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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实胜于虚构想象
———读长篇历史小说《海军，海军！ 》

■王 磊

翻阅由简林、 戴寅合著的 《海军，海

军！ 》一书，犹如翻开一幅清朝末年历史的

全景图。 与一般的历史小说不同，这本书

的两位作者以学者的专业素养，通过富有

想象力的小说艺术，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

果融入其中，为读者精心描绘出中华民族

在 19 世纪末面对世界历史转择点所展现

的悲壮历史画卷。

19 世纪中叶，西方势力通过海洋进入

中国之后，清政府措手不及，既没有任何

准备， 也没有一整套完整的战略思考，完

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应付西方的挑战。 无

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政府内部，对于海洋

的认识仍然停滞在古代。 书中的一个主要

着力点就是：19 世纪出现的洋务运动其实

就源于海防，其失败则止于甲午海战。 当

时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精明能干之

士，他们虽尽了一切力量，却仍然挽救不

了最后失败的局面。

作为历史小说，此书完全没有以任何

“宫斗” 之噱和男女苟且之情去勾引读者

的目光，却用另一番阳刚之气打动了读者

的神经：19 世纪末，国势艰难，西方列强对

中国步步逼近，清廷上下内耗不断，在这

种困境中，沈葆桢在福建马尾的狂风暴雨

中苦苦经营造船厂； 左宗棠抬着棺材西

征，捍卫国家西北疆域；刘铭传乔装登岛，

在台湾当地乡勇支持下大败法军。 另一方

面， 当时朝廷上下不谙世界发展潮流，缺

乏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的远见，更不知道

海洋战略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漠视琉

球世子的泣血求告，放弃琉球，埋下了中

国海洋战略上的隐患。 即使是当时以李鸿

章为首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历经千辛万苦

建立起的铁甲舰队———北洋海军，在清政

府腐败、愚昧、落后的政治环境下，也是乱

象滋生，战力低下，最终败于甲午海战。 全

书场面波澜壮阔，节奏此起彼伏，犹如一

部巨大复杂的历史交响乐章，撼动人心。

《海军，海军！ 》全书围绕李鸿章与赫德

两条主线，描摹出一系列的历史人物：沈葆

桢、左宗棠、刘铭传、丁汝昌、何如璋、恭亲

王、慈禧太后等，两位作者通过历史舞台中

的大事件将书中人物链接起来。 这些人物

个个性格鲜明，刻画精准，活灵活现，欲出

纸上。 书中出现的人物之多，事件之复杂，

看后令人叹为观止。 书中着墨最重的是沈

葆桢的形象。 沈葆桢是清朝末年的重要人

物，过去的历史家们却没有加以重视。 沈葆

桢去世过早，如果他多活十年，恐怕当时的

局面都会有所不同。 而书中对于李鸿章的

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脸谱化的形象，

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圆型”人物———当时

所有的大事件都与他有关， 所有的历史矛

盾又都在他身上集中体现。

《海军，海军！ 》带着读者重新走入 100

年前的历史， 而这段历史在作者笔下情节

跌宕起伏，内容环环相扣，紧锣密鼓地推着

读者跟着小说走。 作者在“后记”中披露写

作此书过程：“……可以说是既刺激又痛

苦。 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我们从浩如

烟海的原始史料中积累了近千个小时的录

音，整部书的写作就是在一边翻阅、寻找、

研究各种原始史料， 一边讨论各种历史细

节中进行的。 ”作者为此书做足了功课。 历

