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格兰史》（6卷本）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赵国新 王 庆 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本书的时代背景设

定为两汉之际，在史料

基础上构建故事，让读

者与不同职业、不同阶

层的中国古人“共度”

十二个时辰，以文学性

手法呈现中国古人的日

常生活。

《古代中国十二时辰：
两汉之际》
庄奕杰 著

赵洪雅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7月出版

“英格兰史六部曲”

包含《帝国基业》《都铎王

朝》《叛乱年代》《革命世

纪》《君临天下》《革故鼎

新》共六卷。它以恢弘的

笔触书写出这个国家所

经历的历史进程。

《唐诗寒武纪》
王晓磊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作者打通时光隧道，

走进大唐的诗歌江湖，围

绕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

讲述了在诗歌高峰——

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

唐诗出现之前，诗坛怎样

冲出沉闷乏味，就像生命

在寒武纪爆发一样，气象

焕然一新。

《回忆苏珊·桑塔格》
[美]西格丽德·努涅斯 著

姚君伟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9月出版

这部回忆录真挚地

记录了作者与桑塔格共

同相处的日常，目睹了

她不自知的有趣、无法

独处的脆弱、黏人且话

痨、强势又双标，是我

们了解桑塔格真实性

格、魅力与生活的珍贵

记录。

www.whb.cn

2022年11月20日 星期日
策划/朱自奋 zzf@whb.cn

责任编辑/周怡倩 E-mail:zyq@whb.cn 读书

◆

◆文化寻踪

◆三味书屋

■ 禾 刀

■ 方怀银

■ 林 颐

新书掠影

书人茶话

《波斯锦与锁子甲：
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
韩 香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萨珊波斯与中国作

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大文

明策源地，有着源远流

长的关系。本书着重探

讨了萨珊波斯与中国的

互动关系，以及双方在

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存在

的转译与适应等问题。

欧洲的城市：现代性的一种叙事

大一统视角下的李世民

《天之子李世民:

唐王朝的奠基者》
[英]费子智 著

童 岭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历史中
找寻

“没有历史的人”

《威尼斯：海洋共和国》
[美]弗雷德里克 ·C.莱恩 著

谢汉卿 何爱民 苏才隽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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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书写，记述的常常只是

“帝王将相们的故事”，绝大部分不能入

史的小人物可说是“没有历史的人”。帝

王将相终究遥远，缺少了理解之同情，史

书阅读往往枯燥且无趣。

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曾断言中

国无史：“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

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

过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

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

及其相互之关系。”100多年过去了，梁

启超对近世史家的期望渐成现实。现代

历史学者开始下移目光，关注那些有血

有肉的小人物的经历，挖掘一段微观史，

讲述“没有历史的人”在历史中如何生

活。由此，一些历史的幽暗角落被重新

照亮，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2022年7月，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了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

