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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大家董其昌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董其昌 书画 艺术

○郭哲渊

晚明杰出书画大家董其昌，是中国

美术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一代宗

师。他擅书画、精鉴赏、通禅理，在融会

贯通先贤巨匠而集大成的基础上，提出

画分“南北宗”的艺术理论，深刻影响了

中国画的艺术走向，开启了文人画创作

的新天地。

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主要是通过书法

和绘画展现的，其书画传世作品众多，但

分布于海内外各个博物馆和收藏机构。

此前虽有多种展览图录和画册出版，但

所收作品毕竟有限。2020年，由故宫博

物院编纂，故宫出版社

与浙江摄影出版社共同

编辑的十卷本《董其昌

书画全集》终于面世。

全集以高清图版展示董

其昌书画精品及部分从

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并

由故宫博物院内外多位

专家撰文，其艺术价值

和收藏价值不言而喻。

全面客观呈现董其

昌艺术的整体面貌。《全

集》广泛收录了故宫博

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日本东京

国立博物馆、美国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海内

外 43 家博物馆及收藏机构所藏董其昌

传世书画作品 439 件（套），收录图片总

数近2000幅，可谓集董其昌书画艺术之

大成，是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董其昌

书画资料总集。

从作品全貌中重新认知董其昌的艺

术成就与影响。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自

提出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后人在理解其

理论体系和艺术实践时，往往会把“阴

柔”的一面放大。以书法为例，董其昌的

书风在清初几乎笼罩了整个书坛，但后

人学董书却极少有能与之抗衡者，如学

之不当，仅得皮毛，就容易形成“软滑、流

靡”的习气。因而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

董其昌的评价差异甚大。董其昌以行草

书闻名于世，但他自认为“最得意在小

楷”。凡此种种，都有待我们从更全面的

视角审视之。《全集》对董其昌书画实践

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以现代高清印刷技

术呈现董其昌作品相对完整的全貌。

为“董学”深入研究提供有利条件。

由于董其昌的重要性，海内外学者对“董

学”的研究非常重视，近年来具有影响力

的海内外大型董其昌书画专题展更是层

出不穷，将“董其昌热”推向高潮。《全集》

的出版不但为董其昌研

究提供了一份基本性、

标准性的文献，而且为

探讨董其昌的艺术及其

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新

的契机。董其昌兼书画

家、理论家与鉴藏家于

一身，理论上有《画禅室

随笔》《容台集》等著作

行世，是后人了解、探究

董其昌艺术思想与观念

的主要依据。然而，正

如 艺 术 史 家 高 居 翰

（James Cahill）所说，研

究中国艺术不能简单地

以文释画，更须避免不

假思索地用文献对应艺术家们实际的所

作所为。这就提醒我们研究作品本身、

将文字和图像互相印证的重要性，《董其

昌书画全集》的学术价值正在于此。

总之，在中国书画发展史上，董其昌

作为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董其昌书画全集》的出版意

义不仅在于全面展现董其昌书画的艺

术魅力，更在于启发后人通过董其昌

这个窗口，打开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进

而研究中国书画艺术对世界文明的巨

大贡献。

认识元代文学的最佳“引路人”
关键词 元代文学 通论 研究

○张红波

《元代文学通论》这部超过100万字

的学术著作，是作者查洪德教授多年来

研究元代文学的心得之论，也是元代文

学研究领域的最新重要创获。

虽然书名为文学通论，但在实际构

思与写作时，作者注重将文学与文化、

文学与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阐

述。在充分考察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

环境、文化精神、文与道关系的思考、区

域学术精神等多方面内容的基础上，结

合元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最终又回归文

学本位。所有的判

断与论述，既来源于

对文本的切实阐释，

又基于对社会整体

观照之后的客观性

评价。

仅以社会环境

而论，以往元代文学

史多强调民族的压

迫，儒生不幸的遭际

等元代迥异于其他

