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幸运，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且把
故宫当作我一生的写作资源。对故宫的书
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回看我们
民族的历史，回看我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走
过的路。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

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
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如李白
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
语，恐惊天上人。”
我非常喜欢故宫的这种安静。偶尔在院

里走路，会遇上哪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故
宫里各门类的专家都有，每个学者都有他的领
域。“所见皆是师”，而且互相平等，不论老幼，不
论地位高低，和谐友善。我珍视这个环境，觉
得很温暖。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不会火爆，
也火爆不了，但静水流深，很安静很长远。
故宫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我们的美与

善，也照见了我们的丑与恶。卑鄙的人从中
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
情有独钟；而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了高尚，这
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
的未来。在故宫，依然可以找得见日常生活，
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
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不仅
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
故宫就像一个迷宫，复杂而深邃，故宫的

存在本身就带有悬念，当我们解开了一个悬
念，就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悬念跟在后面。总
之在故宫，我觉得我了解得越多，就发现自己
了解得越少，它使我处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中。
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

殿，在它背后，是五百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
重建，直到它六百岁生日时，大修才真正完
成，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留给下一个六百
年。这是一项持续了六百年的工程。就像横
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
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仆后继地

持续了两千多年。敦
煌莫高窟，自南北朝
至元朝，也经历了一
千年层层累聚。中国
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
完成的，也不会成为
一个死的标本，而是
一个不断生长、新陈
代谢的生命体。
故宫到底是什

么？它是一座凝聚了
中华文明之美的城
池。万万千千的劳动
者成就了它的美。它
不是帝王的私产，更

不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
的文明成果。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
万物的和谐，来自真与善的赐予。每当有恶
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会
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就像我们身体里
健康细胞与病变细胞的博弈一样。在这样的
博弈中，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
硬朗和健康。
故宫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样本，足以支撑

我的写作道路一直走下去。我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打量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它，而永远不
知疲倦。故宫滋养着我的写作，让它日益枝
繁叶茂。我相信我的写作也一直在成长。

历史太过生动
坐在书斋里编不出来

记者：您已经出版过多部关于故宫的书，比
如《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本
《故宫六百年》与此前的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祝勇：《故宫六百年》是一部综合之书、一部宏
观全景式的作品，讲述到故宫（紫禁城）六百年的
历史，涉及故宫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筑、事件、人
物、文物等。相比之下，我以前的作品，谈故宫古
物，谈隐秘角落，甚至透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
讲苏东坡，都是故宫的某一个侧面。故宫广阔浩
大、繁杂无边，一本书收纳六百年，很难。《故宫里
的大怪兽》作者常怡在《故宫六百年》“云首发”连
线时说，写这样一本书需要勇气，我说，我胆大。

但光胆大不行，还要心细。首先要解决结构
问题，写故宫，和建故宫是一样的，都要先解决结
构问题。结构想好了，就成功了一半。然后，需要
细节来支撑，它才不会大而无当。我查证了大量
的历史文献，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这座宫殿才不
会是空寂的宫殿，而是有人在活动，也让历史变得
有血有肉，亲切可感。比如在《养心垂帘》那一章，
我写曾国藩走进紫禁城，到养心殿见慈禧太后，这
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彼此的对话，表面上温文
尔雅，波澜不惊，实际上波谲云诡，充满了试探和
角力。这不是我编的，而是来自真实的历史记
录。历史本身太过生动，我们坐在书斋里编不出
来，因此我一直认为，非虚构比虚构更有力量。

记者：在《故宫六百年》中，您在思考短暂与
永恒，建筑与藏品，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政
治与文化，皇家与民间，这其中蕴涵着对立统一
的哲学关系，那么您认为写故宫的难度在哪？

祝勇：写故宫的书，不能停留在叙事的平面
上，满足于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拎”起
来，有形而上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
视角。我们对历史的表达，一定要有自己的历史
观，这样文本才有唯一性。写作者要有问题意识，
有能力提出问题，然后再解决这些问题，哪怕不能
解决，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在写作过程
中，我一直在考虑故宫是什么，应该放在一个什么
样的坐标系上去写，是写王朝的故宫，还是写文化
的故宫，这“两个故宫”到底是什么关系，故宫六百