她的时代》和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

他的世界》。

王钟儿生长于南朝刘宋的中下层官

僚家庭，出嫁没几年，因为一场边境战

争，30岁之际被掳掠北上，被送到北魏

首都平城宫中做宫女。此后她“历奉五

朝，崇重三帝”，活了整整86岁，完整地

见证了那个时代。喜是湖北省云梦县睡

虎地11号秦墓的主人。他生在秦始皇

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始皇帝

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比秦始皇

早死七年，终年46岁。他们能够被今天

的我们所了解，除了得益于考古发掘，还

依赖于两位历史学者的历史自觉与书写

视角的切换。王钟儿和喜相距遥远时

空，却如此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在权力

世界里，他们所能拥有的选择很少，真正

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本身。经由他们，我

们更能体会历史的残酷。两位作者把零

星的材料串连起来，尽可能讲述主人公

的一生，站在他们的生活里，去呈现那个

时代的风貌，比如通过喜的从军、为吏等

经历，解读了秦制的精细度与控制力。

因此，细读完两书，与其说了解了两个卑

微个体生命的面相，不如说知晓了他们

时代的权力运行真相。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两

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钟儿和喜

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柴米油盐、他们的

人际往来，读来还是感觉少了“烟火

气”。在目前的历史叙事中，想把那些被

正史排除在外的普通人从被遗忘的境地

拯救出来，是异常困难的，但又是值得

的。鲁西奇认为：历史学者的使命之一，

就在于“在历史中发现人”，唯有如此，才

能证明我们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并给

自己的生存赋予意义。罗新在书中也表

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

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

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不真

切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对普通人的遮

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

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

等体制决定的。正是因此，我们对那些

虽为正史所排斥，却凭借墓志而幸存至

今的北魏宫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视。”

