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历史情有独钟，顺便在阅

读古籍的时候心里常常生出疑问：

“是真的吗？”我想，真实与否，也许

考古学家们能给答案，因为他们是

有可能手里掌握着证据的人。郑嘉

励就是其一。

我和他属于自来熟。见面后还

没来得及打招呼，就能感觉到他的

专业知识喷薄欲出，没给我客套的

机会，直接带着我在西湖“扫墓”。

孤山上，每到一处坟冢他都细致讲

解，从墓的外形到墓主人的身世，再

及里面到底有没有尸骨，特别通俗

易懂。站在坟前，我已经忘了我是

来旅游的，脑子里那些风花雪月的

古诗瞬间灰飞烟灭，倒是在想，我该

默哀还是该去哪儿掐朵花献上？但

郑嘉励讲完这处，就奔下一处了，在

他回头之前我赶紧跟上他的脚步。

当时我就想，这地方难道是陵

园，怎么埋着那么多人呢？从林和

靖、苏小小、秋瑾、章太炎到岳飞、于

谦、武松……郑嘉励用他的专业知

识刷新了我对西湖的印象。

我的案头多了一些考古专家的

书，郑嘉励让我用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阅读历史，我想我离真相更近了

一些。他说他少年时期特别想未来

做鲁迅那样的人，听他这么说的时

候，我立刻在脑子里把两个形象对

比了一下，还是郑嘉励更可爱。

郑嘉励是考古专家里最具有跨

界气质的。他拿起话筒能当主持

人，有他在，你丧失语言功能他都不

会冷场；他拿起笔就是作家，出版过

《考古四记》《考古者说》等著作。要

是哪天谁说郑嘉励跨界当歌手了，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看他分享

流行歌曲不是一次两次了。总之，

在郑嘉励身上有无数的可能性。人

到中年，却看不出中年，从他犀利的

眼神里，能见到青春才有的清澈光

芒。郑嘉励热爱考古，他说读墓就

是读人。曾经面对白骨的恐惧早已

变成敬畏，在田野里寻找历史，在历

史中叩问真相。

郑嘉励说他的那本《读墓：南宋

的墓葬与礼俗》太过专业，我肯定看

不进去。其实我还真看完了，虽然

有太多的考古术语和生僻字，我是

捡我看得懂的地方看的。比如从朱

熹的《家礼》看出他的儒家思想及丧

葬观。阅读历史，就是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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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平长篇新作《野芙蓉》，“70后”成长记忆浮出水面

拨动内心怀旧的琴弦

口述 骆平 整理 何玉新

骆平是四川成都人，四川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曾出版长篇小说《爱情有

毒》、中短篇小说集《过午不食》等十余

部作品。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推出骆平的长篇小说《野芙蓉》，她用

文字拨动人内心最敏感的一根弦——

怀旧的琴弦，以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

纯情故事。

“70后”的童年记忆

时常出现在我虚构的小说里

我出生于1976年，一岁左右时，
跟随父母来到四川师范大学。从大学
的附属幼儿园到附属高中，18岁以
前，我几乎没离开过这个地方。上世
纪90年代，我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
文系读书，毕业后又回到四川师范大
学任教，直到如今。
四川师范大学位于一座名叫“狮

子山”的缓坡上，被四面八方阡陌纵横
的田野簇拥，一条漫长的铁轨蜿蜒而
过，穿山越岭。我幼年的睡眠浸淫在
尖亢的鸡啼、鸟鸣与火车的笛声里。
最早的记忆是我一个人坐在门前

的矮凳上，吃着一碗单独给我加餐的
蒸蛋。幼小的我寄宿在保姆家，那是
一排平房宿舍。坚硬潮湿的水泥地
面，甬道深处的公用厨房散发出淡淡
的霉味，电灯因为电压不稳而一闪一

灭。保姆家有两位姿容出众的女儿，
姐姐温柔甜美，妹妹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一头天然微卷的长发，双眸深黑，
却很少笑，好像总在跟谁赌气。
后来我随父母搬进一栋五层楼

房，从顶楼窗口往下看，隔着一片杂草
和乱糟糟的、野蛮生长的芙蓉花，是一
栋两层高的筒子楼，里面住着大学教
授，也住着食堂和印刷厂的工人。我
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就住在那里。她
父亲是研究屈原诗词的专家。很多年
以后，她毕业于自考专科，嫁给了一位
开装修公司的男人。她家隔壁的套房
装饰讲究，铺陈着那个年代罕见的木
地板，家具也极为精致。女主人是教
健美操的老师，高挑窈窕，烫着波浪式

