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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非虚构

《章鱼时代》
作者：
［俄］阿纳托利·库切列纳
译者：
徐先玉
东方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本书是斯诺登的律师、根据斯诺登流亡
真相创作的侦探小说。故事主要描绘了中情
局工作人员科尔德在工作中发现高层领导正
在执行一项监控普通市民和他国领导人的项
目，即“棱镜”计划，运用这个项目的程序，可
以轻松获取每个公民的隐私，他勇敢地站出
来揭露真相。作者运用双线并进的写法，在
“棱镜门”事件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创作出一
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说，本书是斯诺登
的另类传记，揭示出他走向“叛国者”的心路
历程。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
作者：
林聪舜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
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
成功扮演了这一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
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
尤其注意到庄严的
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
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
牵制的关系。作者是台湾
“清华大学”
教授，
专
攻汉代学术思想。

《南瓜花：
士兵的故事》
作者：
［以］马蒂·弗里德曼
译者：
熊依旆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 1 月
这本非虚构作品记录了一群未走上真正
战场，却经历真实死亡的青年士兵们。
“ 南瓜
山”
地处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
20世纪90年代，
南瓜山被以色列军视为军事安全区，
虽然它只
有篮球场那么大，
却承载了一群以色列年轻士
兵的生命。年轻士兵们一次次“被抛入”荒谬
的现实处境，他们找不到战争的意义，更看不
清什么是自己。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
日中东动荡不安的真正源头，与此同时，抛开
家国天下的宏大主题，
弗里德曼帮助读者和南
瓜山上的士兵们一起，
正视生存的荒诞及生命
的脆弱。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作者：
梁晓声
现代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该书是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郁闷
的中国人》之后，又一本解剖当代中国人的文
化心理和国民性的纪实录。书中作者对当代
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况、普通人人生的尴
尬，以及关于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给出了自
己的观察与评述，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
社会人文现状的
“田野调查”
。

传记

来日并不方长

文昕绝笔《生死十二年》编辑手记
——

生命来来往往
岑红

稿，整理照片，构思作品呈现形式，跟排版公司沟通，平常串联的活儿，在同一天，前后左右同
时开弓。那时候，
这部作品还叫《生死十年》。
这部作品由三部分构成，上篇写作于 2014 年 6—7 月，讲述发病经过与治疗过程；下篇口
述于 2016 年 8—10 月，回顾惊心动魄的生死拉锯战；后篇完成于 2015 年 9—10 月，为作者与
主治大夫、癌症治疗专家的访谈对话。最初，后篇叫“附录”，长达 7 万字，显然，
“附录”容量占
全书三分之一，
不是理想的作品结构。我在想，
要么，
把内容大幅压缩，
毕竟，
对一个医生的访
谈并不是读者迫切想知道的内容，读者想读文昕本人的故事。要么整个拿掉，以单行本形式
刊出。跟本作品策划人、特约编辑荣挺进探讨，荣挺进说，最初是当作附录策划的，没想到一
下子涨到 7 万字，访谈内容“干货多多”，是这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健康的人读了，增长知识，
癌症病人读者，
直接受益。
“你读了就知道了！
”
荣挺进对我说。荣挺进作过编辑，
主编过《顾城
海外遗集》，尽管还没来得及细读文稿，我对他的判断有充分的信任。后来，他把“附录”改成
“后篇”，我暂时同意这样的安排。通读书稿后，觉得这样安排真是妙，一般作品分三部分，用
“上篇”
“中篇”
“下篇”
，
乍一看
“上篇”
“下篇”
“后篇”
不伦不类，
一读才知道，
如果上篇与下篇是
亲姐妹，
那么后篇就是堂兄，
既不是同胞姐妹，
又有血缘关系，
就是它了！
编辑加工这样一部作品可谓酣畅淋漓。文昕是作家，文笔平实流畅，故事生动，画面感
强。加上特约编辑荣挺进深谙加工作品之道，给每个一个故事，起了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收
到死神签发的契约”
“从死神那里赎回生的权利”
“我果然可以‘挺胸做人’了”等等。我在文
稿旁写下“泪目……”
“可做书摘”
“心是透明的”
“该改编成影视剧”诸如此类的批语。编着编
着，发觉自己入戏太深，就硬把自己拽出来——你是编辑，不是读者；你是裁判员，不能一高
兴，
下场当运动员。下篇是文昕口述录音，
然后转换成文字，
再进行修改，
行文风格上，
更加口
语化，
当然，
也多了一些
“絮叨”
。作为一部作品，
上下篇风格应当基本一致。下篇编辑花得时
间更多，功夫更大，删节意思重复的文字，调整不太连贯的段落。日夜兼程，终于在 2016 年最
后一天，一审结束，改完版，核完红，送到二审——大道行思总经理刘明清手中。也就是这一
天晚上，
文昕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
她丈夫晋象征拉着她的手，
法律意义上，
他是前夫
了，
但前夫说，
“你活一天，
我就有一天的生活。
”
这一年，
杨绎、
陈忠实去了；
这一天，
北京上海两大报纸《京华时报》
《东方早报》关了；
这一
天，
文昕走了……我们紧赶慢赶，
终于还是没能赛过她的生命。好在，
她把一部完整的作品留
给了我们，
她自己没了温度，
她的作品拥有温度，
永恒的温度。我们的推送题目，
由
“此生绵绵
无绝期”
改成了
“此生漫漫有尽头，
此爱绵绵无绝期”
。书名，
也由《生死十年》，
改成了《生死十
二年》，
在申请书号更改理由上，
我们痛心地写下：
人还在，
生死十年只是约数，
人已走，
生死十
二年已成定局。
1 月 11 日，我们与文昕生前好友一起举办
了一个小型追思会，那天，
“1+1，让爱传递——
顾城密友、北京女作家文昕绝笔《生死十二年》”
众筹上线，我们想替文昕完成她的心愿，把书赠
给给她治过病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海
淀医院的癌症病人，读者认购一本，我们替读者
捐赠一本。让更多的人不再步入治疗癌症的误
区，让更多的病人家属了解癌症，让更多的健康
人活得健康和快乐。她说：
“我以一个几度死里
得生的癌症患者的身份，想跟病患说说怎么样
去调整心态，对付我们的疾病；我也想跟我们的
家人说说，一个家庭如何联手去对付一个疾病；
我还想跟我健康美丽的朋友说说，生命如何美
好，即便走进了痛苦和不如意的树荫，也身在一
个阳光普照的世界。
”
《生死十二年》
我们知道，
文昕走得并不匆忙，
也不存遗
文昕 著
憾，她在后记中写道：虽然这个生命消失了，但
大道行思出品/海天出版社
活着的时候，
她一直快乐。
2017 年 1 月