鲁西奇有一本书叫《谁的历史》，这

书名特别好。当你在说历史的时候，你

在说谁的历史？千千万万生活在历史中

的人，最终却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一丝痕

迹，这是时代之悲，是历史之痛。

大历史，小人物。漫长的余生，指向

王钟儿的晚年，也指向我们在历史中找

寻“没有历史的人”的漫长时光。

本雅明说过，现代大都市是对现代

性魔幻般的彰显和神话的再生，城市是

个让人无法一语道明的地方，城市有时

显现诱惑力，有时具有威胁性。

如何解释现代性与城市？让我们

以本雅明的话作为现代城市分析的开

场白，然后借助以下三本书进入欧洲城

市的历史时空。城市创造了现代性，同

时也被现代性创造着。

威尼斯:打造前现代
世界的历史

经济和贸易在城市发展中占据主

导地位，相较于社会文化的可塑性及灵

活性，经济被赋予了更为固着的内涵。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比起宜居之所，更

像是谋生之地，而威尼斯在这两方面都

很出色。《威尼斯：海洋共和国》（民主与

建设出版社2022年5月版）以海洋事务

为中心，讲述9-18世纪的威尼斯共和

国，展现威尼斯在航海、贸易、政治、社

会结构与文化艺术方面的变迁与影响。

弗雷德里克 ·C.莱恩指出，威尼斯本

质上是一个城邦，或者说一个城市国

家，它的人口规模与其卓尔不群的、有

创造性的社会实体相适应。作为城邦，

它在中世纪时期拥有的强大海权延伸

到各处，将这个松散的帝国联系在一

起。它还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和

政治结构，形成了高效、独特的经济制

度。直到国家中央集权的现代，它仍顽

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尽管这

部分权力在缩小，但足以维持其社会组

织的特殊形式，亦足以为其戴上城市规

划方面的桂冠。

毋庸置疑，经济利益是首要目标。

威尼斯凭借其地中海的战略位置，抓住

了大发战争财的机会。军械库的生产

非常高效，组织体系很有条理，威尼斯

的商船可以投入战斗，战船则准备了充

足的空间方便装载货物。这种设计思

路表现了威尼斯人的高度实用主义态

度，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威尼斯更能快

速组织起集体且规模较大的力量，实现

财富的流动与转化。威尼斯人尊重法

律和契约，遵循商人的逐利本能，威尼

斯擅长“变脸”的戏法，哪怕是最大的敌

人——热那亚人，也可以暂时低头合

作，携手扩张贸易版图。

威尼斯人懂得如何有效配置资源

与建立联盟。从12世纪开始，威尼斯的

商贸活动发生了质的改变，香料、丝绸、

手工艺品、奴隶买卖等繁荣昌盛，成为

城邦经济的支柱。威尼斯具有多元化

的世界城市的气质，犹太人在威尼斯商

界大展宏图，获得了比在欧洲其它城市

更多的宽容，但是，威尼斯也会毫不留

情地驱赶犹太人，侵吞他们的财产，逼

迫犹太人佩戴特殊的标志。在臭名昭

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这种彻头彻

尾的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点，威尼斯人

的作为断送掉了这项伟业。

威尼斯共和国属于前现代城邦国

家，但它的历史进程已经酝酿了资本主

义打造现代世界的强烈特征，晚期威尼

斯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仅

仅是接力棒的移交，巴黎、伦敦、纽约很

快就成为了舞台的主角。

巴黎、伦敦、纽约:人
口想象与文学呈现

鬼故事、侦探小说、犯罪书写、灾难

题材、末日科幻、都市传说……这些文

学创作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9世纪的欧洲与美洲迎来了人口

爆炸的时代，更多的人蜂拥而来，聚居

在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大都市里，难以

解决的环境与卫生状况、疾病流行、失

业严重和犯罪猖獗等社会问题层出不

穷。所以，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以上文学

创作在这个时期空前繁荣的原因呢？

它们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深层心理，城市

被视作神秘怪异事件的发生地，对人类

生存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人们又将城

市视作地位提升和欲望溢满之地，令人

激动、充满活力，寻求打破各种禁锢，实

现个性解放。

都柏林文学教授尼古拉斯 ·戴利把

这种人口方面非同寻常的变化所产生

的文化反应定义为人口想象。《人口想

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

（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版）一书选取的

文本富有都市生活的象征性：1、《庞贝

城的末日》的火山灾难叙事，隐藏着对

“死亡之城”的浪漫迷恋，呈现近代科学

关于地球性质和年龄的启蒙辩论，还影

射了法国大革命的火焰和工业化带来

的深远影响。火山叙事作为商品体验，

跨越了通俗表演、歌剧、诗歌、散文、小

说和戏剧的类型界限，以“多模态”形式

呈现，供观众和读者消费；2、《伦敦和巴

黎的秘密》揭示了都市是危险阶层家园

的看法，街道是城市下层人群特别是女

性沉沦的主要场所；3、《监视者》讲述的

是一种幽灵盯梢的方式，公交车和铁路

带来的人的流动，往往是类似故事引起

错位感和不安感的肇因；4、纽约的都市

传说表现了强烈的商品消费社会的焦

虑、狂躁和强迫症，对交通安全、婴儿看

