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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掠影

书人茶话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
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英]西蒙 ·辛格 著

薛 密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这是关于一个困惑

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题的故事。作者讲述了

数学家怀尔斯经过数年

秘密辛苦的工作，终于

解决了挑战性的数学问

题的艰辛旅程。

《日记中的博尔赫斯：
1931-1989》
[阿根廷]阿道夫 · 比奥

伊 ·卡萨雷斯 著

郑菁菁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本书是阿根廷作

家、塞万提斯奖获得者

比奥伊 ·卡萨雷斯花费

多年心力撰写的博尔赫

斯传记，也为读者呈现

了当时世界文坛的种种

风云轶事。

《许倬云十日谈》
许倬云 讲授

冯俊文 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本书以对话的方式，

还原鲜活案例的时代背

景与历史源流，生动展现

许倬云的史学观念与人

文关怀。是许先生90年

人生思想之总结，亦可视

为他对这个时代的问题

和出路的总体性回应。

《审美教育书简》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冯 至 范大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是1793-1794

年间席勒写给丹麦奥古

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

席勒以美学为依托，思

考了人性完善和社会改

良的途径，照见其对人

类命运的深刻关怀。

《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
年》
[伊朗]霍马 ·卡图赞 著

王东辉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作者从波斯文明自

身的视角出发，将文学

与政治交织，文化与社

会相融，既展现了“新月”

上的杀伐纠葛，又流露

出“蔷薇”下的温婉柔情。

图像艺术：一种历史编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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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星

人类的图像艺术富含各种信息，它

是创造者与历史语境作用的产物。任

何艺术品都有物性，同时是一件人工制

品。通过对过去或现在正在进行的情

境化的、局部的解释，艺术史、考古学、

人类学以多种视角揭示着这个创造性

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艺术家将生活经验

与文化思想转译成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的图像，反过来，这类图像也在塑造着

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念。

一块残铁的变形记

一块“残铁”进入了北大教授郑岩

的视线，写就了《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

灭与重生》（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1月版）。

这块残铁叫作“铁袈裟”，属于山东

长清灵岩寺。它屹立在山林泉边，历经

风霜却没有浮锈，触感柔润洁净，与周

围稍纵即逝的春花秋月形成鲜明对

比。无数骚人墨客为它留下诗篇华章，

传说它“自地涌出”“我佛慈悲铁作衣”，

事实到底如何呢？

郑岩从铁袈裟的物质特征入手，推

考铁袈裟上的“天然水田纹”其实是合

范铸造的披缝，采用的是掰砂法，它的

铸造当在初唐和盛唐之间。确定了年

代范围之后，继续推考其更加完整的形

象，重构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实。武周造

佛，武宗灭佛。灵岩寺担当护法职责的

铁铸金刚力士，就是在这场劫难中威力

尽失，粉身碎骨，此地空余铁袈裟。郑

岩继而引述各类传说，譬如六祖慧能得

法的故事，阐析南宗禅关于袈裟的观

念，袈裟不仅是法衣，更是秘传的证据。

在丰富翔实的典籍材料和考古出

土文物对比的基础上，郑岩揭示了金刚

力士像残铁神圣化的深层文化依据。这

个艺术品的物性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

铁器，千锤百炼，浴火重生，与佛教推崇

的舍利崇拜十分相似，这种联想进一步

强化了人们对这块残铁的信仰，无论它

被看作一尊造像的局部，还是一位圣者

的衣服。岁月既深，风雨摧残，它以一种

沉默屹立的姿态，转化为时间的象征物，

让诗人们感受到“今来古往自兴亡”。

一袭铁袈裟，它的制作、毁灭与想

象，勾连历史大事件与观念的塑造史。

在该书的外编部分，郑岩补充了四个样

例，分析阿房宫图、龙缸和乌盆、六舟的锦

灰堆，还有当代艺术家徐冰搜集“9?11”

