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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证史 文因图茂
关键词 鲁迅 照片 学术普及

○曾晶晶

鲁迅的书和研究鲁迅的书可谓多矣，但读者仍嫌

不够。可喜的是，近年来颇有几本佳作：孙郁的《鲁迅

书影录》、阎晶明的《鲁迅还在》、李浩的《鲁迅与电影》、

薛林荣的《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等等，足可消

遣。近来刚刚读完、令我大呼过瘾的，是这本黄乔生

的《鲁迅像传》。

鲁迅一生留下照片100多张，记录其人生轨迹和

人际交往，展现个人风貌，凸显品格特行。而后人对

这些照片的运用，也反映了鲁迅的影响、时代的变迁

及意识形态的演进。这本书按时间顺序和鲁迅一生

游历所至地域分为五个部分，把照片放在突出位置，

文字紧密贴合照片，对照片的拍摄

缘起、时间、地点、其中人物的经历

及其与鲁迅的关系等做详细解读，

使照片背景更为清晰，让过去一些

不太被人们注意的事件、人物呈现

出来，更加立体、多彩地介绍鲁迅

人际关系，并且对以往文献中有关

鲁迅照片的讹误、任意剪辑修补导

致的形象失真、年代错误、人物张

冠李戴等现象做了说明。通过影

像资料，读者得以认识不同年代的

鲁迅先生，看到他的音容笑貌、活

动交谊，进而体会那个特殊时代的

风云激荡。

较之坊间同类型书，该书有三个优长。

首先，是增补首发照片多幅。该书收录照片110

多张，是已出图书中收录照片最多者。细看这些照

片，很能丰富我们对鲁迅形象的认知：鲁迅22岁剪辫

子，28岁留胡子；1909年归国前后的两张洋装照一昂

扬、一沉静，英姿之气则一，反映出《新生》前后时期鲁

迅面貌的转变；广州时期，“四连拍”的柔光灯下，热恋

中的大先生温润柔和；1927年赴光华大学演讲途中，

昂首前行，一派勇毅之姿，大有法显、玄奘等古圣僧的

风度；1928年景云里的头像特写，鲁迅性格中的“多

疑”隐然可见；1933年与宋庆龄、黎佩华的两张合影有

着少有的放松、安闲；1936年史沫特莱所摄的病中鲁

迅，深沉坚毅中难掩劳伤憔悴，使人动容；最后是沙飞

拍摄的鲁迅遗容，如一匹衰老的苍狼，哲人其萎，犹带

凛然之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独家发掘的一张照

片，刊载于1933年《朝日新闻》，然而鲁迅生前似乎不

太满意，“确实形容枯槁，但实物并不那么枯槁”。

其次，以图为史，还原照片原始信息。几张合影

中出现的周作人、林语堂、李济、姚克、山本实彦、浅野

要，均被保留。另外，1922年与爱罗先珂合影照片背

面的周作人题字、1931年木刻讲习会合影照片背面一

八艺社的题字、1927年厦门大学欢送鲁迅合影照片裱

纸上的题赠字样等极有价值的信息，在书中也都保留

展示出来。

再次，解说详尽，面向普通读者学术普及。鲁迅

的时代，有鲁迅照片之多者，恐怕不多。以照片为叙

事主题，难的是照片在时间、数量上与传主生平的不

对应，不均衡。鲁迅的一生是加速冲刺的节奏，从图

片目录可见，留学前无一张照片，去上海前的照片是

47张，最后10年的照片占去一半犹多。如何以现有材

料，连珠成串，进而寻绎铺展，不惟展现鲁迅生平的主

线，还要兼顾工作、生活、家庭、情感、思想、创作、交游

等多个侧面，绝对是作者在专业、素养、智力上的探险

和挑战。

阅读该书，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在材料获取和选择

上的驾轻就熟，自如从容：著作、日记、书信、访问记、

印象记、回想录、专著、资料、论

文，直如探囊取物，简直手到擒

来。读者如入百宝洞，如行花果

山，大有移步换景、目不暇给之

感，真真锦绣琳琅，尤其妙处，剪裁

有度、不枝不蔓。

书中的文字解说包含大量细

节，耐人寻味：鲁迅在师范学堂教

的是化学、生理学、植物学，还编有

讲义；《蒋廷黻回忆录》里的鲁迅

“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

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

说有点胆怯”；林语堂妙文中的鲁

迅生龙活虎，嵇康不过如此；鲁迅在广州时期还跟许

广平开过小书店；鲁迅把平生挚友许寿裳招来中山大

学，总算是对老朋友有所回报；许广平记述鲁迅最后

一天“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死魂

灵》也在那天登出来了，真的战士！——简直可说是

“鲁迅照相资料长编”。

书中这些充沛细节、连带相关背景的细致描述、

牵涉人事旁逸斜出的精当介绍，紧贴着一张张照片讲

故事，笔下心中为读者着想，缓声细语，丁宁周至，见

出作者对鲁迅研究之专精，理解之深厚，更是对普通

读者难得的尊重和体贴。

黄乔生先生是鲁迅博物馆专业研究员，在馆内工

作逾30年，近年又兼任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领导职务，

研究领域逐渐从鲁迅研究拓展到新文化领域社会思

想史方面，策划过系列专业展览，出版过多种专业著

作。这本书重点从文本转向图像，行文毫无“论文

腔”，平正舒缓，静水深流，大有向“大众学术普及”方向

转型拓展之势，隐隐然有深层次的鲁迅遗风在，是作

者与鲁迅生命之间感应生发的深情之作。