护、婚姻出轨、食品卫生、时尚虚荣等等

的担忧。这些文本所表现的场景、意象

和比喻，呈现了19世纪城市景观的叙述

语境。

读这部作品就好像轮番观看一幕

幕上映的戏剧，无论哪一个剧本，你都

会发现由不同故事构建的场所，它们有

时并列，有时彼此相互混合。随着人口

迅速增长及其对信息资讯的渴求，另一

种反映城市喧哗和孤独的方法应运而

生，那就是报纸以及广告的流行，它们

成为不易辨识的城市生活的指南。作

者强调了印刷品和无孔不入的视觉文

化对于城市居民“感知的分配”，报童的

工作模式具有现代职业的符号特征，在

人口想象的叙述中，大众的人为力量不

断发挥着作用。

作者把很多篇幅留给了城市居民的

另一个群体——动物。猫、狗成为人的

宠物，水族馆和动物园、马戏团人气很

高，对于羽毛、鲸骨和毛皮的时尚需求让

大量动物在短时间内面临灭绝，工业化

大规模养殖让食用畜禽遭受苦难……这

些描述说明了人类的群居方式是如何以

前所未有的、有时是灾难的方式影响着

其他物种，环保意识、消费者权利意识

和全球意识在此时萌芽，并将在20世纪

中叶促使生态观成为共识。

世纪末的维也纳:光
与影同行

旧世界的荣光悄然隐退，气息缭绕

暗香犹存，现代的入口已经敞开，而且，

人们很快发现，另一端不只是光亮，还

有与光同行的暗影。

卡尔 ·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

（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版）一书中

说道：“他们被称作维也纳‘学派’——

在心理学、艺术史和音乐上尤其如

此。”该书的时间点落在20世纪90年

代。19世纪的历史观曾以“理性人”为

中心，理性人凭借科学驾驭自然，凭借

道德约束自我，被期待创造出美好社

会。这些杰出的智识创新者开拓了新

的局面，他们刻意地斩断了与这种历史

观的维系，“理性人”让位于内涵更丰

富、更加危险和更加善变的“心理之

人”。这个新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更

是具有感觉与本能的生物。

作者阐述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成就：

施尼茨勒从道德-科学传统着手，先触

及心灵，后触及政治，描绘了世纪末的

维也纳正趋解体的道德审美。霍夫曼

斯塔尔把美看作逃离日常世界、通向非

理性的模糊世界的手段。西特和瓦格

纳锤炼了城市生活和形态的思想，他们

主持的环城大道建设被视作一个社会

阶层价值观的视觉表达。舍内雷尔等

三人被称作“一曲奥地利三重奏”，他们

珍视高雅文化作为地位的标志，用浪漫

的审美文化来替代等级意识。古斯塔

夫 ·克里姆特用绘画表现了自由主义自

我的危机。勋伯格围绕着“失败的自

我”发展了音乐，他在抒情诗的框架里

踏出了自己的脚步，走进情感的新世

界，然后转向戏剧，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还有那位以激越惊奇的方式刺探

人心的弗洛依德。作者说精神分析的

发现是卓越、孤独和痛苦的，弗洛伊德

为自由主义同行们提供了一种有关人

类与社会的非历史理论，该理论让一个

脱离轨道、无法驾驭的政治世界变得可

以忍受。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我

们能理解这部作品为什么要落足在“心

理之人”的基础上。城市就像是梦，因

为两者都隐藏着秘密的欲望和恐惧，都

根据潜在的规则来建构自身，城市和梦

从来都不只是理智或机缘的产物，因为

它们都体现了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成

分。城市既是对文明的严峻考验，是普

罗米修斯式的创造与反抗精神的象征，

又是难以驾驭的、个体容易迷失的地

方，城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类

心理深处各种欲望的驱动，同时也是对

这种驱动的制约。城市令人痴迷，充满

幻想、流动和机遇，而这种梦想随时可

能破碎。

经由城市历史所揭示的现代性，容

纳在这些城市的书写里。从中世纪的威

尼斯到19世纪的伦敦、巴黎、纽约，再到

站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不同的侧重点

本身只是对城市复杂性某一个方面的强

调。本雅明说，现代人一旦背叛了他们

（内心最深层）的梦，就注定要行走在一

场灰色的、孤独的梦幻世界里，仿佛在睡

梦中一样。问题是，现代人类经历了太

多的异化，要怎样叫醒装睡的人们？

《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
市：巴黎、伦敦、纽约》
[爱尔兰]尼古拉斯 ·戴利 著

汪精玲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世纪末的维也纳》
[美]卡尔 ·休斯克 著

李 锋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费子智15岁那年开始对中国文化

产生浓厚的兴趣，16岁从《资治通鉴》

上读到李世民，立即被这位东方巨人的

功绩震惊，这也颠覆了他对当时正被

西方列强瓜分、积贫积弱的东方国家

的印象。

上世纪初，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垮

台后，急切盼望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却

迎来了虎视眈眈的列强，西方各种唱衰

中国论调层出不穷。“一些著作也充满

了偏见与歧视，作者们对他们书写题材

的蔑视几乎不加掩饰。他们倾向于把

清政府自身的腐朽与愚昧全都归咎于

全体中国人民，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全

无希望的种族。”