小说

孟晖

见他对笔下这两位女主人公的偏爱。其中，
黛玉的形象尤为鲜明夺目，
“ 罩了一件大红
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
环四合如意绦”，翻译一下就是说，她披着一
条超大号红色长方披巾，面料是以羊毛与丝
合织而成的西洋进口织物，内衬为白狐皮，
这披巾长度近乎垂地，单单用一条金、蓝、绿
三色线编成的长绦拦腰松松一系，而绦子在
身前以一对玉环作为固定卡扣，由绦子穿过
双环后打成花结来束住。如此的潇洒随意
作风，简直不就是波西米亚风格吗？感觉林
黛玉就是在巴黎塞纳河畔或者佛罗伦萨乌
菲齐宫前徜徉的当代女大学生啊！
正因为一件几乎拖到地面的鹤氅掩盖
了黛玉的全身，所以她身上能看到的其他细
节便只有雪帽、绦子和红色羊皮小靴了。但
这是多么耀眼的一套装束！与之相反，宝钗
则是一贯的“低调奢华有内涵”路数，穿了一
件“ 莲 青 斗 纹 锦 上 添 花 洋 线 番 羓 丝 的 鹤
氅”。揣味曹公的设计，蘅芜君的这件“雪褂
子”虽然色彩比较谨慎，为淡紫色，但却是采
用更为少见的进口面料，乃是不知哪个国家
出产的羊毛与棉合织成的花呢，具有彩锦一
样的效果，在紫底上显有绚丽织纹。——其
他人的羽纱或者猩猩毡虽然也是进口面料，
但都是单色织物，不带图案。唯独宝钗用上
了类似织锦的洋呢，这个细节真是如此符合
小说中对于薛宝钗的设定，似乎不张扬，但
在品质的精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极致奢华
上，
总显出他人无法竞争的豪气与霸气。
供图/孟晖

新书架

（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陈洪绶所绘穿着鹤氅的女仙像

当代女大学生啊！

下垂到将近脚面的程度，甚至拖落在地面。
它属于常服，不在礼服之列，只适合日常穿
着，
可做成皮、
夹、
棉等不同形式。
奇妙的是，传统上，鹤氅的前襟与后襟
之间的底缘并不缝合，就令其随意敞开着。
《酌中志》便特意指出，到了明代中期，出现
了将鹤氅两翼缝为衣袖的做法，但传统的样
式却是不缝两翼的。实际上，
《养生经》显
示，有如被面对折的鹤氅在底缘不加缝合，
直到清代，仍是广为人们熟悉与习惯的处理
方案。
鹤氅虽然形式简单，
但实用性强，
穿脱都
很方便，并且两翼飘飘，颇有神仙凌风之态，
潇洒俊逸。
《晋书·谢万传》提及谢万曾“著白
纶巾、鹤氅裘”，似乎其在晋代就已经是一种
便衣性质的华服，
穿上它，
让人显得既高贵又
脱俗。到了明代，宫廷及富贵阶级空前地热
衷于鹤氅。
《金瓶梅词话》只提到一次斗篷，
一
旦涉及御寒外衣，便夸耀各色奢侈织物制作
的鹤氅，
典型如第六十九回，
西门庆与林太太
首次见面，
西门庆
“身穿紫羊绒鹤氅”
，
林太太
则是
“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
身穿白绫宽袖
袄儿、
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
大红宫锦
宽襕裙子”。这种巨型长方披肩还进入道教
的服装体系，成为道士在公众面前作法时必
穿的最外一层“法衣”，
《金瓶梅词话》中就一
再提到道士们的“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
“大红五彩云霞二十鹤鹤氅”
等。
入清以后，斗篷逐渐占据了御寒外套当
中的主要地位。
《红楼梦》中，曹雪芹让其他
女孩都穿斗篷，唯有黛玉、宝钗穿了鹤氅，可