史本身的千变万化胜过任何虚构， 历史的

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能力。 书

中的很多史料更是首次披露面世。

阅读此书，我发现虽然情节引人，但又不

能快读，只能细品，因为字里行间饱含了众多

的历史细节。诸如琉球事件中李鸿章与日本

谈判所采取的方式， 或是台湾抗击法国军

队时当地民众如何用枪等等， 甚至能读到

19世纪南方的粮米价格以及时装颜色。 所

有那些细节，都是根据一手史料打磨而成。

而在那些精心布置的细节后面， 则留下了

更为广阔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回味。

事出有据、以史料说话，是 《海军 ，海

军！ 》一书的最大特点。作者巧妙地将散落

于各种史籍中的原始资料揉搓在一起，搭

建成一部架构宏大的艺术作品。 这在历史

小说领域中，具有创造性的意义，体现了

中国文化中文史不分家的特性。

《驯龙高手》：北欧小海盗小嗝嗝和他的没牙仔
■彭 懿

龙， 可能算是童书里面最古

老的一类幻想生物了。

它们生生不息， 既有像托尔

金的 《霍比特人》 里那样盘踞山

洞、 守着大堆金银财宝呼呼睡大

觉的恶龙，也有像汤尼·迪特利齐

的《肯尼和大怪龙》里那样吟诗看

书、热爱和平的好龙，还有像 C.S.

刘易斯的《黎明踏浪号》里小男孩

变成的懂人话的巨龙……再有就

是像英国女作家克蕾西达·考威

尔这本《驯龙高手》里的龙了。

别人的书里只有一头龙 ，她

这本书里仅仅是在一个洞穴里就

有三千头饥饿的龙。

还算好，它们正好是在冬眠。

其中名叫“凶猛夜魇”的龙，极其凶

野，“是惊人的飞侠、杰出的猎手和

可怕的战士”。名叫“哥伦寇”的龙，

长相丑陋，“是龙界的恶棍，适合打

仗”。 够可怕的吧？ 可它们与睡在

海底的大海龙比起来， 真是小巫

见大巫了，大海龙更像是一座山，

当年它 “吞吃了整整一支罗马军

队———从指挥官到普通士兵 ，还

有马匹、车辆、盾牌、长矛 ”，因为

吃得太多， 它睡了一个世纪又一

个世纪，可就在上个礼拜，它进入

了浅睡期。 紧接着，它就要被一阵

风暴刮到海滩上来了。 它有多恐

怖呢，提前告诉你吧，它一声龙吼，

“立刻有 400 只海鸥掉下来———

是被吓死了”。它轻轻发出个飞吻，

“50条船同时着起了大火”。 而且

又有谁会想到， 这样的巨龙居然

还有两头，一头叫“绿撒旦”，一头

叫“紫罗刹”。 你说，这是不是太让

人闻风丧胆了？

这 本 书 的 英 文 原 书 名 是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如

果直译过来，应该是《如何驯服你

的龙》———这样的书名好，抓人眼

球。 你会心头一惊，我，我可能拥

有一头龙吗？ 它让你有一种跃跃

欲试的参与感。

不过， 这事确实与我们没什

么关系，它的故事背景是 1000 多

年前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那里有一族海盗特别凶悍，对，就

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京海盗。 这个

故事， 说的就是一个维京海盗部

落首领的儿子驯龙的故事。

这个海盗部落叫毛霍里根部

落，部落的首领叫斯托伊克，意为

“坚忍无量”，首领的儿子叫“小嗝

嗝·霍兰德斯·黑线鳕三世”，简称

小嗝嗝。按照部落的规矩，小嗝嗝

是要继承他父亲当上部落首领

的 ， 用他的死党鱼腿斯的话来

说：“你是一定要成为英雄的，你是

老大的儿子……”可是十岁半的小

嗝嗝长得太不像一个英雄了，“平

常得要命，皮包骨，雀斑脸，毫不起

眼， 在一大群孩子中间极容易被

忽视”。别的孩子都瞧不起他，叫他

废物，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吃饱

打嗝·没用”。

这天，小嗝嗝、鱼腿斯以及鼻

涕粗、疣猪、狗不理斯等另外八个

有着怪里怪气名字的男孩站在大

雪里， 接受成为部落正式成员的

考试。 他们的任务是要从野龙崖

的龙洞里偷出一头冬眠的龙，然

后把它驯服成自己的龙。否则，就

要被流放。按照道理来说，小嗝嗝

必须抓回一头被唤作“凶猛夜魇”