年，充斥着善与恶，如何看待这些善与这些恶，等
等。这些问题想不清楚，整本书都是白写。这些我
都在书里作了回答。

写故宫就像建造故宫
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

记者:书中诗意的语言段落特别多，比如“层层
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您如何理解
历史建筑的诗意？

祝勇：我对历史的叙述，一直保持着文学的风
格。我并没有刻意考虑诗意的语言，这可能是我多
年写作形成的习惯，我不喜欢以白开水似的语言讲
述历史，那其实还停留在业余写作的阶段。语言是
写作的基础材料，一个好文本的打造，语言首先要过
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正像紫禁城的建造，
每一个细节都应当精益求精。

记者：这本书“超文体”的特征明显，以大散文
为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写法，您如何定
位“散文”“非虚构写作”？

祝勇：其实我也没有受这些文体概念的束缚，我
认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丢
掉条条框框，才能写得酣畅，写得自由。这部《故宫
六百年》，延续了我一贯的散文写法，但它整体上又
不像散文，也不像非虚构或纪实文学，很难归类。假
若拿去评奖，实在不知道该评个什么奖，所以《当代》
杂志给了我一个文学拉力赛总冠军，只笼统地说是
“长篇作品总冠军”，至于是长篇什么，他们没有说，
也没法说。我理解他们的“苦衷”。至于你说，《故宫
六百年》以大散文为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
节，只是小说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虚构，是在写作中
自然形成的。它是一支交响乐，是由不同的乐器、不
同的声部联袂完成的，因此才能具有一种气势磅礴
的力量。

记者：您在故宫工作，一直写故宫，拍故宫，日
日与故宫相处，那么写起故宫来仍觉得很难吗？

祝勇：故宫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存在，它本
身就是“跨界”的，要把许多学科打通，否则只能一叶
障目。这决定了这次写作必然是“综合写作”，这个
文本是“综合文本”，丰富而庞杂，需要一个比较全面
的知识结构，才能游刃有余。这就像故宫本身一样，
它内部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宫殿楼阁、水榭山馆一
应俱全，但彼此并不“打架”，相反形成了一种大和

谐。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和”的力量。故宫三大
殿分别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是故宫
文化的核心。

故宫在数百年间
积聚了深厚的文化能量

记者：您曾经说，在故宫博物院里工作，“气息
跟外面不一样。心非常静。有人说，故宫有自己的
时间。我深有感受。”现在这个时代节奏匆忙，故宫
对您起到了怎样的滋养作用？
祝勇：曾写过《再见故宫》的女作家安意如跟我

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
说，这得之于故宫的滋养。紫禁城在数百年间积聚
了深厚的文化能量，这些能量释放出来，我们故宫博
物院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充分汲取到这样的能
量。我在《故宫六百年》里说了，故宫是一座凝聚了
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
自万物的和谐，来自我们文明中真善美的赐予。这
些美的创造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与他们相隔数百
年，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每时每刻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所以故宫是养气
的，我们说修养，修是主动的修行，养则依赖客观环
境，在这方面，我作为故宫一名工作人员，深感幸运。
记者：现在故宫游很热门，也被越来越广泛的

普通人所了解、走近，成了“网红”。但是其实要真
读懂故宫，还需要读书和思考，您有怎样的建议？
祝勇：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故宫研究院，我原来负

责的研究所叫影视研究所，前不久改为故宫文化传
播研究所。影视研究所，原来比较注重故宫题材影
视作品的策划，比如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
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一些，包括我这些年出版著作、
发表文章、进行演讲，都是故宫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有朋友问我，故宫这几年为什么这么热？我想