事件粉尘而制作成的装置艺术“何处惹

尘埃”，这些样例与铁袈裟形成了印证，

从有形走向无形，从古代走到现代，物

质材料、造型手法、视觉语言，结合相关

语境所构建的艺术形式，合力促使虚无

缥缈的概念具体化地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形象。

“碎片是破碎的结果，而破碎是事

件。”郑岩说道，“挽救、担当、边界、隐

瞒、推诿、拼对、修复、丢弃、掩埋、惊

愕、窃喜、哀悼、追忆、忘记等也都是事

件……”于是，一块静态的残铁，成了蕴

含无数动态事件的巨大容器。

原住民高雅艺术的创造

成为容器的还有绘画。平图琵人

是澳大利亚边远地区那些尚未与外界

接触的最后的土著人之一。在1950-

1960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平图

琵巡逻”迁移计划而走出丛林。1971

年，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将仪式和身体装

饰中的传统图案和洞穴绘画转化成一

种全新的、部分商业化的形式，即“平面

上的丙烯画”，出售给白人以换取钱财。

纽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民族

志研究学会会长弗雷德 · R.迈尔斯的著

作《绘画文化：原住民高雅艺术的创造》

（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版），是一项艺

术、人类学和物质文化交叉领域的学术

成就。该书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原住民

的造物观念与西方白人艺术观念的差

异与融合。

平图琵人之所以绘画，初衷并非审

美需要，而是一种生活记录。这些绘画的

主题是他们的梦境，这些梦境立足于一个

人对命名之地的认同、对故土的认同。

他们的绘画是以祖先神话为基础为其他

人举行的客观仪式表演，将这些知识和

图像展示给白人。画家们起初所期待的

是某种关系的存在，他们通过展示、给予

和收到重要物品来完成自己的角色。

平图琵画家强调，绘画价值在于它

们的“真实性”（它们的梦境起源）而不

是它们的美。无论画得糟糕还是画得

漂亮，这些绘画的价值都来自梦境，所

以，所有的绘画都应得到相似的价格，

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

梦境”。

从文字叙述和搭配的图片，我们可

以了解到，平图琵人绘画中的重要图形

就是圆和线。这种圆-线图形和错综复

杂的图案构成既是比喻，也带有象征

性。它们以数不尽的组合方式，分别代

表劳作、休息、步行、交媾、就餐、睡眠等

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从祖先处、从

梦境里获得的聆讯和教导。绘画的主

题都是与土地及梦境人物的特定旅程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数绘画技法都运

用了那些创世时期的图案来表现地貌，

从而建立起与神话故事的联系。这些

绘画表现了原住民的宗教生活以及绘

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知识。

许多买画的人一开始可能对这些

画作中所蕴含的意义兴趣不大。随后，

平图琵画家发现了那些用于出售的绘

画中迎合买家审美偏好的部分，“作为

实践生产的绘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

所改变，设想或主张它们的流通能够以

经济交换的方式实现价值转换。原住

民的绘画文化逐渐脱离了人类学框架，

进入高雅艺术范畴，进入西方观看者和

赞助人的视野，并挑战了我们所熟悉的

文化产品形成方式：钱是付给梦境的，

而不是已完成的作品。

对于双方，这都是一种重构，一种

试图重新定义原住民图像制作之意义

的活动。这些绘画进入了一个全球性

的交易体系，意味着这些物件和创造了

它们的社群之间的关联的变化。

艺术就是这样塑造了法国

视线再转向法国。凯瑟琳 ·德 ·美

第奇对细腰的推崇，催生欧洲风靡数百

年的束腰风尚。

在《因为艺术，所以法国：从法兰

西的诞生到拿破仑时代》（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2022年1月版）里，翁昕讲述了