的龙才行， 可是他只抓到了头普

通的低级棕龙， 而且还因为鱼腿

斯在龙洞里打了四个响亮的大喷

嚏，把龙给惊醒了，没抓到龙。 逃

命之际， 他胡乱抓了头龙扔进了

背篓里。

这头龙太小了，它“最惊人之

处就是特别的小”，是一头袖珍龙，

还没牙，“天哪，它根本还没长牙”。

小嗝嗝只好管它叫 “没牙 ”———

“你好，没牙。 ”小嗝嗝希望自己的

龙语说得够标准。

“鱼……鱼……鱼！”没牙咝咝

叫着，扇动翅膀悬停在小嗝嗝的面

前，“要……要……要吃鱼……马

上！ ”这是没牙从冬眠中醒来说的

第一句话。 它不但没牙，说话还结

巴。 这还都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

的是它懒，不肯下海捉鱼，非要哄

着给它讲谜语笑话才行（如“什么

东西全身又黑又白又红”， 答案是

“一只被太阳烤红了的企鹅”），而

且当主人冒着有去无回的危险，去

挑战大海龙“绿撒旦”时，它却临阵

逃跑，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龙

都是自……自……自私的，龙是没

心没肝， 没……没……没有怜悯

的，所以我……我……我们才能生

……生……生存下来。 ”

就是这样一头饱受讥笑的没

牙龙，小嗝嗝还是驯服了它。他的

秘诀之一是他懂龙语， 整个部落

里只有他一个人会说龙话。 他的

秘诀之二，是他真心爱没牙。其实

没牙不坏， 不像其他的龙那么残

忍又卑鄙， 最后当小嗝嗝被大海

龙吞进大嘴巴， 悬在它的嗓子眼

里时， 没牙勇敢地飞进了它的左

鼻孔，让它痒得打了一个大喷嚏，

把小嗝嗝给喷了出来。 没牙为什

么会良心发现， 返回去救它的主

人呢？“也许是在它那颗绿色小心

脏的深处，它是那么喜欢小嗝嗝，

那么感激他， 因为他长久以来对

它精心照料，从来不对它吼，给它

讲很多谜语笑话， 喂它又大又鲜

的龙虾。 ”

当然， 故事的最后小嗝嗝还

是如愿以偿， 打败了曾经吞下整

个一支罗马军队的大海龙， 一个

最不可能成为英雄的男孩成了英

雄。 他不强壮，但绝顶聪明，他挑

拨离间， 让自己部落里的小龙去

丢羽毛炸弹，刺激大海龙，让它愤

怒，让它咳嗽，然后把它引到另外

一头大海龙面前， 让两头巨龙自

相残杀……

这是一本很难遇到的奇书 ，

不但故事荒诞， 连它的叙述方式

也十分荒诞，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小小”地颠覆了一下我们的传统

阅读习惯。故事讲着讲着，会突然

插进来一页有关龙的百科小常

识，如“普通花园龙和低级棕龙”

的介绍及统计资料 （统计资料十

分好玩， 里面罗列了多项指标和

分数），有时甚至还会插进来整个

一本书，比如《如何训练你的龙》，

幸亏这本书只有六页，扣除封面、

封底、环衬和作者介绍，正文只剩

下一页 ， 就是一句话 ：“对它大

吼！”十分搞笑，绝对的无厘头。差

点儿忘记说了， 这本书最最荒诞

的地方，还是它的插图，全部是作

者亲笔画的涂鸦， 虽然看上去脏

兮兮、乱七八糟，变形又夸张，好

笑得不行， 但百分之百地吻合这

个疯狂的故事。

它不是一本安静的书，故事里

的每个人都在吼， 他们对人吼，对

龙吼。 吼，吼，吼，就是你看完全书

后唯一回荡在你脑海中的声音。不

过，如果你能像书中的北欧海盗那

样大吼一声“死亡或者光荣”，绝对

会知道什么叫热血沸腾了。

男孩子， 偶尔热血一次又有

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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