这首先因为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居住的这
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最大的
木结构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超过186万件
（套），许多文物天下独绝，比如李白书法真迹，全世
界只有一张，就是故宫博物院藏《上阳台帖》。它深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故宫魅力的最主要的来源。
故宫博物院这几年通过新媒体，以全新方式传

播故宫文化，产生了巨大成效。比如故宫博物院的
数字博物馆（在端门上）、微信“微故宫”、VR、纪录
片、综艺、“云直播”，还有我们与苹果公司合作研发
的《韩熙载夜宴图》APP，我也参加了此项研发，这些
都颇受欢迎，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在这方面，故
宫博物院可以说是先行者，有勇气，有魄力，有担
当。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戏说，不能随意演绎，而是
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所以王旭东院长提出：
“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
撑，活力故宫是根本。”
记者：《故宫六百年》在直播平台举行“云首

发”，累计观看人数超1800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12
万人，直播账号涨粉率超300%，您预先想到会有这
么大的热度吗？
祝勇：说实话，这让我这个长期依赖纸媒的写作

者，体验了新媒体的威力。当然，真正了解故宫，不
能完全依赖新媒体。新媒体起到宣传的作用，要深
入了解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依然需要通过阅读来实
现。新媒体实现传播的广度，阅读则可以抵达思想
的深度。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变成只有信息、没有思
想的时代。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读书推荐语：“没有
什么事情，比读书更能体现‘静水流深’这四个字的
含义。”

印 象

祝勇“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
■ 文张艺桐

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
巴特写《埃菲尔铁塔》，都成为文学
经典，这些作品给了祝勇很大鼓
舞，“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
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
建筑是完全可能的，文字不
仅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构
成了一座建筑。”
近些年，作为故宫博

物院的研究者，祝勇沉潜
进故宫的时间和空间里，他
遨游着，书写着，或借物咏
怀，或凭卷追思，用文字表达
故宫的典故与传奇。关乎故宫
的作品一本接一本，硕果累累之
势，在纸上描绘出一座文学的紫禁
城。2020年是故宫建成六百年，祝
勇自然不会沉默。他早早准备，从
2014 年初冬开始，写下了第一行
字，写完《故宫六百年》，前后用了
将近五年。这一次，他再次调动丰
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文学功力，
心心念念的情愫，将个人对紫禁城
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可以说
是祝勇持续进行故宫书写系列的
集大成之作。
紫禁城够大，六百年太长。面

对这座凝结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
之城，走进这座容纳进了无数的人
与事的故宫，人容易显得无力，乃
至失语。祝勇深有感受并想好对
策：“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
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
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我不
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
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
写城如同建城。祝勇在书中

俨然一名故宫的高级向导，他选择
移步换景的方法，在综述了它的肇
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他把故宫
“分割”成许多个空间，带着读者，
依次领略这座宏伟的宫殿。开始
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
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当大家
跟随着他的文字，走完故宫的主要
区域，从神武门出来，会不知不觉
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
望与重温。
对故宫的博大了如指掌的祝

勇，也对自己的书写保持了冷静：
“这是一座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城，
这是一座拒绝总结的城，我们看到
的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一个侧
影。它不是一句话、一个颜色、一
个形象，甚至不可能是一本书。”

通过文字来驾驭
一座伟大的建筑

故宫凝聚了
中华文明之美

祝勇谈故宫

李季达在党内资历深、地位高。
他在1920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
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等人一起从
事革命活动，1922年秋加入旅欧中国
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转为中共党
员，成为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成
员。“五卅”运动中，李季达临危受命，
出任天津地委书记。
天津档案馆与中共天津市委党

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
天津广播电视台为建党百年献礼合
作拍摄的大型党史人物纪录片《曙
光》第四季出现李季达的那一集，片
名为《求志》，是因为他在天津最后的
住所，正是当时天津市委所在地——
求志里。当年他和妻子王贞儒双双
被捕入狱，谱写了一曲慷慨壮烈的英
雄赞歌。