1923年，费子智来到中国，边工作

边学习，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年轻人正胸

怀大志，准备以一己之力颠覆西方人当

时对中国人那满满的负面印象。九年

后，后来名声大噪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

才踏上中国国土。几年间费子智“踏遍

了上海、天津、北京、唐山、武汉、湖南、

山西、河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为

了解李世民叱诧风云的戎马生涯，他甚

至“前往中国西北诸省实地考察，他重

点考察了太原、西安、潼关、洛阳、泗水

等地，收集到有关当地地形的大量资

料”。1933年，费子智出版了《天之子李

世民》，这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李

世民个人传记的著作。

“第一”并不代表这部书的真正意

义。费子智熟读《资治通鉴》，还充分结

合自己的现场“踏勘”经历，书中不少地

方配上了战场地形地貌示意图，一千多

年前的战争恍若眼前。强烈的问题意

识也是费子智写作本书的一大特点。

序章中，他就提出了自己写作本书的动

机，即“中国（唐王朝）为什么能成功复

兴，而东罗马帝国为什么走向了失败？”

他甚至对唐朝人口进行了精确的推论。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虽然这是一部关于李世民的个人传记，

但费子智显然有明确的写作定位，这从

书后面附录的《唐王朝前后中国统一与

分裂时期一览表》可见一斑。历经300

年的大分裂，隋王朝的大一统尝试虽然

以失败告终，但这也孕育了新的大一统

的萌芽。当然，这并不表明李渊包括李

世民在太原起事时就有如此雄心抱

负。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唐军力量并不

具备明显优势，许多时候他们处于较为

明显的劣势。唐军除了要面对中原各

种势力外，还必须时时提防北方草原凶

猛快捷的骑兵。

费子智对李世民的钦佩融入了字

里行间，他认为“李世民本质上不是一

个政客。相比之下，费子智对李世民的

两兄弟李建成、李元吉极尽批判，认为

他们对唐朝建立毫无功业可言，李建成

取得的那点所谓的战场业绩微不足道，

实际上也得益于李世民。

费子智笔下的李世民更像是一个

无往不胜的“战神”，15岁起便驰骋沙

场，征战南北，开疆拓土，战功卓著，战

场上的李世民也占据本书的大半篇

幅。在费子智看来，战场上的李世民

“刚毅、机警、敏锐”，任人为贤，这也

是他能团结更多力量包括以前那些

对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比如隋炀帝

小舅子萧瑀后来成为李世民的股肱

之臣。在所有战役中，汜水之战作者

着墨甚多，书写也颇为精彩。这一仗

奠定了唐王朝未来基业，同时也是李

世民以少胜多，充分运用战术智慧的

又一杰作。

当然，费子智对李世民并非只有赞

誉，认为“对夏县民众的屠杀是史有记

载的李世民采取的少数恶行之一”。对

于玄武门之变，费子智虽然给出了李世

民众多不得不为的理由，但也不得不承

认玄武门之变虽然终使李世民登上了

皇位，但也为后人尤其李氏后人立下了

坏的典范。及至后来，李世民也深陷几

个儿子的争权夺位而痛苦不已。

费子智将李世民不知疲倦的骁勇

善战归结为他的鲜卑血统，为此他单列

一章特别分析了李世民的性格。不过，

费子智似乎没有留意到，血统论如果真

能成立，那么李世民的儿子李治理当继

其父“遗志”，但历史并没有按照这一逻

辑发展。这或许是阅读本书时读者需

要保留的一部分。

李世民统一中华的历史意义不容

置喙，但李世民的历史功绩并不止此。

对历史稍加了解的国内读者都知道，开

创了贞观盛世的李世民，武功了得，文

治也是非常出彩。不知是费子智当年

对这方面的史料涉猎过少，还是刻意突

出李世民的大一统形象，导致文治内容

过于薄弱，这显然不利于李世民形象的

丰满。

费子智除了塑造李世民大一统的

丰功伟绩，还将汜水之战与安东尼与屋

大维的阿克提姆海战进行比较，将生于

内陆的李世民和生于海边的拿破仑进

行比较，映衬李世民对海战的重视。显

而易见，这样比较更有助于西方读者认

识李世民，另一个潜台词则是对当时中

国被列强割据现实的暗讽。

——读《天之子李世民: 唐王朝的奠基者》

《喜》
鲁西奇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漫长的余生》
罗 新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