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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辈子，清醒是一生，浑噩也
是一生。大多数人忙忙碌碌地度过一
生，根本没心思区分自己是在维系生
存，还是在享受生活。就像梁晓声在
新散文集《人间清醒》中所说：“人生是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一半清醒，一半
释然。”对很多人来讲，人生最难是清
醒。

梁晓声云淡风轻地谈起往事，谈
自己的家事、亲朋好友之间的事、曾经
的爱情故事等等，虽然烟火气很足，却
又不带一丝过激的语气。梁晓声说他
曾经不止一次被请到大学去，要对大
学生谈“人生”，而他一再推脱，并且声
明：我的人生至今为止，实在是平淡得
很，平常得很，既无浪漫，也无苦难，更
无任何传奇色彩……（那些事）几乎是
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
个体的我，摆放在总体来看，真是丝毫
也不足为奇的。按理，梁晓声完全可
以拿出自己的事去做演讲换取报酬，
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事实在太过于平
常，还是要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态
度值得我们学习。

梁晓声对母亲和哥哥的爱与责任
感人至深。尽管家境贫寒，但母亲从
未放弃孩子们的学业，在那个温饱尚
不能满足的年代，仍竭尽全力满足孩
子们读书买书的愿望。当大人们劝说
母亲不要辛苦赚钱拿来给孩子买闲书
时，母亲却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
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

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
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
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
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
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如
此通情达理的母亲，在那个年代还真
是难能可贵。

梁晓声写儿子梁爽的时候，多了
一些幽默和自我检讨。他觉得自己是
个自私的父亲。刚得知妻子怀孕时，
他并不希望孩子出生，结果惹怒了妻
子，他不情不愿地成了父亲。当父亲
后，他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儿子身
上。直到看见儿子身上被蚊子咬了很
多包，他才觉得内疚，火速去买了蚊
帐。平日里，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
写作上。在当父亲这件事上，他的感
慨是，比起孩子，自己的文字作品，或
许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个父亲，更
重要的是将孩子教育好，这是对儿子
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责任。

有人问梁晓声：如何看待苦难？
梁晓声说：“我不记得自己经历过苦
难，如果有的话或许当年的贫穷那是
真穷啊，可是当时大家都很穷，所以也
不算苦难了。”看着梁晓声说的这些
话，我心里一阵阵感动，他曾说过小时
候上学被班主任老师训斥差点辍学的
经历，也说过大哥二十几岁就患了精
神疾病，没钱治病，看着大哥睡不着，
被迫吃安眠药的无奈。可当时光流
过，曾经的每一份经历都成了宝贵的

礼物，独一无二的体验，再回首，没有
苦难，全是千金不换的经历。而一段
一段的经历，缀成了现在丰富多彩的
人生。

梁晓声的清醒还在于反思自己的
人生，也给了年轻人一些实在的建
议。几位青年与他探讨人生时，有人
说要过积极的人生，人生不断地“增
容”，才算是与时俱进的。有人打比方
人生是智能手机的功能，功能越多越
好，功能少，就意味着过时了，必然被
淘汰，同时手机要不断地更新换代，人
生也应该如此。梁晓声却认为人生是
做减法的。他说：“我所谓的减法的人
生，乃是不断地从自己的头脑之中删
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
信息都不留存，而使自己的人生‘节目
单’变得简而又简。”

梁晓声的这本《人间清醒》，就是
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
过自己的生活，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经历，如何活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保
持真实、保持清醒、保持愤怒，就是人
生最好的状态！

鲁迅在“革命斗士”的称号前，
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薛林荣的

《鲁迅的饭局》就从“吃”这个角度，
呈现了鲁迅多面的日常生活。书里
的鲁迅不仅可敬而且可爱，他和我
们很多人一样，爱吃零食，在什刹海
边买了葡萄，能“即与棚下啖之”。

既为“饭局”，当然也少不了交
际。味蕾，往往是人和人之间最坚
实的纽带。和鲁迅共过饭桌的名人
众多，许多流传后世的“金句”也迸
发其间。大家所熟知的那句“横眉
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便
是出自郁达夫攒的局。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
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
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
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
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
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
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
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
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
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那个年
代的生活现场。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著名历史
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
性人物王笛的最新非虚构历史读物。

作者以1900年—1950年的成都
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
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
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
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
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
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作者跳出学院派的历史讨论和
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
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
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
样本和一种经历。微观历史的意义
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
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
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上迄魏晋南北朝下至晚明，中国
古代游记文学数量众多，写作风格多
样，其写作目的又因时代、个人视角
变化而差异巨大。深入挖掘游记文
学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既是一个
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又是一个
方法论与文学史观上的挑战。