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后记中提到的《“开麦

拉”之前的鲁迅》一文，是作者2009年进行鲁迅照片研

究之始的一篇文章，是与该书密切相关、极其重要的

“纲领性文献”。希望再版时，将这篇论文，连同“鲁迅

生平简表”一并作为附件收入，以方便读者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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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出版“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16年之后，近日，长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又重磅推出“百年百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丛”（以下简称“百年百篇”）。这是在“儿童

文学经典阅读”这一旗帜下的又一套匠心之作，堪称“百年百部”“姊妹篇”。如果说“百年百部”旨

在倡导整本书阅读，那么“百年百篇”就是为了促进单篇文（也就是短篇）阅读。

“百年百篇”由束沛德、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朱永新6位儿童文学界权威专家组成

顾问委员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担任主编。该书系共25册，囊括了

自20世纪初叶以来从叶圣陶、冰心到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从孙幼军、任溶溶、金波到“50后”

“60后”“70后”等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智慧创造。入选作品经过反复推敲选择，其选篇的时间跨

度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内容宽度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审美尺度具有艺术性、可读性。

“百年百篇”集中呈现了百余年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短篇的绚丽华章，如同一个浓缩了各种

体裁、各种作家、各种写作风格与叙事艺术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宝库，讲述着百余年来中国的故

事与中国儿童的故事，尤其是新时代的故事。它用语言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想象的力量、情感

的力量打动读者，引领他们的精神成长。“百年百篇”是一个开放式的出版工程，出版社计划在今

后收入更多新人优秀之作，将该书系打造成中国儿童文学短篇创作的建设、推广基地与品牌工

程，促进新时代儿童文学新发展、新作为。 （穆）

深耕儿童文学经典阅读
长少社推出“百年百部”姊妹篇“百年百篇”

吴罗五文采 今朝更芳华
关键词 吴罗织造 非遗传承 学术价值

○李世超

《吴罗》是一本自叙性图书，全书内容丰富，记事

性强，主要自叙了李海龙对吴罗的不断认识和在从

事吴罗技艺过程中的点滴心得，包括了其传承艰辛

历程以及所收获的种种喜悦。李海龙是江苏苏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吴罗织造技艺（四经绞罗）”的代表

性传承人以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吴罗织造技

艺（纱罗织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30多年从

事丝绸技艺，特别是吴罗技艺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

进修专业技能知识，不断地进行

积累和总结，特别是对吴罗的历

史文化渊源进行了精心挖掘，也

成就了今天《吴罗》一书的诞

生。为李海龙对丝绸事业的那

种热情和执着感到由衷高兴。

罗是纺织中的一种织造技

艺，因而在丝绸的绫、罗、绸、缎

产品中也就有了专门的丝绸罗

品种。罗织造技艺历史悠久，苏

州草鞋山遗址发掘中所看到的

已碳化的罗织物残片就佐证了

其具有6000多年的历史。随着

野蚕的发现和家蚕的驯养，丝绸罗的产品逐步进入

人类文明。太湖流域作为我国丝绸的重要产地，吴

罗产品自然也成为了吴地丝绸商品上的精华所在，

它被历朝历代王公贵族们所垄断，成为上层社会奢

侈享受的珍品。相对其他丝绸产品，吴罗的织造技

艺较为复杂，一直仅以手工操作相互传承，特别是其

中链式的四经绞罗历史上还曾一度失传了上百年之

久。因此，吴罗这一面临濒危的技艺被各级政府列

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加以保护。

《吴罗》全书内容大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天罗地网”，主要阐述了吴罗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历程，如“罗”为何物、“罗”到“吴罗”的演变、草鞋山

