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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她）的身世经历关系
紧密，而一个杰出作家人与文的契合度似乎更
甚。许多时候，它们甚至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解
读。作家萧红和她的作品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以“悄吟”为笔名
萧红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杰出作家，在于她

实践着时代对作家的“立言”要求。她两次到北
京求学，思想上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
陶。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她有着强烈的
女性自觉和强劲的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内涵宽广，来源于一种对生
命平等的珍视之心。这里的平等，不仅有大时
代文学所表达的男女平等，而且有身为知识女
性与未曾受过教育的穷苦女性的平等。正是这
样的平民立场，使其文学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她的第一部小说《弃儿》写出穷苦女性的悲
苦处境，同时也写出一个抛却以往种种纠葛、已经
觉醒女性的刚毅和勇猛。萧红发表作品时用的
是笔名“悄吟”，但《弃儿》的力度有着一种义无反
顾的决绝，其中包含着一个作家对大时代的呼应。

《王阿嫂的死》写的是王阿嫂丈夫被张地主
逼疯烧死，而自己也被张地主踢打，以致在产后
死去，新生儿也未能活成，养女又成为孤儿的故
事。小说中，王阿嫂最大的抗争也只能是“哭”
与“死”，她哭已死的丈夫，哭自己已死的心。萧
红的平民视角显而易见，小说中对人性恶的揭
示是有力的，并且通过文学性的书写呈现出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中的反封
建主题，对于萧红而言，是从实践和体验中来的，而
不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中来。这使得萧红文学作品
的平民视角与女性觉醒交错在一起。她写的穷苦
人也是她自己，因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她的文字虽
以“悄吟”这个名字“代言”，却孔武有力。她是真如
鲁迅所言“将自己也烧进去”的作家。萧红在平民
与女性的身份和命运的双重关注中，将自己的文学
打上不独属于自我天地的时代烙印。

以鲁迅为精神偶像
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可以游离于他（她）的时

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沦
陷，萧红的出走与流离失所，除却她个人反封建、争
自由的因素外，她的命运还裹挟着一个更大的家国
背景，这就是1934年与萧军一起从哈尔滨到青岛
之后，萧红创作完成的《生死场》的心理起因。

《生死场》何以在家国破碎的年代里，如鲁
迅所言，给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原因在
于作品本身的品质与气度。

在那个家国破碎的时代，作为从东北逃亡
出来的作家，萧红没有停留于对个人遭遇的控
诉和对女性弱者形象的描摹，而是以一种勇猛、
怒吼式的文学，向世界发出一位作家的呐喊。

从文学创作的本质上来说，萧红是贴近鲁
迅的。这种“衣钵”传承，可以从她的文学实践
中看出。1940年1月，她在香港完成了两年前
就开始写作的《呼兰河传》。她在对儿时故乡的
回望之中，回归了与《生死场》中救亡主题同等
重要的启蒙主题。

《呼兰河传》也是散点化透视，没有结构主
线，没有中心故事，也没有主角人物，而是日常生
活场景的铺陈与百姓命运的延展跌宕。在这些

“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还有诸如跳大神、
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

“盛举”，特别是祖父与“我”共同拥有的后园，是
一个孩子的自由世界。这里有蜻蜓、蚂蚱、蝴蝶，
有樱桃树、玫瑰，有“蒿草当中开了的蓼花”。

但与这些景象在同一时空中的，还生活着
小团圆媳妇，还有冯歪嘴子一家。这两个章节
体现着萧红的文学启蒙思想。小团圆媳妇嫁到
老胡家才12岁，亲人的残酷与看客的冷漠，联
合“谋杀”了一个活泼的生命。和鲁迅一样，萧
红批判了这样的精神麻木。

在1941年的香港，萧红写下《呼兰河传》
《小城三月》《马伯乐》这些启蒙主题作品的同
时，仍写下不少关于救亡主题的篇章。这显现
出一位作家与时代和民族的密切关系。

萧红是寂寞的。她在精神上一直是一个
人，一直与她所在的知识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
便于她进行观察和审视。在最后的岁月，她一
边体味这寂寞，一边仍在拼命写作，她真正体味
到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滋味，这可能
也是她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
《红楼》给别人写了”的身先死的“不甘”，这可能
就是她死后想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的原因吧。

萧红去世时不足31岁。自1932年写诗开
始，到1942年1月，不足十年时间，她写下了百
多万字的作品，而且还是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
之中！这些作品，是她个人艰辛生活的见证，也
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对于国家、民族、人的精神的
一份思想的贡献。这思想，是她于生死场上跋
涉而来的。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萧红：
生死场上的跋涉者
■ 何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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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彩宝相花圆盒

二十四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密码

鲁迅的极简主义生活
■ 江舟

■ 吴辰

剔彩宝相花圆盒，明中期藏品，通高16厘米，口径27.8
厘米，足径2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盒圆形，红漆平盖。盖面中心雕盛开的莲花一朵，周
边环绕花卉。盖立壁与盒身均饰6个如意头形开光，内刻
宝相花，开光间以缠枝灵芝纹相隔。花纹间露黄色地，无
锦纹。此盒刻工娴熟，打磨圆润。

