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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经济急剧下滑，许多公司濒
临破产。2020年美国大企业迎来破
产潮，如老牌租车企业赫兹、拥有113
年历史的高端百货公司 Neiman
Marcus、米歇尔·奥巴马热捧的服装
品牌J.Crew；中国的女装大牌艾格、
辽宁大型国有企业华晨集团也宣布
破产。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寻求破
产保护？危机会带给从业者哪些经
验和教训？由巴曙松和吴卫军领衔
推荐的这本畅销40年的经典著作将
给中国当前的企业纾困问题以及不
良资产处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是的，我们去了巴基斯坦》
杨晓文、李英武摄影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2月

《小红花》《灰里焰》《倒春寒》《兰
花草》《长生林》《推冰人》，如同一个
个不知名的词牌，引出一阕阕浅吟低
唱，这里没有成王败寇，没有一波三
折，只有跟你我一样的路人甲乙，过
着跟你我一样的昨夜今朝。

本书收录了韩今谅的六则短篇小
说。六段生活，六个视角，多少毅然曾是
枉然，多少愕然终得释然，不同的爱恨羁
绊，相似的孤独坚忍。愿读者阅尽其中
诸般况味，也更珍重自己的喜怒哀愁。

巴基斯坦，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一
个充满了神秘的所在：一方面，因为
与中国友谊深厚它被称为“巴铁”；另
外一方面，我们仿佛又对这位铁哥们
知之甚少。巴基斯坦的人和土地是
怎样的？他们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
何不同？他们跟我们的文化有何不
同？那里真的很危险吗？

45天从北到南，走遍巴基斯坦7
个城市，老牌驴友杨晓与“阅人”无数
的摄影师李英武，用笔和镜头记录了
下自己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所有。他
们的讲述中，有一场旅行准备的事无
巨细，从住宿、饮食、药品到穿戴、礼
物、交通；有让人惊喜连连的超高性
价比别墅民居，一晚上只需要30美
元，房东还给留下了自己的两位仆
人；有参加过1990年北京亚运会，仍
珍藏着运动员证的大胡子警察；有大
街上男人之间手拉手甚至还十指相
扣，只是为了表达兄弟之情……

本书的文本是一首充满韵律和节奏
的诗歌，爸爸和女儿准备好工具要建造一
些东西为他们的人生来做一些建设。在
没有门的地方，造一扇门；建一座房子，来
做他们温暖的家；做一块手表记录时间，构
筑彼此的未来……盖一座城堡，把敌人挡
在外面，但也要知道如何与他们和解。无
论是上天入地，乘风破浪，岁月静好，父女
两人始终在一起完成……奥利弗·杰夫斯
用充满诗意和爱意的语言，温馨静谧的
色彩和画面讲述爱的意义，家庭的重要
性，以及所有通过爱而形成的强大纽带，
阐释了“人类终将彼此需要”的温情。

推荐理由：叶嘉莹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古典诗词专家，本书首次汇集叶先生自1938年至2008年七十年间
的习作、论文、杂文、诗词手稿五十五种，这些手稿来自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中国台湾大学图书馆典藏及叶先生
本人提供的手稿原件，其中多数虽已在七十年间陆续发表或刊布，然而手稿则均属首次出版，且多为叶先生在
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极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叶先生高中与大学时代的习作手稿则完全属于首度面
世，并录有戴君仁、顾随先生等的评语，是近代教育、学术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

《叶嘉莹手稿集》，叶嘉莹著，巴蜀书社2020年8月出版。

国境线上的童年
李芳

对话超越时间的审美情趣
龚莹莹

《国门小学系列》，王新明著，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2020年08月出版。

大家 书读 《天青色等烟雨》，沈荣均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拿到《国门小学系列》，首先吸引
我的是封面上清新优美的图画，一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恬淡和快乐。这
是什么地方啊，景色这么美！还有一
个疑惑就是，什么是国门小学呢？这
是哪里的一个特殊学校吗？
原来，这么美丽的地方在云南中