长沙路求志里
李季达与妻子走过最后的时光

李季达的妻子王贞儒出身天津名
门，是“五四”运动以后天津著名学生
社团觉悟社的社友，是天津妇女社团
女星社的重要成员，也是邓颖超在直
隶女师的同学和达仁女校的同事，是
继邓颖超、江韵清之后天津地委第三
任妇女部长。
李季达和天津市档案馆略有渊

源。我原所在的编辑研究部，有一位
退休老同志王成，他的祖父是天津著
名甲骨学家王襄，而王贞儒是王襄的
侄女、王成的姑姑。寻访李季达从王
成开始，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王成
的家位于和平区柳州路，书香门第，半
屋古籍环绕，而八十老翁，更有满腹陈
年旧事，对我絮絮道来。
1961年深秋某日向晚，在睦南道

王宅，邓颖超同志自北京前来探望旧
友，亲切地对王襄夫妇按照王家大排
行官称“二大爷”“二妈妈”。王成说起
他的印象，是邓颖超的上衣领口和袖

口都已磨成花白。
那正是建党五十周年的时候，于今

又已经过了五十年！王成听长辈说起，
当年邓颖超常到家里来玩，与王贞儒挽
手而行，并下榻于此。邓颖超特别爱吃
王家做的肉末炸酱和用白菜、大葱一起
烹制的酱酥小鱼。王家人都亲昵地称邓
颖超为“邓大姑”，这是天津称呼女士的
方式，王贞儒在家排行在大，按照这个说
法，则应该是“王大姑”。王家人也尊称
邓颖超为“文淑大姐”。

我原来对于李季达和王贞儒的事迹
一知半解，一直模糊地以为王贞儒是王
成的亲姑姑，其实她是王襄二弟王赞之
女，但王襄对她视如己出。她的叔父王
钊是天津著名篆刻家。

就在离王成家不远，长沙路和岳阳
道交口处，小巷两侧是普通砖木结构的
三层楼房，便是求志里。李季达曾在
1927年将中共天津市委机关转移到这
里，与妻子王贞儒于此半做潜伏，度过了
属于他们共同的最后时光，直到该年8
月被捕，此后长空渺渺，风流云散。

我和王成谈了一个上午。后来我又
带该集编导周相宜再来一次，又谈一个
上午。李季达和王贞儒的故事，于是真
实而立体起来。

李季达在津两年有余
度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战斗生活

李季达从到天津工作至牺牲，时间
两年有余，他苦心经营，率领天津党组织
度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战斗生活。
1925年 4月，李季达从莫斯科回国工

作，第一站是上海，未久，“五卅”惨案发
生，形势急转，陡然突变，中共中央急调
李季达来津工作。他甫到津门，即改组
地委班子，并与于方舟等人一起组织群
众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领导学生
罢课、商人罢市，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
海。此后李季达又召集宝成、北洋、裕
大、裕元四个纱厂工会罢工，尤其是“砸
裕大”事件，大涨工人声威。此间他又协
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天津海员和码头
工人罢工。

李季达力挽狂澜，然而这仅仅是开
始，因为迎接他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巨
浪，他和天津的党组织在波澜壮阔中不
断地斗争着。军阀当局血腥镇压，疯狂
阻挠，此后安辛生、辛璞田和数百名工人
及各界代表被捕。李季达组织营救，并
转入隐蔽斗争。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驱除
奉系军阀李景林，进驻天津之后，1926
年元旦，李季达组织举行了全市国民大
会，欢迎国民军和获释的各界代表和工
人。天津总工会亦举行升旗典礼。

因为李季达领导的中共天津地委采
取了正确的对策，全市工会会员发展到
万余人，中共党员发展到450余人，党支
部24个。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
主义派出军舰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国民
军，国民军被迫撤出天津，以褚玉璞为首
的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白色恐怖遍布津
沽。至是年11月，设在英租界义庆里
40号的中共天津地委联络机关遭到破
坏，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江震寰等
15人被军警逮捕。