明清两代，是中国漆器工艺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在长
达五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漆器工艺呈现出了“千文万华，
纷然不可胜识”的景象（黄成所著《髹饰录》杨明序言），依其
制作技法之不同，大致可分为雕漆、填漆、光素漆、彩绘漆、
描金漆、戗金漆、雕填漆、镶嵌漆等多种。雕漆是泛指在器

物胎骨上层层积累一色漆或不同色漆到一个相当厚度，
然后用刀剔刻花纹的做法，它包括剔红、剔黄、剔绿、剔
黑、剔犀、复色雕漆、剔彩等。剔彩虽为雕漆，但技法

有所不同，它是遗留到目前所见雕漆中数量较多的品种。
此盒表面为红漆，从刀口断面可见红、黄、绿3种色漆

重叠使用3次，共为9层，工艺上与《髹饰录》中记载的“复
色雕漆”中所示特征基本相近：花纹间露黄漆地未刻锦纹；
髹饰方法如同剔犀，色漆间错有绿漆层；表面纹饰基本上
呈红色（仅细部枝叶分层截色而成，与表面“纯系一色”而

“不露异色”的特征略有出入）。
圆盒技法是用多种色漆分层涂于器物表面，雕刻时分

层取色，其花纹五色斑斓。此外，该盒为宝相花纹样，是我
国传统装饰纹样之一，又称“宝仙花”“宝花花”。一般以某
种花卉（如牡丹、莲花）为主体，中间镶嵌形状不同、大小粗细
有别于其他花叶，尤其在花芯和花瓣基部，用圆珠作规则排
列，似闪闪发光的宝珠，富丽华美，故名宝相花。盛行于隋唐
时期，元明清时期的器物上亦多以之为装饰题材。（杨道 辑）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先生
一生勤于笔耕，著述丰富，给我们留下丰厚的
精神文化遗产。但是其个人的物质生活，却
是十分简单、清贫和节俭的，用当下一句流行
的话来说，他一生过得都是一种极简主义的
生活。

鲁迅先生的学生孙伏园和鲁迅先生交往
甚笃，曾经共同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据孙
伏园回忆，鲁迅先生的日常居家生活非常简
单，衣、食、住几乎和学生时代一样。鲁迅先
生先后在政府任职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
一般人喜欢和沉迷的无聊娱乐，他没有丝毫
兴趣。教育部的同事都把鲁迅先生当作怪

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
大家都尊敬他。鲁迅先生平常只穿旧布衣，
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
就是在北平的冬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
样的单裤。

鲁迅先生平时冬天穿的裤子还是几十年
前留学时代的，不知补过多少回。鲁迅的母
亲实在看不过去了，重新做了一条棉裤，等鲁
迅先生上班出去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
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鲁迅回家后发现新
棉裤，就把新棉裤还回母亲手中。没办法，鲁
迅母亲只有让孙伏园出面，劝鲁迅先生换条
新裤子。

孙伏园硬着头皮去找老师，鲁迅先生是
这样回答孙伏园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
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我不仅不穿棉裤，你
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
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
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
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鲁迅
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
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离开，他只要把铺
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
客。他虽然生活在家庭中，但过的生活却完
全是一个独身者。

其实，鲁迅先生的收入并不低。鲁迅先

生先后做过政府公务员、大学教授、自由作
家，据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帮他算过一笔账，
鲁迅加起来的收入平均每月约合现在人民币
4万元左右，放到现在，也是高级白领的收
入。但是鲁迅先生的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
买书籍和资助学生、友人和贫困者，留给他自
己的，却是两袖清风。

“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
了。”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鲁迅先生的一
生。他生活简单，只追求事业和理想，一生
都在积极地呐喊和奋斗。生活简单，精神富
足，这也是鲁迅先生真性情的外在流露和表
现吧。

永不停止的“二十四史”

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不可不读“二十四史”，而完整阅读一
遍“二十四史”又谈何容易。“二十四史”具
体有多少字数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但据
估算，至少也有四千七百多万字。如果说
这个数字还是太过抽象，可以设想一个人
能够做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万字，那么
四千七百天后，他大概可以读完“二十四
史”，而四千七百天就是将近十三年。试
问，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三年，又有几个人
能够十三年如一日开足马力去攻读这套史
书，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将这十三年读到的
内容消化并为己所用呢？

“二十四史”由于年代不同、文风各异，
其中一些内容不经点拨是很难读懂的，更
何况其中还有一些由于避讳或错讹而产生
的问题，普通读者在阅读与接受上困难很
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多次组织过
对这套史书的校注，每一次校注都倾注了
一个时代史家大量的心血。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史观，而每个时代又不断有新的
史料被发掘，所以，对于“二十四史”的校注
其实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止的工程。