缅边境线附近，这里既有绵延的大山，
也有宽阔的大江和潺潺的小溪，还有
高大古老的榕树和珍贵的犀鸟。多个
民族的人共同生活在这里，坚守着自
己的文化，建设着自己的家乡。而分
布在边境线上的一百多所小学，被统
称为“国门小学”，中缅两国的孩子在
这里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相较于其他小朋友，这套书中的

小朋友的童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生活在广阔的田野山间。这

套书中的边境风光带着自然、舒适的
乡间野趣，这给予了书中的小主人公
们一个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恣意成长的
环境，造就了他们纯真善良的性格，也
成功吸引了小读者的兴趣。书中的孩
子们把大山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在
山中观察野生鸟类；在小溪边溪水、捉
鱼，在芦苇荡中坐船开会；在大榕树下

听老人讲故事……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孩子们丰

富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在生理及心
理上的成长。《凤凰花下的呼唤》写出了
缅甸哈尼族女孩罗白羽和“疯子”妈妈之
间的情感变化；《在佤乡等信来》则写出
了离异孩子对自己身世的探究，对母爱
的渴望，对亲情的珍惜；《童眸中的彩虹》
则写了中缅混血女孩温雅在猫猫箐村的
生活，她双目不能视物，想要治病却没有
钱。个人的痛苦和全村的命运交织在一
起，让温雅陷入了思索中。《犀鸟与少年》
则反映出人与自然的矛盾，呼吁我们爱
护大自然。展现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多
元文化。书中不仅有中缅两国不同的风
俗习惯，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撞击。

作者用轻盈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中缅
边境线的青山绿水，展现了少数民族异
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巧妙反映了中缅小
学生生活和成长中的烦恼，描绘出他们
多姿多彩的童年生活。在这些小主人公
身上，小读者们会看到正直善良的品质，
学到坚强乐观的精神，在赞叹同龄小伙
伴的同时，也会对比思考自己的生活，并
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想，这就是这
套书最大的意义吧。

朱光潜在《谈美》一书说道：“情趣
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
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四川作家沈
荣均以陶瓷器皿为对话具象，通过手
工与历史、艺术与生活的碰撞融合，追
溯八千年时代美学，见证东方文明变
迁，为读者奉献了一册意蕴丰富，贴近
生活，情趣十足，超越时间的审美随笔
《天青色等烟雨》。

陶瓷、色彩、鉴赏和生活，是此书
的四个关键词。
一、以陶瓷为具象，见证文明变

迁。见证人类文明的生死罔替。“生”
是一个过程。作者以文明起源和发
展为背景，从八千年前土陶时代讲
起。文明初“生”，只有一些粗糙的
釜、豆、瓮、鬲、甑；辗转到汉砖，人首
蛇身的女娲伏羲是繁衍的凭据；而唐
宋以来的葫芦瓶、孩儿枕、鸡缸杯、斗
笠盏、兽钮炉、美人肩等，更是承载日
常温热的器皿。作者边考究边辅以
《诗经》《弹歌》、唐诗宋词元曲，文明
碎片在精妙的笔端站立起身，再现
“生”的过程。“死”是一种态度。各地
出土的陪葬陶俑，大型有秦俑，小有
俳优、侍女、庖厨、妇孺以及鸡、鱼、
猪、羊、马、牛、犬等生灵。陶做的俑
自带幸福的表情，他们以各种姿态还
原千百年前的日常，带着尊严和满足
直面死亡。“生”与“死”之间，也即
兴与衰的更迭。
二、以色彩做注读，扩展审美意

象。陶瓷的色彩变化，投射东方文化
的审美共识。中国人定义颜色的方
式，就是看待世间万物的方式，陶瓷
的色彩便是东方时代美学的直观投
射。作者认为大众审美，通常带有追
捧之意，用《自信的三彩》引《三国演
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
久必合”。双色釉陶的时代结束，盛
唐三彩便横空出世，不论审美趣味如
何改变，色彩赋予的视觉映像亘古未
变。动物性的人，崇尚植物的色彩，