遗址等。它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步解开了吴罗

的身世之谜。第二部分为“万象包罗”，详细剖析了

吴罗内部结构，以及面对绫、罗、绸、缎等五彩缤纷的

丝绸，在织物的区分和识别上给广大读者进行了科

普。特别是从罗的“绞”字着手，介绍了纱与罗、二经

绞、三经绞、四经绞、多经绞等相应的专业知识。第

三部分为“罗织天下”，重点介绍了吴罗的织造技

艺。它是全书的重要章节，也是李海龙多年来对技

艺传承的心得篇章。内容包括技艺制作流程介绍、

织罗器具演变、传统大花楼织机

以及现代罗织机的应用等。特

别是对当今吴罗技艺的创新发

展之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最

后部分为“珠翠罗绮”，主要围绕

李海龙近年来在推动吴罗非遗

的传播与现代应用中所续写的

今朝传奇。

《吴罗》一书还以大量的文

献资料为佐证，采用图文并茂的

形式，为读者解读了丝绸方面的

各种专业技术与文化知识，帮助

读者接近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和中华丝绸文明。特别是从一名技艺传承人的视

角，推出与介绍了吴罗非遗研究的种种成果和其个

人的一些观点，因而使该书又具有了一定的学术价

值，使其成为一本学习吴罗知识，普及和传承中国传

统丝织技艺、非遗文化的专业书籍和教材。《吴罗》一

书的出版，不仅是一名非遗传承人对濒临失传的古

老丝绸技艺进行传承保护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更是

李海龙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所作出的

应有贡献。它必将有力地推动吴罗技艺的深入研

究、挖掘与保护，以及传统丝绸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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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文化自信 记录“非遗”丰碑
关键词“非遗”专科辞典 保护实践

○张 弛

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们度过了我国第16个“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在全社会广泛参与下，各地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为主题的宣传、展示活动

进行得如火如荼。与“非遗”共同成长的，还有这部由近

600名专家、学者组成团队，历时6年编纂完成的《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有近20年实践，积

累了大量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保护实

绩和理论研究成果。但该领域内还未出现一部具有权

威性、学术性、综合性、系统性、实用性的专业工具书。

崇文书局作为以辞书出版见长的专业出版社，于2016年

底策划了该辞书选题，2022年初完成出版。

《大辞典》由王文章（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文化

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担任主编，吕品田（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

员会委员）、罗微（副研究员，中国

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主任）、李荣启（研究员、硕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文化艺术理论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三位

专家担任副主编。以刘魁立、乌

丙安、朝戈金、叶涛、诸国本、徐利明、冯时、高丙中、罗桑

开珠、崔乐泉、巴莫曲布嫫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资深专家、学者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能

力的骨干力量共同参与编纂，辞条撰稿作者共576人。

这是首部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理论、概念和保

护实践，全面介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

表性传承人，总体反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就的

专科辞典。全书共计320万字、6636条，正文分为基本

理论、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五大部分。

正文的前三部分分别为基本理论、制度机制、实践

活动。这三部分辞条的设立与撰写，均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视角构思，既体现了辞书体例的严谨科学，又

富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专业特色。为了保证这部

分辞条的学术质量，著名文化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资深专家刘魁立、朝戈金、高丙中等参与了撰稿、

审稿。

正文第四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主要

收录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及其子项目。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体系，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开创性

意义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

重要内容。2006年~2021年，国务院共公布了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57项，并按

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3610个子项。这

些经过层层甄选、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是中华民族情感与精神的基因，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大辞典》遵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分类体系，将这部分所收辞条分

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等十大类别。每一类别条目按照第一批至第五批顺序排

列，以便于修订时增补新批次项目辞

条。辞条释文包括条目界定、获得国

家级代表性项目批次、分布区域、历

史沿革、技艺特点、主要价值、传承情

况等内容。

正文第五部分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收录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及增

补的优秀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代表

性传承人不仅掌握着绝技、绝艺，而

且具有执着、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的实

践活动为基础的文化遗产，其核心是人。在众多代表性

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中，文化乃至文明传承得以实现。

传承人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而对他们的保护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核心。根据国务院《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

法》，截至2018年，文化部已相继评定并公布了五批共

306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大

辞典》此部分辞条的释文内容包括：传承人基本信息

（生卒年月、性别、籍贯、民族、所传承的项目名称、获得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批次）、师承情况、传承实践、主

要成就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大辞典》学术性和前瞻性，该书编

委会经多次研讨、仔细筛选，增补了115位尚未列入国家

级名录的传承人辞条。其中包括早期部分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中华艺文奖获得者、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薪传

奖获得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客座研究员，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推荐的有水平、有创新、有影响力的中青年

传承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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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生命与杂文同在”
关键词 杂文 生命 艺术