这则轶事。那些名画中的女子，身体常

常被束缚成沙漏状，胸部从衣服上部高

高挤出来，这正是巴洛克时期复杂多

变、充满夸张戏剧效果的艺术风格。绘

画体现了时代风尚，艺术就是很好的记

忆贮存器。

在荣耀和影响力方面，法国艺术确

实是风向标。品位的养成，经历了时间

的浸润。我们常常认为，法国艺术代表

了精致而低调的优雅、对于美的信仰和

对于庸俗的拒绝。这是种单一的影响，

翁昕的这部作品呈现了更加立体、多重

的方面。

该书谈及很多艺术家。普桑、布

歇、安格尔、大卫、德拉克洛瓦等引领潮

流的大人物纷纷登场，他们实践着自己

的艺术理想，个人命运与法兰西国运沉

浮与共。比如，雅克-路易 ·大卫的艺术

生涯深深嵌入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

程，《马拉之死》《拿破仑翻越大圣伯纳

山口》《拿破仑加冕》等画作担当了历史

影像的功能，并影响着后世对法国历史

的理解。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该书

还谈到了许多被遗忘的、现在不太为人

所知、但在当时来说也有一定重要性的

艺术家。

克劳德 ·洛兰、夏尔 ·勒布伦、让 ·巴

蒂斯特 ·格勒兹、亚历山大-弗朗索瓦 ·德

波特……现在的艺术史很少会谈及他

们了，可是，在当年，他们也是家喻户晓

的。洛兰的画作轻快、悦目，观众觉得

养眼；格勒兹的画作渗透了宗教道德的

教化，是当时的“国民画家”。这些画家

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

审美取向，他们画作的主题大多是社会

风貌的描摹，而他们声誉的跌落与被人

遗忘的现象，则是时尚退潮与生活变迁

的结果。

对于法国来说，历史与艺术仿佛就

是一对双生子。法国人固然把感官愉

悦、理性法则、细腻性、神秘感与皇室贵

族的奢华气象，灌注在他们的艺术里，

但他们也会有平民口味的、市井气息

的、灵巧慧黠的世俗图像，有些画作气

魄雄伟，有些画作浮华轻浅，有些画家

青史留名，有些画家如过眼云烟……所

有的这些，都是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我们正在进入视觉文化时代，图像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日趋成为重要的共