游记散文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
宝之一，它把中国名胜风景的真实
描绘与独具诗意的艺术眼光有机融
合在一起，同时也成为自传文学的
主要形式。美国汉学家何瞻教授历
时几十年研究中国古代游记散文，
颇有独得之见。《玉山丹池》展现了
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
空间观念，探寻了古人寄情山水时
亦喜亦悲的幽微情感世界。这也是
目前英语世界第一部综述中国古代
游记文学史的学术专著。（杨道 辑）

《人间清醒》：

人生半是烟火半清欢
文\高中梅

《人间清醒》
作者：梁晓声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时间：2021年9月

在论述美术史上，傅雷先生提供
了一个早期的范本。《世界美术史名作
二十讲》是傅雷先生在上海美专上课
时的一部讲稿，前半部曾发表于1930
年代的上海美专刊物《艺术旬刊》，由
于《艺术旬刊》停刊，后半部未及发表，
后傅雷手订成册，生前未见面世。经
由吴甲丰编校，1985年三联书店二版
八印14.8万册，1998年又出插图珍藏
版，九印5.9万册。又有人民文学出版
社、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
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北京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美
术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万卷出版
公司、后浪出版公司等几十家出版社
（公司）出版该著，若再加上三言社的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与中国·画》等
演绎本，总印数当有上百万，被誉为

“中国版《艺术的故事》”。
本版《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彩

图版）》依循傅雷讲稿次序整理编
排，周劲含在《回到傅雷的美术史》
中说“向人们讲述艺术的历史，而其
自身也跨越了时间的绵亘，成为历
史的一部分。”这成为一种文明的精
神表象。

美术名作用它摄魂制魄的力量，
唤醒隐伏在我们心底的意识，激起我
们无数的思想与感觉的颤动。在《世
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彩图版）》中，傅雷
先生不仅论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多

位艺术大师及其传世名作，还将作品
之中的信息与作品之外的信息沟通连
接，兼及风格与流派。吴甲丰说“除了
评介作品的特色与美术家的身世片段
外，也提到一些由艺术实践引起的美
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提出了他自己
的看法；尽管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却也
发人深思”。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一种
“长时间的由逻辑沙漏流集而成的方
法”，显示了傅雷在美术方面的造诣和
见解，同时也显示了傅雷作为一位美
术批评家的功力。在谢天振、李小均
联合著写的《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
魂》中，它是一部“‘史’‘识’兼备的杰
作”，至今仍是后人难能企及的美术史
研究经典。

这部著作的编写方式，与众不
同，他不是一般性的按照历史教科书
式的分期概念，再划分出区域、国别，
叙述它们美术发展的概况，然后分别
以众多画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作为史
的印证，而是将13至19世纪六百年
间，西欧美术史本身的发展脉络，大
体按照“文艺复兴初期”“文艺复兴鼎
盛期”“巴洛克艺术”“古典派”“浪漫
派”这一顺序叙述，其间又蕴含由“神
的艺术”向“人的艺术”，再向“自然的
艺术”，这样一种人类对主体和客体
认知的观念演进——即便在此种美
术史本身的发展脉络和观念演进的

统率下，傅雷也不以介绍画家及其作
品之多取胜，而是从西欧美术史的转
折点上，撷取一两个代表性人物及其
一两件代表性作品加以精细的剖析，
剖析的重点，又主要放在画家的艺术
独创性上面。就是说，无论是画家，
还是作品，傅雷所选所析的物件，对
近代西欧美术史来说，都带有“史”的
和“艺术”的代表性。

在《世界美术史名作二十讲（彩图
版）》中，傅雷先生不仅着重介绍了文
艺复兴初期自乔托以来，经过全盛期

“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
尔），十七世纪的伦勃朗、鲁本斯，到十
八、十九世纪的近二十位画坛巨匠及
其名作，还行云流水般地讲解了他们
的艺术风格、绘画技巧，从艺术风格延
至人格操守，辅以大师的生平、时代思
潮等内容，融文学、音乐、哲学、社会、
时代于一体，不仅使得曲高和寡的高
雅艺术给予人润物无声的审美享受，
还是很多人艺术启蒙的薪火。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彩图版）》：

跨越时间绵亘的艺术史
文\刘英团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彩图版）》
作者：傅雷
版本：文津出版社
时间：202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