卷发，男主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军官，
极少露面。附属幼儿园一位女老师长
期住在他们家，照看他们的女儿。不
知为什么，我一直记着那个幼儿园女
老师的名字，叫陈跃玲，有一张喜气好
看的圆脸。
一个远房亲戚在学生食堂工作，

我端着碗去打菜，他会装进去满满的
甜椒肉丝。我一度有过认识误区——
食堂里的炊事工远比我母亲的厨艺精
湛，即使大锅菜也滋味诱人。究其本
质，多半是四川方言里“隔锅香”的意
思。每到过年时，我家的母女三人会
抬着一锅泡软的糯米去食堂排队磨汤
圆粉。我不喜欢吃甜腻的汤圆，但那
个从天花板悬垂下来的、硕大的石磨
深深吸引着我。
放映露天电影时，我早早地带着

小板凳到操场占座位。大部分电影我
都看不太懂，但我热衷于在人群中跑
来跑去。每到周末，操场就成了露天
舞场，大学生们蜂拥而至。大喇叭里
播放着流行歌曲，凌乱的舞步，满地瓜
子壳，空气中充满了无处安放的青春，
我依然胡乱晃悠。
我在师大附小上学。春游时，所

有的孩子都会有组织有纪律地到学校
后门外铁轨附近的山坡上放风筝、看
桃花、打野炊、朝着鸣笛经过弯道的火
车大喊大叫……这些细碎微小的记
忆，在其后若干年里，时常闪烁在我的
创作中，是那么真实，又是那么虚幻。

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自然之美，是人化
的自然，更是艺术的自然。是生活的
一部分，也是虚构的一部分。

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在烟火气和诗意之间切换自如

我有一段青春激情写作的时期，
曾经也很骄傲地想要摹写全世界。那
时，在我看来，一切陌生的事物都是值
得书写的，反而会忽略身边最熟悉、最
日常、最普通的生活及其妙趣横生的
细节。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开始有意
识地注视身边的世界，逐渐发现了高
校里那些深邃的、生动的人与事。
与我以往的作品相比，《野芙蓉》

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写这本书是
在2020年寒假，疫情刚开始。此前我
对世界是一个向外的凝视状态，我是
生活的参与者，也是创作者，但这个时
候我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感受。在回
忆中，很多细小的感受和情节不知不
觉浮现在脑海。我放下焦虑和惶恐，
聆听来自内心的声音，促成了《野芙
蓉》这本小说。
小说写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情感

纠葛。史佑对青梅竹马的程国庆产生
了爱慕之情，然而，在即将得到爱情的
时刻，她却因一场意外而失去了一
切。十几年后她重返故土，与程国庆
之子程青书不期而遇，揭开了迟到多
年的真相。
写《野芙蓉》时，我感觉自己处于

一种要爆发的状态，所有的过往都在
一个时间节点释放出来。故事发生的
场所背景，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狮子
山。其中写到一个细节——走廊中，
知识分子在油腻的餐桌上写着古典文
学的教案。在我的记忆中，老一代知
识分子的生活就是在两种模式之间切
换自如，一种是烟火气，一种是诗意。

上世纪70年代的大学校园，烟火气特别
真实，那时候每家每户都要到外面捡木
柴生蜂窝煤炉子。诗意也体现在很多方
面，比如，老师们在黑板上写的一定是一
手遒劲、流畅、清秀，但又风格各异的板
书，他们的教案也是手写的。后来上大
学时，我也常在校园遇到佝偻着背的老
头儿，端着一个盛满生牛奶的小铝锅。
而很快，我又在课堂上看到他，神采奕奕
地讲着《诗经》，整个人都在发光。这种
状态类似一种奇迹诞生的感觉，让我印
象特别深刻。
这本书出版社给了一个定位是“70

后女性的心灵成长史”，我觉得挺准确
的。每一代女性朋友们在成长经历中，
所接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这对她的心
灵塑造方式、样态也是有所区分的。
“70后”的成长过程跟“60后”不太

一样，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风浪，思想意
识也相对定型。记得有一部日剧叫《东
京爱情故事》，几乎是“70后”的爱情样
本，剧中女主角的观念感情只有两种，一
种是爱，一种是不爱。起初“70后”容易
落入“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经历生活
磨砺之后，慢慢跟他人、跟世界、跟自身
达成了和解，开始接受和认同——感情
世界的黑与白之间不仅有灰色，还有深
浅不一的、多种多样的色彩。

虚构与纪实难以截然分开

文学拓宽了生命的广度

我从十来岁开始写作，坚持了三十
多年。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入职，从个性
散淡的文艺女青年到絮叨焦虑的中年女
性，人生中每一段历程，于我而言都是在
以文学的视野与认知一边经历，一边勘
察，一边努力修持，一边试图济世。文学
创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
生活态度，更是构建起较为坚固的审美
旨趣的力量源泉。

