， 以及其他七七八八的小物。
通常艺术史常被疏忽或作为边角的这些材料，
却在 《根源之美》 中发扬光大。 这说明了什
么呢？

器具绝非纯粹的鉴赏对象， 它们联系着
使用者的日常情境， 呈现着纷繁、 复杂的多
元价值观念。 庄申的笔头不时荡逸， 流布于
更广泛的视觉性、 物质性体验中， 比如每个
朝代这些器具的装饰为何不同， 比如错金这
种工艺技术是如何产生、 发展、 淘汰的； 还
比如， 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艺术品的东西，
反映了当时人们怎样的生活情趣， 怎样的历
史格局， 陶瓶上的舞女、 壁画上的贵妇、 手
握兵戈的武士、 重宝加身的帝王， 他们的随
身物件都大有可说。 可以从唐代妇女的服饰
妆容引至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可以从一
幅 《红衣罗汉图》 串起宋元易代的政治风云。
即便是一般艺术史爱写的文人绘画， 庄申的
重点也是落在 《游春图》 《步辇图》 等作为
贵族生活的记录功能， 或者蔬果画、 葫芦画
里的家居风情， 在讲述明清之时， 他还把视
线投向了版画和民间的风俗年画， 隐含着中
国文化艺术由雅入俗的一条流脉。

总体而言， 《根源之美》 大致上还是按
照书法、 绘画、 雕刻、 器物、 建筑等加以分
类， 但实际上讨论对象的技术和物质形态并
不遵循基本的分类标准和叙事途径。 这部作
品不再建基单一的系统， 而是呈现开放的格
局， 明确地从艺术通向文化， 从艺术进入生
活， 散而不乱， 反映了作者对中国艺术理解
方式的自由理念， 也反映了中国艺术史研究
的另一种方向。

（《根源之美 ： 中国艺术3000年 》 庄申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回归，
在黑暗来临之前
刘敬

“《天黑前的夏天》 不仅是多丽丝·莱辛最好的小
说， 也是继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之后最好的小说。”
（《纽约时报》）。 坦白地说，我多多少少还是受了这句“广
告语”的蛊惑，未及思量便孤注一掷地从网上书店购回了
该书。尽管，这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老太太的代
表作《金色笔记》并不如想象中的好读，我甚至一度放弃。
然而，《天黑前的夏天》却不同，作家虽一如既往地以女性
视角去观察，去体味， 去思索， 然后心血倾注终成书，
却流畅好读， 并出人意料地充满当下的现实感， 书中绵
密的意识流动滴水不漏， 深具穿透力。

三毛说， 有时婚姻也会使一个女性迷失自己———不
然， 世界上杰出的女性原应多得多。 小说中的凯特便是
一例吧。 夏日来临， 人到中年的凯特却在丈夫和孩子们
各自打点行囊飞往异国度假游玩之时， 突然地觉出了无
尽的落寞与怅然， 感到了难以抵御的寒冷： “那是一种
动物被活活剥皮后感到的寒冷， 或是在下着冻雨的大风
天， 羊羔刚钻出温暖潮湿的娘胎时， 双膝发软跌倒在冰
冻的大地上的寒冷” ———曾经， 凯特送给丈夫迈克尔一
本贝特兰·罗素的 《幸福之路》， 而丈夫则送给她一本维
希德的 《理想的婚姻》， 两本书虽一直并排放在他们的
卧室里， 但， 回首近20多年的婚姻家庭生活， 凯特竟然
发现， 他们家最具代表性的家庭生活图景就是， 她坐在
桌子一边， 温和臃肿， 像块肥肥的鹅肝， 身处可怕的压
力之下， 而在这种漫长的碾磨下， 一个曾经无畏无惧的
年轻生命， 逐渐变成了一个忧虑成习的疯子， 成天为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伤脑筋！ 这当然不是自己向往的理
想的婚姻与所追求的幸福之路呵！

于是， 凯特走出了家门。 于是， 凯特有了一份收入
丰厚却又近于无聊的工作， 还开始了一程前往西班牙的
旅行， 尽管激情暧昧， 终因小自己十多岁的情人的意外
患病而仓促收场； 更意外的是， 凯特自己亦因病在酒店
卧床三个星期， 瘦了整整15磅！ 接下来， 凯特有了一段
与莫琳姑娘的合租时光。 或许正是从莫琳的身上， 凯特
找回了迷失的自己， 最后才有了深思熟虑的回归———重
返家庭。 小说情节枝蔓， 但五个部分终是浑然一体， 不
可分割， 正像 《纽约时报》 的约翰·伦纳德所说的：

“这本小说几乎没有赘言， 没有可省略的段落， 它的力
量在于它的自制。”

不得不提的是小说中的海豹。 海豹似乎始终就在那
里， 孤零零的一个， 它一直痛苦地朝着大海的方向爬
行， 一直就在凯特的梦里。 没日没夜梦着怀抱海豹艰难
前行的凯特， 一路迷失， 找寻， 徘徊———“也许前方永
远只有冰雪和黑暗， 无边无际； 也许我和海豹会倒在雪
地上， 再也站不起来。” 但慈悲的莱辛这一次却隐了精
神斗士的锋芒， 让凯特最终“发现太阳挂在自己的正前
方， 而不是遥远的身后， 藏匿于地平线下———这么久以
来， 它一直藏身于那里。” 夏天结束了， 凯特亦有了秋
的收获———时光不会回头， 却给了凯特以自信与底气，
亦可说正是那轮一直隐匿的“太阳” 照亮了凯特心头的
黑暗， 融化了冰雪， 亦熔融了桎梏着凯特的精神枷锁
吧！