○苏少伟

近来，我总是想起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宋志坚老

先生，其“杂文人生”，想起来就很感慨。宋老先生是

“杂文派”。其杂文，在平淡中有隽永，在回环往复的论

证中蕴含道理，并时有警醒之语。其文章是“勇敢的呐

喊、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坚持”。他一生的杂文写作，宋

老先生自言是“戳开鱼尾巴的‘不懂事’”。而我们阅读

这样的杂文，却会有一种快意。其杂文、杂文理论，时

有人评论。赵玉根也说宋老先生的《杂文学初论》，“以

斫破的精神和独到的探求，将杂文的理论研究推向了

新的高度，达到了新的水平”。

了解宋老先生的前半生经历，我们会觉得他的杂

文成就的取得，近乎是神迹。他跟我讲过自己的一些

人生往事。有几个关键点可以概括这一段生命历程：

读了一年半高中，就离开浙江、来到福建，走上工作岗

位；三年后，就成了下放干部下放农村；又三年后，“上

调”福州二化，“三班倒”；此后，被病魔不断纠缠……他

轻描淡写地讲出了自己的往昔，而我只感觉到那种一人

孤行的勇气，那种壮士踏破风尘的形象，那一道道等待

突破的关口。关口多烈风！而宋老先生都闯过去了，并

且在杂文的一席之地内有所成就，岂不令人震撼！

有一个雨夜，我翻看他的《未了集》。随手翻到勒

口页，上面印着宋老先生的作品名录。数一数，有20种

之多。这就是他的杂文“王国”。

我曾经读完这本书，满怀兴奋地写过一篇评论，开

头第一段就是：“未了之事在于艺术。以艺术为人生之

参照，睿智且浪漫。”这不是我随意乱发的感慨，而是真

切地感受到宋老先生的杂文人生而抒发的肺腑之言。

我认为“杂文”二字，才是宋老先生的“事业”！他从

不怕揭露丑陋而致怨恨，不怕真诚地袒露心声而被攻讦，

“不管有没有人讨厌，总是要说”（《写杂文的人———〈未

了集〉代序》），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见解。

关于杂文的一些艺术问题，宋老先生显然有所思

考，而且得出的感悟，对我们也会有启发。他这样说：

“写杂文的人，要有点见解。杂文的价值，见解第一。

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写杂文的人，要

有点学养，落笔就掉书袋，著文便见硬伤，都会使杂文

显得浮浅，缺乏文化底蕴。写杂文的人，还要有点艺

术。要用最艺术的方式去说最敏感的问题。能否‘说

三道四’，仅从主观上说，也与这三个方面有关。这其

实也是我的杂文创作之追求。”

他对杂文的纯粹热爱，他对艺术的忠诚，他的坚定

的意志，这才是他在我心里的一种形象。他可能没有

世人的那种杂多的俗世之念，或者他也可能只是一个

常人，但他有种对艺术的自觉。所以，他写文章、写书，

直写出“自己”。这种纯然的感情，支持他不断地接触、

不断地开拓。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开阔阅读视野。有一

次，我到了他家，聊起了最近在看的书。

“最近在看《资治通鉴》。已经看到汉元帝那一朝的事

了。”宋老先生到了晚年，似乎有一种对于古代典籍的热

爱，特别是在史书方面。而这恰好是我在年青时喜爱的。

所以，我接着他的话说：“《资治通鉴》我以前看过，

看到汉宣帝时就没再看下去了。”

“哦，那我们俩，进度差不多。”他还说会继续看《资

治通鉴》。果然，一年后，这部书他就看完了，而且还写

出一部30万字的书稿。而我对《资治通鉴》的阅读史，

却一直停在汉宣帝那一朝。

他对这种大部头的书，能有坚持，能有思考。这是

一种有训练的阅读耐力，体现了人的意志、人的坚持

——这也正出于对艺术的高度自觉。

宋老先生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当面教育我，而是

他对我说了一通话，经过日子沉淀，经过与他的作品相

互印证后，一点点地激起我的一些思考。其实，从宋老

先生身上，我真切地感受了一个命题，那就是：艺术到

底有什么意义。

后来，我的想法是：“生命并不能放在容易消逝的

东西上，因为它们是流动、易腐朽、不永久的。这句话的

反面就是，艺术的领域是永恒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断

丰富的。就像一个魔瓶，看起来就是一个小空间，但永

远也装不满水。艺术能够储藏无尽的能量，并在适当的

时候被召回。所以，在一些艺术家的身上，我们会见到

光辉，那是因为生命力被召回了。当一个老人，他有那

些艺术作品，我们感受到他的崇高。我们可能并不是在

向一个具体的‘人’膜拜，我们是在向生命力膜拜。”

宋老先生的杂文及其所蕴含的能量，便也如此。

他曾经说自己“生命与杂文同在”，这也是他站在我面

前时，我一次次强烈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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