用认知和交流工具。这三部作品，分别

从三个角度揭示了图像文化在塑造国

家、族群历史和不同人群的交流中所起

的作用，在阅读它们的基础上，我们也

得以扩展我们的视域和思维，更好地理

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由来。

朱文颖的小说属于极难把握的一

类。通常就是这样，好的小说家中有一类

是透明并有整体性的，结构与戏剧性的元

素就像鱼骨一样显在；而另一类便是像朱

文颖这样，难于说出她的那种好，跳脱，破

碎，如夕光的碎金在水面闪耀。像大多数

女性作家一样，她小说的心理性总是大于

故事性，主观的叙述总多于客观的描写；

同时她又比一般的女作家更偏“瘦”，像苏

州的园林，小巧而多机关，有捉摸不透的

曲折与幽深。

悲伤

关于生命的感伤、世事的无常、命运

的轮转，我们的先人早已有无数精妙的描

写，那些感人的诗意早已成为影响和塑造

一个中国人灵魂的迷药。而这样一个传

统，一个美学，从地理上说又格外典型地

汇集在“文学中的南方”——烟雨如梦的

江南中国。因此，朱文颖对于“南方”意象

的再现，对她的镜像与神韵的执意追寻，

在我看来便不是偶尔为之的随意点染，而

是源自内心自觉的一种文化追寻，一种有

关本土传统、有关家族历史和个人生命记

忆的再造，一场关于“南方想象”的文化精

神与血脉传承的寻梦之旅。

由此我们再来谈谈“莉莉姨妈”这个

人物。有私密的世界，有令人捉摸不透的

内心，有细小的挣扎和深藏不露的欢愉，

有古老和再度重复的命运，这是一个清秀

有加但又俗到了骨头里的女人。朱文颖

用她来承载自己对于当代历史、对于苏州

或“南方”这一“文化样态”的当代演变与

命运的思考与凭吊，赋予她的“细小”以一

种独有的美学意义。宏大的历史注定与

她娇小的命运、天然的“细小南方”之间发

生着与生俱来的错位。最先她是爱上了

资本家出身的潘菊民，后来则是不得不嫁

给了来自北方且有着革命履历的吴光荣，

他们在分分合合中度过了大半生，历经了

三次离婚两次复婚的悲喜剧，到60多岁

时，这位莉莉姨妈还在幻想着与一直鳏居

的常德发的爱情，怀着试图开双眼皮的梦

想，用时髦的穿戴维持着她的光鲜与姿

容。在一片柔和的夕阳中，她一边抱怨着

世事的无常与变迁，一边又对生活充满过

度的痴心与狂热。

很明显，朱文颖赋予了这位老年苏州

女人以一种真实而荒诞的含义：一生的阴

差阳错和命运颠簸并没有使她大彻大悟，

而是仍沉迷于从未青睐于她的日常生活，

这无论是从哲学还是历史上说，都是荒谬

和悲哀的；但是也许这就是朱文颖要书写

的“南方”，以及它柔婉实际顽强自在的

“细小”。悲剧和喜剧就是这样永远互为

表里地延续着，纠结着。倒是作为她生命

镜像与延续的“我”，在应该真正拥有生活

的时候，陷入了几无救药的忧郁症，对于

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历史和现实在这里

发生着断裂中的扭结、延续中的没落。假

如说莉莉姨妈身上更多地是承载着“历史

本身的欢愉”的话，那么“我”则无疑是暗

示了“历史审视者的悲哀与颓废”。这是

小说中悲剧格调的另一个来源。

漫长

这是由碎片连缀起来的漫长的一生：

那些碎金般的影像、记忆、场景，还有闪回

的梦境般的光阴，让我看到了一部细小的

属于私人的当代史。这是朱文颖在这部

小说中希望构造的一个主旨，也是小说的

结构本身。“历史感”即是由此而生的。假

如说“悲伤”构成了《莉莉姨妈》的美感格

调的话，那么“漫长”则展开了它的历史空

间和命题。无疑，这部小说中暗含了朱文

颖书写历史的抱负。这矫正了我们通常

的一个看法，即南方作家不太热衷和擅长

历史的描写。朱文颖在这里强烈地表达

了她试图对于“南方记忆”的特殊历史形

式的创造冲动，这种抱负的确获得了实

现。某种意义上，如果说《长恨歌》式的作

品构造了“现代史中的上海”的话，那么

《莉莉姨妈》则构造了“当代史中的苏州”。

《莉莉姨妈》中历史叙述的“策略”是

值得注意的，它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场

景”与“宏大历史”之间迎面相遇又迅速躲

开的交错方式，这是人物的态度，也是小

说叙事的态度。历史因为碎片式和“微观

化”而显得更加漫长，个人记忆的恍惚旧

梦，使它“四两拨千斤”式地虚构出当代历

史的曲折，以及它戏剧性的翻覆与跌宕。

漫长的感觉也通过“重复”来实现：小

说中“我”与莉莉姨妈的互为镜像，增加了

小说中历史的长度——“我会突然好奇于

自己与莉莉姨妈的亲密关系。那种天然

的亲近感，相视一笑，那些琐琐屑屑的女

人的虚荣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里

面仿佛存在一种阴谋。”作为“苏州女人”