◎

◎

林黛玉就是在巴黎塞纳河畔或者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前徜徉的

（现藏首都博物馆）
清初道士的鹤氅（背面）
去年 12 月 12 日，
去海淀医院看望《生死十二年》
作者文昕，当晚，我在朋友圈分享——她爱笑，一笑
有俩酒窝。
“ 已经死过好几回了，好在我一次一次地
逃了回来。”她笑着跟我说，就像在说别人。
《这是我
最后的日子》，是作品的最后一篇文章——当编辑很
多年，也编了不少书，跟生命赛跑，这是第一次。起
身告辞，我说：
“来之前，想象过今天的情景。但是，
完完全全不一样。”她说：
“是因为没有你想象中的死
亡的气息吧……”那天从病房出来，我独自站在地铁
站台上很久，看人来人往，叹生命无常；当时特别想
找一个人，
我们一起说说文昕。
文昕是顾城密友，诗人，作家，曾出版纪实文学
作品《顾城绝命之谜》和诗集《太阳之舟》。她，是摄
影家，拍摄的作品精美绝伦。2004 年 10 月发现罹患
乳腺癌。她，曾以“清醒”
（ID）之名叱咤“广播网摄影
版”
（版主），参加“越野车俱乐部”，以天为庐、以地为
家。她，
与 GLIFF 创办红极一时的
“EX 摄影网”
，
GLIFF
却在自己 38 岁生日那天，
脑溢血去世。她，
独自创办
“靓点视觉摄影网”。她，2013 年底在癌细胞全身转
移的痛苦里，选择吃 300 片安定与癌症同归于尽；然
而奇迹发生，自杀未遂，癌细胞消失，死里重生。她，
自杀后出院当天提出离婚，为的是不拖累丈夫，让丈
夫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2014 年，她怀着一种不负
上天垂顾、感恩医者仁心的使命感，动笔写作此书，
但此书尚未写完，
肿瘤又一次转移，
这次是脑部……
那天在文昕那儿坐了 3 个多小时，她精神不错，
心情很好，一直谈笑风生。我们不知道文昕能坚持
多久，
她说有一天她
“睡”
了 21 个小时，
那应当是昏迷
吧，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文昕，我知道你已参透生
死，但还是该等等你的作品。第二天，报选题，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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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潇洒随意作风，简直不就是波西米亚风格吗？感觉

（现藏首都博物馆）
清初道士的鹤氅（正面）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只写了一次林黛玉的
服饰，
一身御雪冬装：
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
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
环四合如意绦，
头上罩了雪帽。
在这里，靴、帽、绦都算是提色之笔，塑造形象
的关键在于那件“鹤氅”，此种服装的形态很特殊，
没有双袖，有点像今日的墨西哥披风“萨拉佩”，但
在长度与宽度上都更为夸张。明代太监刘若愚
《酌中志》记录：
“ 鹤氅，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
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曰‘氅’也。彩、素不拘。”
清人曹廷栋《养生经》里则说：
“ 随寒暖为外加之
衣，夹与棉与皮必俱备，为常服之最适。式如被
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
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
坐亦可披以御寒。
《世说》：
‘ 王恭披鹤氅行雪中。’
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由之可知，传统上有
一种秋冬户外专用服装，室内静坐时也可以披之
御寒，名叫鹤氅、氅衣、一口总、罗汉衣。这种外衣
的基本形态如一幅被面，为长方形，从中对折，形
成一样长度的前襟与后襟，前襟在正中开一道竖
缝，一直延伸到对折之处，在此做出领口。人们穿
上它时，宛如把一幅被面从当中披在身前后，形成
一件兜兜荡荡的宽松长罩。所以，可以说，这种罩
衣更接近一件披肩，不过特别的长大，一般底缘会

一身波西米亚风的黛玉和宝钗

碎金录

◆

《休管人生幻与真：
李叔同家族》
作者：
田涛
新星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
家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
既是在籍士绅，又是盐商。李叔同的出现，为
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桐
达李家的名声得到了无限的延续。本书以家
族为背景，不仅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信息，还可
以帮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李叔同。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张知依 刘净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