《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
陈忠实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陈忠实先生的散文
选集 ， 由他的家人授权编选 ，
共收录44篇经典散文作品， 展
现了作家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深
厚的文学造诣。 文字里有不一
样的人生百味， 日常的琐细在
作家的艺术加工下， 焕发出别
样的光彩。 文字里也有一样的
烟火人间， 悲欢离合中的共同
点， 是一颗与你我同样炽热的
赤子之心。

《半小时图话心理学》
[日] 植木理惠 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

心理学是一门在我们一切
生活层面上都可提供鲜活启示
的学问。 本书用肉眼看得懂的
图解， 为读者解说肉眼看不见
的 “心理”。 111个抽象心理概
念化为具体的图像， 让心理学
更好懂。 作者是日本知名心理
学家、 临床心理医生， 将社交
技巧、 人际关系、 恋爱互动和
自我启发都集合在了这本新书
里。

《半个父亲在疼》
庞余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父亲在世时我一点也不
觉得父亲的重要， 父亲走了之
后我才觉得父亲的不可缺少。
我再没有父亲可叫了。 ”本书是
作者的自传体亲情散文集，用
至真的坦白，至疼的亲情，催泪
弹般的文字， 让读者感受到不
一样的父子情，包括“父亲在天
上”“报母亲大人书”等四辑。

我读经典

走马观书

艺文书话

艺术之美
植根生活

特别推荐

激活经典，
不辜负时代的美意

学术前沿

中国近现代画报的扫描
王文利

近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未名社科·新闻与
传播研究丛书” 中的学术专著 《左图右史与画
中 有 话 ———中 国 近 现 代 画 报 研 究
（1874-1949）》 获中国首届方汉奇奖二等奖。
作者吴果中在中国画报领域勤耕不舍， 成果丰
硕， 享有盛名。 早在中国人民大学攻博期间，
她便以 《良友》 画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专著
《<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 于2007年出版。
这次获奖的 《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 是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于2017年出版， 真是
十年磨一剑。

该书从中国近现代画报入手， 结合社会要
素和传播科技的共同推动， 研究在中国近现代
这一特定时空中， 传统中国的“左图右史” 遭
遇西学东渐的“图像叙事” 时发生的“视觉转
向” 和“文化转向”， 如何影响了画报的意义生
产与流布， 进而如何影响画报汇入到以“启蒙”
为标识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作者打破以梳理史实、 鉴别种类、 评估价
值为路径的“编年史” 体例， 对画报图像的生
产与消费进行社会文化历史考察， 从图像中找
回历史的记忆， “再现” 并建构历史， 体现
“画中有话”。 其研究路径， 交融了社会学、 艺
术学、 图像志等新史
学方法， 在历史、 文
化、 社会的三维空间
建构起画报史研究的
整体框架， 从多个角
度呈现图像视阈下的
近现代中国， 开启了
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
新之门。

该 书 严 格 追 求
“史料充足 、 论从史
出” 的学术准则， 见
到多少材料说多少话，
以材料和事实为研究
依据。 研究 《启蒙画报》 《图
画日报》 《北洋画报》 《良友》
《真相画报》 《晋察冀画报》
等， 作者均详细阅读第一手资
料； 又如关于 《小孩月报》 的沿革，
由于难以亲睹， 对其创刊时间、 地
点， 均难核实， 便全面搜集相关文
献， 将各种说法一一呈现出来， 再加以
推论； 再如关于 《真相画报》 停刊时间
不是3月而是4月之后的论证， 作者小心求证，
不信口开河。 为了尽可能读到原件， 作者来往

于国家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上海图
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一查阅和核实文献
资料。 为节约时间， 曾得到湖南师范大学图书
馆馆长的特许， 将 《北洋画报》 借回家阅读，
耗时近半年读完1547期。

方汉奇先生在该书“序” 中写道： “作者
究八年之力， 通近现代之变， 成一家之言……
填补了中国画报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缺
位，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学术地图
和思想谱系。 它的面世， 是值得欢迎的。” 可谓
评价中肯。 该书填补了中国画报史在中国新闻
事业史上的缺位， 回答了蒋荫恩先生“研究中
国画报的专书， 更是找不到一本。 就有， 也不
过是零简残篇， 散见于各种刊物而已” 的遗憾；
弥补了萨空了先生曾立志撰写 《中国画报史》，
因所藏画报皆毁于战火， 写作不得不搁浅的遗
憾； 实现了谢其章等老报收藏家对 《中国画报
史》 的期盼。 在当前图像化时代， 如何办好画
报、 图画期刊及网页如何使用影像等视觉材料
的专业话题又一次拷问媒介从业人员， 历史研
究能提供当代启示， 意义重大。

（《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
报研究 （1874-1949）》
吴果中 著 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