的一个样本，莉莉姨妈的历史在“我”身上

继续延伸着，无论她们的遭际看上去有多

么不同，骨子里的东西仍然是一样的。这

个家族谱系所昭示的历史逻辑，细想正是

那“南方”文化中柔软的生命力，它的世俗

而强大的存在与延续的意志。

细小

如果说“漫长”展现的是南方历史的

长度的话，那么这个“细小”，无疑就是南

方文化特有的“空间属性”了。

南方的地理，苏州——上海——杭

州，这大约是朱文颖小说的空间直径，这

当然很不“小”，但从文化的意义和属性

上，他们却足够“细小”，这个细小是精细

精致，是妩媚柔软，是小心翼翼，是以柔克

刚……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存在于南方富

足乃至腐朽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中国

文化的根基之一，自六朝以来，我们的先

人已无数次地描绘到它的这种美丽颓败

的神姿风韵，朱文颖只是再次赋予了它以

具体和生动可感的鲜活形式，表明了在这

里所暗含的现代中国历史内部的张力的

最大值——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南方”那

抽象而又具体、柔软而又强大、散漫而又

坚韧、屈从而又依然故我的文化躯体永远

存在，安然无恙。如果要把《莉莉姨妈》这

部小说的文化意义诠释到最大，我想这应

该是一个标记和边界了。

“南方的细小”有无数的方式，小说的

生动也体现在这方面，它闪转破碎的故事

线索虽然让人疲累，但时时旁枝斜出的叙

述却也让人喜悦，那些在运河上夜航船中

穿行的景象、在运河岸边随处可遇的书

场、在郊外乡下老家的悠闲时光……总能

把这“细小”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于朱文颖的小说还应该有若干话

题，比如说意象、瘦、破碎，比如叙述的内

心化，还有才情、语言，乃至叙述的语气与

节奏的魅力，等等。值得夸赞的还有很

多，可以挑剔的自然也有不少，比如那故

事的丰满度、人物面孔的清晰度，还有故

事本身的戏剧性与形式感的凸显度，等

等，都可以讨论。但这些也许都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大

节——她的文化意识越来越坚定和清晰

了，这是最令人赞佩和喜悦的。对于一个

文化的发现和完成它的叙述，应该是一个

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这

一点。在将来，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当

人们意识到因为朱文颖的故事，使得人们

关于苏州、关于江南有了一个可人的、非

它莫属的、血肉交融的、形神兼备的、活的

传奇的话，那么就是她最大的造化了，因

为那就意味着她不但写出了活在故事里

的南方，也同时确立了她自己。

人生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失而复

得。然而，不是所有的东西丢失后还能

找回来，有些可能被遗弃在失物之地，

最终被失地魔吞噬。在《哈利波特》的

作者J.K.罗琳的新书《平安小猪》的故

事里，我们读到了失去的痛苦，也读到

了拯救的希望和勇气。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杰克的小男

孩，原本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因为

父母离异，被迫跟着妈妈搬家，换到了

一所新的学校，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叫

霍莉 ·麦考利。巧的是，她也是一个单

亲家庭的孩子。更巧的是，她的爸爸跟

杰克的妈妈走到了一起，两家人重组为

一个新的家庭。这不是幸福的结局，而

是矛盾的开始。霍莉无法接受这个新

来的弟弟分享她父亲的爱，即便杰克小

心翼翼，也无法获得霍莉的认同。一场

冲突就像暴风雪，席卷而至。

圣诞节的晚上，这对姐弟俩在车内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霍莉把杰克最心爱

的毛绒玩偶小猪嘟嘟扔出了车外，不

见踪影。杰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大哭大闹。杰克决定自己去找回丢

失的小猪嘟嘟，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夜晚，他身边的事物纷纷苏醒，开

口说话。杰克于是得知丢失的东西都

在失物之地，而只有自己迷路，才能去

往失物之地，并从失地魔手中救回心爱

的嘟嘟。于是小男孩杰克在平安小猪

的陪同下，经历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奇幻

之旅。这是一个讲述爱与希望的经典

故事，也是一个男孩的心灵成长之旅。

神话学家约瑟夫 ·坎贝尔在《千面

英雄》一书里，提炼了一个故事模型，即

“分离——传授奥秘——归来”。迪斯

尼公司的剧本指导克里斯多佛 ·沃格勒

以荣格“原型”心理学理论和坎贝尔的

神话学研究为依托，从大量的美国影片

中，提炼出“英雄的历程”这一核心故事

模型，并抽象出八种原型意义上的人物

形象——英雄、导师、守门人、盟友、变

形者、信使、小丑和阴影。作为讲故事

高手的J.K.罗琳，显然深谙这一点，在

她的这本《平安小猪》里，无论是人物形

象的设计，还是故事情节的推动，无一

不暗合沃格勒的理论。

“英雄”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着

的人，“决定勇往直前，因为他们抱着一

种信念”。圣诞之夜起身前往失物之地

的小男孩杰克，正是抱持着要把小猪嘟

嘟找回来的坚定信念，才开启了这趟奇

幻冒险之旅。

“导师”是英雄心灵的守护者，是暗

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在书中，新买的平安小猪正是扮演着这

样的角色，带着杰克在陌生的危机四伏

的失物之地一路前行。

“守门人”是在旅程中遇到的第一

个障碍，它也是人们决定改变现状时内

心的犹豫和迟疑。圣诞夜，杰克房间里

苏醒过来的小机器人、塑料小鲨鱼等，

纷纷劝阻小猪和杰克，希望他们再考虑

一下。冒险之初，这些“好心劝告”的守

门人，是“英雄”必须闯过的第一关。

“变形者”具有易变性，好坏不易确

定，让故事充满悬念。“阴影”是大反派，

是罪恶感，是人性中的毁灭力量，毫无

疑问正是失地魔了。

正如在沃格勒所言：“这些模型精

确地反映了人类心灵的图谱，是真实的

心理地图。即使这些人物看起来荒诞

不经或者有悖常理，他们依然是心理真

实的，并且能够有效地引发情感共鸣。”

这一类的故事，我们百看不厌，甚至引

发情感共鸣，那是因为——所有的故事

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千百种英雄其

实都是同一个英雄。罗琳用精彩的手

法，给我们带来了绝妙的故事，也为有

心人带来了故事真经。

《平安小猪》
[英]J.K.罗琳 著

王梦达 译

新星出版社出版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朱文颖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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