是农业文明社会民间与精英的审美共
识。春华秋实，寒暑易节，绿是生机活
力，黄为秋实初满，蓝则代表中西文化
的交融。以天青色为例：“雨过天晴云
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在审美上超越
了佛道，融合了儒学，集中指向理学的
精神。还有不可思议的黑与白，以曜变
天目为代表，是淡泊悠远抑或光明朗洁
的人生意境。明清时期，随着资本扩
张，奢靡之风盛行，民间审美喜欢闹热，
媚俗，而康熙五彩讲求雅俗共赏，谙合
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作者对瓷器
的色彩来历和意蕴均做了深入浅出的
导引。可以说，色彩是《天青色等烟雨》
这本书最绚烂的表达。瓷色的细微之
别，讲述色彩审美的绝世之境。审美作
为一种艺术修养，更能促进人性的提高
升华。作者推崇文人引领的审美风潮，
是因为读书人境界高，抱朴守素，对美
的审视更是到了极致细微处。将瓷色
中蕴藏的东方文化和古老智慧带入一
种绝世之境。

三、以鉴赏为笔触，追寻文人境界。
关照民间立场。《抵达晨曦和黄昏》一文
说，“宋代的宋词走下诗歌神坛，步入民
间，盛装宋人雅事的器皿，也外化于物，
内化于心，浸润着日常生活，俨然血脉流
淌。”不仅是器皿，古画也是。作者将宋
代社会总体划分为读书人和市民两个圈
子，精神层面各自独立，生活层面相互杂
糅。这个特点在青瓷釉色上体现为“雨
过天晴云破处，梅子硫酸泛青时”，分别
代表官窑和民窑两大系统的审美。普通
的读书人，把书生意气留在身边，家国情
怀放进梦里，高枕着“家国永安”的枕头，
带着小人物真实而崇高的性情，埋头做
事，做小事，做善事。

四、以生活为调料，佐饰人间百味。
对生活充满欣赏，超然旷达。沈荣均笔
下的生活，多见幸福生活。他说：“日常
生活，花香四溢。美的兴趣，折向内心。”
人生百味不过如此，生活为调料，苦难是
养分。与生活相互调侃，随缘自适。

分享 读悦

叶嘉莹先生是当今世界极负盛名
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学者、诗人，自
一九五四年台湾幼狮出版社出版先生
第一部作品《夏完淳》至今，先生著作
出版已有近七十年历史，而综计先生
平生所出版之各种著作及不同版本，
则更有百种以上之多。

相比之下，这部《叶嘉莹手稿集》
所刊印的，则是先生一九三八至二〇
〇八，七十年间的旧稿，其最早为先生
高中时代之习作者，距今已有八十二
年之久，且多数手稿已在七十年间陆
续发表。然而尽管如此，这部书无论
对先生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有其全新
且独特的珍贵意义。其所以珍贵之
处，并不在于先生今日之久为世重，天
下闻名，而如一般以名家之手稿使人
见猎心喜而已，而是在于这些七十年
间的手稿，对于先生而言，有不少因
缘、往事和心谊值得追叙。对于读者
而言，这些七十年间的手稿，更有其足
以反映先生之学问才华、品格修养乃
至意志理念，而所反映之深微切近，又
绝为其他任何著作所独无者。

先生对于自己的手稿原无宝爱自
矜之意，除去青少年时代的习作手稿，
因其上有师长的评改之语而为先生所
世袭珍藏以外，对于一切论著手稿，待
其发表以后，先生便不再郑重保存。
是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先生之手
稿，仅是幸未星散遗失的极小部分而
已。二〇一三、二〇一四年之间，为了
庆祝先生九十华诞，中国台北地区、天
津、温哥华先后举办了先生手稿著作
之展览，先生之手稿始得到初步的统
计与重视。