汉族政权的特征，这种提法本身或许并

无过错，但编撰者站在汉族本位的出发

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该书一改以往的

论调，从元人奏章与大量材料出发，认

为元代文化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大”：气

象宏大、大气包容、大而疏略。虽然多

种文化在元代有冲突，但主导方面是和

谐。“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精神下，作家们

有着有别于前代的人生价值观，也获得

了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创作

自由，以及观察认识问题的多元视角。

蒙古族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化，

使得元代社会在思维和行为方面显现

出很多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汉民族

恋土意识与蒙古、色目人游牧、行商的

旅居习俗相互影响；传统的国家概念与

游牧民族相互影响形成的大国观念并

由此形成文人的大国意识；一元独尊与

道德观念淡化，多元信仰、多元价值观

的形成，以及汉族文人在此文化精神环

境中的心灵苦闷和对人生价值的重新

发现与认识。”这些结论既发人深省，又

让人耳目一新。以往的研究者也许并

非没有发现这些特征，但可能在成说、

定论前犹豫动摇并最终放弃。作者敢

于求真纠偏，既来源于他宏阔的考察视

角、扎实的文献功底，也得益于他坚守

学术本真的勇气。

书中还有许多

全新的观点，例如发

现了“文倡于下”的

总体特征：“文坛领

袖多在野；文学活动

多民间自发。”这都

是以往研究没有涉

及，也没有认识到

的。这种特点也使

得元代文学的创作

呈现出其他时代所

没有的轻松与活跃，其自由独立的精神

在明代初期被扼杀愈发显现其可贵性。

时至今日，我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依然

停留在“唐诗宋词元曲”的阶段，对元代

文学的其他文学样式或忽略不计，或几

近于全盘否定。事实上，元代传统诗文

才是构成元代文学最重要的根基。该书

以详实的考辨、精当的叙述正本清源。

总之，《元代文学通论》是我们深入

认识元代文学的最佳“引路人”。如作

者在绪论中所言“该书是对通观性元代

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得出的认识，已

不同于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这一研

究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研究潜力还很

大。我们期待着研究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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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心说”的颠覆
关键词 哥白尼 日心说 科学史

○云 鹿

尼古拉·哥白尼被认为是现代科学

的引导者，其著作《天球运行论》更被视

为科学革命的开端，推翻了地心说，提出

了宇宙中心在太阳附近的假说，但“日心

说”的正确性在哥白尼那里从未获得过

明确的科学论证。

哥白尼拒绝当时占据主流的托勒密

体系，因为他认为托勒密体系有缺陷，这

种缺陷在于：该体系的偏差尽管微小，然

而这种微小偏差的累积却会导致儒略历

极 大 的 误 差 ，因

此，他尝试为行星

的运动方式提供

另一种数学表述，

而事实上他所提

出的宇宙模型在

很大程度上仍旧

维持着托勒密的

思想。托勒密用

了 40 个圆形轨道

来排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哥白尼则用

了48个；托勒密没有使用正圆来描绘天

体的运动，哥白尼则沿用了古希腊亚里士

多德正圆形的水晶球模型，就这两点而

言，哥白尼的学说其实谈不上进步，严格

来说甚至是某种倒退。在当时来说，他的

颠覆之处在于：他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

座上拉了下来（他并没有明确将太阳置于

宇宙的中心）。因此可以说，他所遗留的

问题比他所解决的问题更加重要。

所谓“哥白尼革命”，这里的“革命”

我理解为认识论的转变。哥白尼革命的

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的领域，他所涉及

的宇宙学问题不仅是天文学的焦点，也

与物理学等紧密相关，而且历来是与伦

理学捆绑在一起的。自哥白尼之后，传

统宇宙学瓦解了，天界之不朽与正圆形

天球之完美都被逐一击破，宇宙变得空

旷浩渺，现代科学家们必须“重新建立人

类理智的架构，重新定义和构成概念，发

展一个新的接触实在的方法……一个新

的科学概念……替换掉人类原有的许多

构成常识的方法”。诚如匈牙利作家阿

瑟·凯斯特勒在《梦游者》中所言：“（哥白

尼的）新哲学摧毁了中世纪平静安放于

宇宙之中的不变社会结构及道德观念，

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习俗风

貌，似乎诞生了新的生物物种。”