1994年，由文化部批准立项，这项宏大
的工程再一次启动了，2020年，《三国志》等
七史的出版宣告着这项工程的完成，蓦然回
首，已是二十七年光阴。在历史学界恐怕再
不会有第二个课题能够让三百多名著名学
者用二十七年时间去完成了，这套《今注本
二十四史》之所以能让整个中国历史学界为
之前仆后继，是因为在史的背后，凝聚着中
华民族五千年长盛不衰的精神密码。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二十四史”都是神圣的。中国人善于治史，从太史公司马迁发奋而著
《史记》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编撰前朝历史的传统，直到清朝乾隆四年《明史》正式定稿，历代史
家经历了进两千年的接力，终于成就了这一套浩浩荡荡的中华正史。从三皇五帝起始，自崇祯十
七年为止，“二十四史”可谓包罗万象，容纳古今。

通读“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雄浑厚重足以使一般读
书之人望而却步，而另有一些人却将通读

“二十四史”作为炫耀的资本，经常会有人宣
称自己年少时即通读了“二十四史”，甚至数
遍通读“二十四史”，考证其真实性其实并无
太大意义，但是将通读“二十四史”作为一种
谈资本身也并非一种对待历史的正确态
度。那么，有没有人曾经通读过“二十四史”
呢？自然是有的。由于“二十四史”成型于
乾隆年间，在此之前通读则无从谈起，而到
了晚清民国，学术之风大盛，的的确确出过
一批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大学问家。

史学家吕思勉为了编撰通史，曾经通读
过“二十四史”，据学生辈回忆，对于其中某
些史书，吕思勉竟然反复阅读达四遍之多。
正是由于吕思勉的这种钻研精神，在1920
年代，中国白话文学才刚刚诞生，他就能用
白话写出《中国通史》，领一时史学之潮头。
吕思勉一生著述超过500万字，而其对一些
重大问题自古而今的把握也与其通读“二十
四史”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社会史》
《中国制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演进
史》，一般人没有“二十四史”打底，是万万不
会像吕思勉那样下笔有神的。

原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张宗
祥以整理、校勘古书闻名，三十二岁时即点
读完毕“二十四史”，并深以此自得。及至遇
见刘子庚，见到其父亲所校的“四史”，数量
虽少，却精益求精，乃领悟自己原先自以为傲
的点读“二十四史”不过是走马观花，于是深
耕古籍，遂成一代大家。张宗祥博闻强识远
胜他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通过治史发
现自身不足，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张宗祥治史
而反诸己身，也许这正是治史的一种境界。

历史学家张舜徽也曾发愿通读“二十四
史”，于是他整整用了十年时间，“不畏艰难，
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
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
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虽然从
张舜徽的回忆里看来，知道当年是寻常，但是
十年如一日的耐心和信心试问又有几人能
及？

其实，通读“二十四史”对我们普通人来
说，实无此必要；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
子，心中要时刻装着“二十四史”，那些隐藏在
史书字里行间的民族精神也将经由我们而传
扬下去，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今注本二十四史》之前，“二十四史”
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通行版本，分别是清朝
乾隆皇帝钦定的“武英殿本”、民国时期张元
济主持编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以
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国家牵头、
史学名家顾颉刚总负责、中华书局出版的“点
校本”。

清朝到了乾隆皇帝年间，国力极一时之
盛，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而“二十四史”
的名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这一名录
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
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
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
《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
史》《金史》《元史》《明史》，乾隆皇帝认为只有
这些才称得上是“正史”，并规定“凡未经宸断
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
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也就是说，这些史书是
皇帝亲自定下的，其他史书是不能与其相提
并论的。虽然“武英殿本二十四史”集乾隆一
代学术之大成，但是碍于时代所限，其大部分
史书版本仍来自旧明遗留，其优者自然有之，

而其劣者却未能有所纠正，故而，这一版本的
“二十四史”虽然重要，却难称“善本”。

1930年，基于“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重
要价值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著名出版家张元
济亲自操刀，汇集当时中国史学名家广搜各个
版本的史书，重新勘定“二十四史”中每一史的
最优版本，并互为参照，并尽力补齐文中残缺
脱漏之处，以求其最善。由于此版“二十四史”
出自不同版本之间的互相缝补，恰如僧人所穿
打满补丁的“百衲衣”，故被称为“百衲本”。“百
衲本”虽然看似鹑衣百结，每一处补丁却都是
当时学人治学心血的体现，故而此版一出，便
代替了曾经通行的“武英殿本”。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
承，国务院决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重新审定和出版“二十四史”，这项被称为“新
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汇集了包括顾颉刚
在内的百余名著名学者，随着工作的开展，部
分学者还被征调进京，专门从事“二十四史”的
编校。前前后后历经二十年，这套被学界称为

“点校本”的“二十四史”终于问世了，并从此成
为“二十四史”的权威版本。

⬆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全241册)。
⬇百衲本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三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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