二〇一五年，南开大学迦陵学舍
落成，先生自加拿大携回之文稿书籍
悉数存入其中，手稿方得以全面清点
与陈列。先生本无意出版自己的手
稿，即因这些旧稿多已发表之故。直
到去年，在我们的建议之下，先生始同
意出版《手稿集》一书。先生并曾函请
中国台湾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其所典藏
的十二种手稿之扫描档，其后又请闫
晓铮师弟将迦陵学舍所存四十三种手
稿陆续扫描，如此才有了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时间跨度逾七十年之久，包括
先生习作、论文、杂文、诗词五十五种
在内的《叶嘉莹手稿集》。

在无纸化阅读泛滥的今天，手稿
以其独有的个性与温度所赋予的文献
及艺术价值，逐渐受到读者的青睐，但
仍然无法改变手写传统已然不绝如缕
的普遍现实。而叶嘉莹先生出生于一
九二四年，完全是在传统中成长起来
的。虽则先生晚年为了使用电子邮件
也学习了电脑打字，但其平生文字却
无一不是以手稿形式书写的。在这部
《手稿集》中，读者可以亲切地认识传
统中成长起来的“先生”，是如何通过
写字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来表现其
学识、品格和修养的。

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先生陆续撰
写了不少论著，然而手稿则多已散佚，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手稿，是先生
一九七八年所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
批评〉后叙》。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是
先生学术上最为高产的时期，本书所收
手稿亦以此一时期为最夥。八十岁以
后，先生仍然坚持研读与写作，其晚年

文气依然不减，而笔力（此指写字）则未
免稍衰。综观先生平生论著的手稿，不
仅横竖不拘，简繁不计，而且往往字迹
甚为潦草，用纸亦略无讲求，而写作之
地点复遍及海内外，有时甚至同一篇文
稿，其写作之时间前后相隔数月，写作
之地点则更相去有万里之遥。然而这
一切都无碍于先生下笔之际精力之弥
漫与文气之贯串，诚如邓广铭先生之所
言：“其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闳开
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
其主题。”（《〈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三
版题记》）此实是先生论文的最大特色，
而直接面对原始的手稿，读者定能得到
最为真切的印象与感受。至于形成这
一特色的原因，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生平

生为人为学“主诚”与“认真”的态度。
早在一九五七年所写的《说静安词〈浣
溪沙〉一首》一文中，先生便曾说自己之
为文，乃是“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
手”，一九九〇年先生又有诗句云：“我
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
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此
诗《迦陵诗词稿》未收，见先生之《论纳
兰性德词》）先生平生所写皆因其内心
有真切之感受与深刻之理解，所以一
旦发为文字，就能对其所描写评说的
人物及作品作出最为精诚充沛的阐
发。这也正是何以先生所写的学术性
的论文而往往表现出一种近于诗歌的
兴发感动之风格与力量的缘故。
第二点原因乃是得之于先生平生

教学相长的触发与沉淀。先生平生最
大的兴趣是教书，投注最多的也是教
书，她原无心要成为著作等身、立言不
朽的学者，只是为了平生师友与工作
的种种因缘，才撰写了不少的论著。
先生在课堂上一如其老师“全任神行，
一空依傍”，结合着感发与联想的讲授
方式，最为世所熟悉与称道。而且在
大陆与台湾时期，先生往往同时担任
多所学校的教学，也因此对课程中所
讲授的内容更多了沉潜反复的涵咏和
积淀。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当
先生操觚命笔，撰为论著之际，便能将
平日堂上的深情锐感、妙悟精思加以
迅速的剪裁和完美的熔铸。在手稿中
我们看到先生繁简混用，字迹潦草，笔
势连贯，其文思之敏捷，正有如陆士衡
所谓“操觚以率尔”，而文气之滂沛，则
又如苏东坡所谓“万斛泉源，不择地而
出”，那便也因为先生平日讲授有得，早
已成竹在胸的缘故。
第三点原因乃是先生所主以“兴

发感动”来评说诗歌的方式，益之以
先生在“能感之”与“能写之”两方面
的禀赋与才华，遂使得先生在行文中
能够运用古今中外各种材料，对诗歌
中感发之生命做最为深入细致的传
达。我们在手稿中所看到的中英文
蝇头小字的注解即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点较易为人所忽略的原因，