1927年，白色恐怖更加浓烈，全国
局势再度急转，京津风云阴郁，奉系军阀

在南市枪杀江震寰等“十五烈士”，仅十
天之后，又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共
北方区领导和党员20人。
当此之时，李季达将党组织的重要

文件和500名党员的名单，让新婚的王
贞儒缝制一个白布包，存放在法租界浙
江兴业银行总行的第一号保险柜里。这
座建筑依然伫立，在和平路金街改造过
程里保护下来，如今那里已是星巴克咖
啡厅，成为“网红”打卡地。其实它不仅
是“网红”，而确是天津一处红色建筑。
因为北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天津成立
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李季达任省委宣传
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

李季达英勇就义前
大呼打倒军阀，坚持到底

1927年8月间，中共天津市小刘庄
区委管辖的海津地毯三厂党支部出了一

个叛徒，向在警察厅当特务的亲戚告密，
军警如获至宝，先秘密逮捕了团员工人
姚宝元。此后，在全市辖区内的大范围
搜捕秘密展开，李季达等共产党人危在
旦夕。

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粟泽不幸被捕，
军警搜查了粟泽在特一区三义庄“三吾
照相馆”楼上的居所（这处建筑今已不
存，遗址位于南昌路与芜湖道交口处）。
当时，李季达和粟泽共同负责纺织地毯
行业的地下党和工运工作，王贞儒挂念
粟泽的妻子赵玉玲，得到消息后立即去
她担任校长的南开体育社典华学校送
信，在门外等了一夜，赵玉玲终于回来
了，两人刚说了几句，军警突至，将她们
一同逮捕。

因王贞儒一夜未归，李季达次日早
晨去寻，也被敌人逮捕。事后才得知，敌
人搜出了赵玉玲寄给粟泽的一封信，信
封上留有赵的地址。而李季达王贞儒夫
妇对此并不知情。至此，中共天津党组

织有12人相继被捕。
李季达和王贞儒同时被囚，依靠前

来探望的王家人传递一些相互安慰的口
信，在狱中也曾见过一面。王贞儒目睹
李季达被严刑拷打，李季达经受酷刑，无
口供。
王成告诉我们，为营救李季达，中共

天津市委发动了天津商户具保，但筹集
来的钱被一个叛徒私吞了。天津商会会
长王竹林年轻时曾在王成曾祖家开的一
间打金箔的小店当学徒，后来发家，王贞
儒的父亲王赞又给他当账房，王竹林借
钱给王家疏通关系，甚至买通了褚玉璞
三姨太的弟弟。而褚玉璞一贯反共，又
才和冯玉祥交战打了败仗，故而对此置
之不理。

李季达、粟泽、姚宝元就义。当年
《益世报》有载，“……津埠人民皆一睹党
犯容貌”，李季达虽“发须过长，但面不改
色，立在车上，大声呼打倒军阀，坚持到
底……”，他的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
冠，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
天动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
感动”。李季达就义情形可以想见，这是
1927年11月18日的事。
李季达牺牲后，军警不准收尸，王赞

买通抬尸体的人，通过亲友王企增、张翼
甫偷偷将尸体抬出来，埋在天津老城西
门外白骨塔。后再觅遗骨，已不知所
踪。李季达牺牲后，王贞儒在1928年初
被中共地下党和家人营救保释出狱，归
家才知李季达已成仁，大哭一场，终生未
再嫁。
王贞儒一直在天津从事妇女、儿童

的社会救济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王贞儒调入天津历史博物馆。邓颖
超与她通信，重续旧日友情。王贞儒无
子女，也无住房，从1957年开始，王襄夫
妇将她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她退休后几
乎足不出户，时常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看
报刊杂志，听半导体，认真学习。邓颖超
多次来津看望年老多病的王贞儒，并从
自己的工资中为王贞儒补贴医药费，直
至王贞儒去世。

革命伉俪李季达、王贞儒

曾在津门求壮志
■ 文 杨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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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1968年生于辽宁沈

阳，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
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著有
《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
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故宫六百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