《哥白尼问题》一书的作者罗伯特·
S.韦斯特曼深受托马斯·库恩“历史的科

学哲学”观的影响，不是局限于科学内部

史的视角，而是将

科学置于当时的

文化背景之下加

以考察，最终呈现

了内部史与外部

史紧密结合的面

貌。该书准确细

致地讲述了哥白

尼时代诸多天文

学概念与技术性

细节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背景，是在“科

学生活的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的视野

中考察科学理论“实然”的发展与变化，

并尝试说明这种发展与变化的动因，可

以说是从具体的案例研究着手去做了

“解剖”麻雀的工作。

作者向读者揭示了哥白尼《天球运

行论》为何“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

不是一个革命的文本”，哥白尼体系作为

旧有传统的巅峰与未来新传统的源泉，

又是如何激发天文学家在日心地动说的

基础之上发展新理论，面临新问题，进而

解决新问题。

从书中也可以看到，哥白尼的革命

性，是他的同代人与后来者逐渐巩固的：

经历了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天

文学家的观察、阐释与论证，宇宙的真相

才逐步揭开。在这个意义上看，哥白尼

可谓是揭开真相第一层面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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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画全集》（十

卷）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

社、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

4月版/12800.00元

近5年国内可靠性技术研究成果
关键词 可靠性 理论技术 学术研究

○白天明

可靠性理论与技术发源于 20 世纪

50年代，首先在西方工业化先进国家得

到了学术界、工业界广泛持续的关注，

在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和工程实践上均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我国才开始系统化地研究和应用可

靠性理论与技术。随着中国制造业的

快速发展，中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的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共

性和基础技术，

可靠性在推动产

品创新发展、确

保产品质量提升

的过程中发挥着

独 特 的 重 要 作

用，中国工业界

对可靠性理论与

技术的迫切需求

也越来越强烈。

国防工业出

版社对可靠性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高

度的关注，出版过包括专著、译著、教材、

手册、工具书等在内的大量可靠性类图

书，一直与该领域的国内顶尖专家们保

持着密切沟通。1995 年，出版社就与北

航系统工程系（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

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合作出版了国内

第一套《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丛书》。之

后陆续出版了《结构可靠性设计手册》

《型号可靠性工程手册》《可靠性维修性

保障性技术丛书》《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

学术专著译丛》等图书，在国内专业出版

领域内占有优势地位。

在上述背景下，2015年初，国防工业

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可靠性新技术丛

书》，以集中展示近5年国内可靠性技术

领域最新的原创性研究和应用成果，并

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

工程学院总工程师、长江学者康锐教授

担任丛书主编。

丛书出版坚持了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原创。丛书选题的征集，

要求每一本图书反映的成果都要依托

国家级科研项目或重大工程实践，确保

图书内容反映理论、技术和应用创新成

果，力求做到每一本图书达到专著或编

著水平。

二是体系科学。丛书框架的设计，

按照可靠性系统工程管理、可靠性设计

与试验、故障诊断预测与维修决策、可

靠性物理与失效分析4个板块组织丛书

的选题，基本上反

映了可靠性技术

作为一门新兴交

叉学科的主要内

容，也能在一定时

期内保证本套丛

书的开放性。

三是保证权

威。丛书作者的

遴选，汇聚了一支

由国内可靠性技

术领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千人计划专

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项目

首席科学家、国家级奖获得者、大型企

业质量总师、首席可靠性专家领衔的高

水平作者队伍，这些高层次专家的加盟

奠定了丛书的权威性地位。

四是覆盖全面。丛书选题内容不仅

覆盖了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行业，还涉

及了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通信网络等

民用行业。

这套丛书成功入选首批“十三五”国

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共规划了

35个分册，主要著作同时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国防科技图书

出版基金以及其他专项基金等的资

助。丛书的出版将推动我国可靠性理

论与技术的学术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

引领我国工业界可靠性技术应用的新

方向，并最终为“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

实现做出积极贡献。

《富足感：给孩子受用一生的金钱观》陈怡芬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6月

版/49.00元

推荐理由：拥有富足感的孩子，往往更自信、乐观，敢于发声、抓住机遇，也会

乐于分享。而培养孩子的财商，让孩子学会与金钱相处，是让孩子获得掌控力和富

足感非常好的手段。该书从人生的四大主题出发，严选43个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

金钱场景，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父母思考金钱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教给