就是先生虽在“一身萍寄，半世艰辛”
的人生岁月中，以其坚忍的品格与深
厚的修养所始终保持的健康的体
魄。盖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即曾
说过“体弱不足起其文”的话，先生平
生更常常引用杜甫的“客子斗身强”
的诗句来表示自己在困苦磨难中的
毅力与坚持，而健康的身体自然也是

先生之文气至老亦未曾稍衰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

本书目前所收先生论著之手稿虽仅
截止于二〇〇八年，但实则直到现在，先
生也仍时有写作。这三十年间的手稿虽
然仅是先生平生论著的极小部分，但却基
本可以显示出先生平生治学的整体态度
与风貌，尤其到了晚年八十岁以后，先生
还依然坚持研读与最严谨的学术写作，这
种精诚笃至的毅力与品格自是值得我们
深深景仰和敬佩的。手稿中尚有无数隐
微的细节留待细心的读者去发现，如偶然
出现在稿纸上的长长的斜线，据先生之回
忆，竟乃是她深夜属文倦极思睡时留下的
印记，这种深微切近的阅读体验，自是除
手稿外，其他任何著作都无法呈现的。

对于先生而言，本书所收早年手稿
既都是她学生时代的习作，所收论著手稿
又都早已发表流传，因此她原无将之整理
出版之意。然而这些手稿却都经历了时
间的流逝与人世的变迁，保存至今，幸未
散佚，其中有的可以作为历史与时代的见
证，有的则记录了不少珍贵的往事和心
谊，还有的甚至反映出先生早年便已蕴蓄
的平生之意志与理念，这些就都使得本书
在内容方面也具有了极为特殊的意义。

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么多珍贵的先
生论著之手稿，尤其应该感谢四川大学
的缪钺（一九〇四——一九九五）先生。
缪先生当年以汪容甫与刘端临学术订交
之事相似，坚邀先生合撰《灵谿词说》的
往事，早已成为现代学林的一段佳话。
如果不是因为缪先生的欣赏与邀约，以
先生当年讲学之忙碌，想必决然不会留
下如此多篇词学的专论。而先生和缪先
生“相与合作”的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
恰好也是她学术生命最为旺盛的时期，
因此本书所收先生论著手稿不仅以此一
时期为最多，也以此一时期为最具代表
性。然而此一时期的手稿之所以保存较
为完善的缘故，并非先生认为其具有较
高的学术上的价值，先生所重视的乃是
这些手稿实为她与缪先生合作之心谊的
美好的纪念。盖这些手稿不仅其上多有
缪先生精心题写的篇名，复经过与缪先
生细致的讨论，正是汪容甫《与刘端临
书》中所谓“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
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的最好的见证。
阅读这些手稿，更可以使我们生发出“百
年易尽，天地无穷”，学术之志业正贵在
传之于久远的一种深长的感动。

本书在版式背景上采取了“花开莲
现，花落莲成”的设计，以表示先生与荷花
的因缘，以及她充满苦难与智慧的人生历
程。同时在各个时期的手稿之后，也排入
了相应的先生及她与师友的照片，读者不
仅可以看到先生“一身萍寄，半世艰辛”
的人生轨迹，配合着这些照片与手稿，更
能亲切地感受先生与师弟友朋之间的深
厚情谊、学术志业与词人风雅。三十年
前，当先生为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手稿
撰写序言时曾说：“虽时移世往，后之学
者已无由接其謦欬，然而读其书法，或者
仍可想见先生精神风骨之仿佛乎。”（《顾
随先生临帖四种》序）这部《叶嘉莹手稿
集》虽不是先生的书法，但却饱含了先生
之时代与生命的记忆，而先生之精神风
骨，德业辉光，正可藉由这些手稿，庶使千
百年后的读者，想见其人，如闻謦欬，而文
化之长流与先生之生命，乃正复绵延不
绝，生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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