父母培养孩子正确金钱观的方法，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和选择的底气。

《知猫：美国超人气专家解答猫咪行为问题》[美]帕姆·约翰逊-本奈特著 秦程程译/湖北科学技

术出版社2020年9月版/68.00元

推荐理由：进入猫咪的世界，跟萌主子们相处总是有着千奇百怪的问题。萌主子们如同孩子般，上

一秒开心得跳跃翻滚，下一秒可能就翻脸不认人，整得猫主人一头雾水。这些小家伙到底需要什么？它

们究竟是怎么想的？该书以问答的形式成文，将猫咪主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按主题进行分类，分章阐述，力

保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完整的解答。从养猫的准备到新猫咪的训练，再到猫咪的吃喝拉撒、互动社交、

情绪波动，将养猫会遇到的问题一一罗列，干货满满，让猫主人对猫咪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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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日根

会馆研究具有独特的

价值。明代开始兴起的会

馆组织顺应了当时科举制

度全面铺开、商品经济深

入发展、人口迁移大规模

展开的形势，在官方行政

管理之外，通过社会力量，

建立起流寓人士（包括官

绅、试子、客商、其他流寓

者）进行有效社会管理的

机制。我以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传

承与更新的杰作，具有内生变迁价值，

能为经济而有效地开展流寓社会的管

理发挥作用，其“祀神、合乐、义举、公

约”的基本功能覆盖到人们的思想观

念、人际交往、困难济助以及行业规范

等方面，其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均得

到彰显，并且对传统价值观中的“义”

“利”等作出了因时的诠释。

由于会馆曾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东

西，会馆财产被没收，会馆活动被取缔，

连会馆文献亦多遭遇散落的命运，乃至

直到当下各类商会已遍地开花之时，我

们仍难以追溯其本土文化渊源，仍多视

商会为舶来品，是西方文化的成就。我

以为这是近代以来“文化自卑观”下的

偏识，亟待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唯此，

我们才能形成自我之信念，确立“制度

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才能完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会馆志是堪与国史、地方志并驾齐

驱的重要史料。明清时期在北京就有

约 400 所的会馆，以官绅试子会馆为主，

上海亦有近 400 所的会馆公所，以商人

会馆为主。苏州、南京、杭州、武汉、洛

阳、开封、天津、广州等地都数量不等地

分布着会馆组织，有的村庄都能找到会

馆的遗址。随着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

华人会馆亦先广布南洋各国，继而扩展

及于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至

今仍呈蓬勃发展之势。

经初步调查，现存会馆志至少在千

部以上，一者目前没有人系统进行过整

理汇编，再者因为版本较早，或有的版

本质量不高，漫漶、残损现象严重，又保

存分散，即使是国家图书馆亦只保存了

不到 10 部，有的散落海外（日本东洋文

库、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有一定收

藏），有的则散存民间，面临虫蚀水侵的

危险。由此我产生了尽快收集会馆志，

将其汇编传承的愿望，亦希望以此向我

们伟大时代献上民族复兴的文化基因

之一斑。

这一愿望很快得到了厦门大学出版

社时任社长蒋东明、宋文艳总编辑的赏

识，并被列入福建省重点出版规划项

目，于是我与薛鹏志副编审一起，充分

调动各大图书馆人脉、研究同行以及我

们的毕业生的积极性，广泛展开会馆志

的搜淘工作，《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

（第一辑）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阶

段性成果。其中所收的会馆志有的版

本较好，有的史料价值较高，有的还进

行了必要的比勘对校，使不全的版本具

有了完整性。由于会馆的规模有大有

小，会馆存在的历史有长有短，各会馆

本身的经济实力、管理水平各有很大差

异，因此，有的会馆志鸿篇巨制，印制也

很精美；有的会馆志则仅仅是一个手抄

本，且书写也不规范，但是从全面反映

会馆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力求照顾到

各类会馆、各个地区会馆的覆盖面，给

读者和研究利用者以更全面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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