曾经有很多年，我专注于长篇小说
创作。一部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初稿的
写作周期通常只在二十几天。电脑键盘
几乎与我的手指融为一体，连续出版了
多部作品。如今想来，其实我所享受的
不止是以文字营造奇观景象，更多的是
对速度的沉迷，在写作中找到了由流畅
自如的加速度带来的愉悦，消解了我在
生活中所遭遇的挫败。后来我开始慢下
来，徐缓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一种安宁。
它挽救了我的仓皇，给予我最温暖的修
复、最坚定的疗愈。
从职业上看，我并不是专业作家。

我的日常工作比较忙，因此写作没有固
定时间，更没有严谨的计划。但是，从心
境上来说，写作一直是我的栖息地，是我
的安身立命之处，也让我成为了一个生
活的经历者、旁观者，甚至偷窥者。
我常引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日常生

活才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悬念。”就创作本
身而言，虚构与纪实是难以截然分开
的。我们经历的每个时刻都是有意义
的，因为经历给了我们回忆，让生命的丰
盈度，视野的宽度、广度不断延展。人到
40岁，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中全是柴米
油盐酱醋茶，不再对爱情抱有美好幻想，
观察过、了解过、认识过更多的人，塑造
各种人物时也就有了更多的现实基础。
无论创作者还是观赏者，文学都是

我们用以拓宽生命广度的一种方式。人
的生命有限，阅历有限，所谓行万里路，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外部的风景，文学恰
好弥补了这些不足，让我们去俯瞰和理
解身边的人和事。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
价值和意义所在。
阅读是必需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

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品种不论，有一
阵子迷上了修仙小说，接连读了好几部，
直到被套路得不能忍受为止。所谓三日
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我的感
受是，阅读如同衣食冷暖，不可或缺。

讲述

印 象

最具跨界气质
读墓就是读人

考古就像在城市“年轮”里挖掘故事
本报记者 王小柔

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
坟”。这句话让我成了“网红”。很多人对我
的工作产生了好奇，其实我从事考古是个误
会。填高考志愿时我填的全部是“历史”，最
后一项实在没东西写了，随便填了个“考古”，
怎奈最后却收到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录取通
知书。后来我才知道，考古是冷门专业，只要
有人填报，就会被“掳去”。
上世纪90年代毕业的考古学生，十之七

八会做史前考古。我参加工作之初主要从事
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1994
年，我在重庆三峡考古实习，第一次发掘汉
墓，害怕得不得了，甚至担心会有“报应”。在
参加工作后，我还经常有这种想法，内心的恐
惧始终存在，越是回避就越害怕，越被死亡和
意义问题所困扰。
考古工作经常接触古人的坟墓，会倒逼

人思考一些问题。墓葬，从史前到明清时期，
是最成体系的考古材料，独立构成了一部深
埋于地下的古代史、文化史、生命史。这是认
识历史、体验人性的绝佳素材。墓葬有着天
然的情绪张力，有恐惧，有好奇，连接着生
与死，融合了存在与虚无。它代表古
代，而我身处今天，我们相遇时，古
今碰撞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当
我选择真实面对，焦虑与困惑反
而变得可控——生命是一段旅
行，生命的真谛就是趁活着做
些事情，体验人生。
我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在文

史领域，对没有具体人物、具体
历史事件的史前时代终有隔膜。
后来几经挣扎，兜兜转转，退到了汉

唐以后的考古领域。我有点儿标新立
异，大家认为没搞头的我偏去要做。当然，主
要还是因为唐宋以后的墓葬更容易与普通人
的情感、趣味和思想连接，可以部分满足个人
的文史情怀。
近年来，考古在公众中的认同度大大提

高了，越来越多的中学生表示愿意从事考古
职业。我不敢对年轻人有任何建议，如果一
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务必要听从内心的召唤，
寻找自己热爱的职业，并为此奋斗。这就是
人生的意义。
那些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一天要读十几

个小时的书，我们考古工作者只凭读书怎么
拼得过他们？所以我们要到田野里去实地探
访，发现问题，才能做出别人没有的东西。拿
宋代历史来讲，包括城市、建筑、手工业，其文
献记载是一个历史，实物的保留又是一个历
史，把这两部分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呈现出相
对完整的图景。用田野考古做史学的这套方
式不会成为主流，但可以对文献研究起到一
定的补充作用。
我想在退休之前组织团队，制订计划，

全面调查、研究浙江的宋塔、宋桥、宋代瓷窑
址、宋代墓志碑刻、宋代摩崖题记，建构起全
面的浙江“宋代文物考古史迹网”。我还想
写一点闲杂文字，记录下文物考古工作中的
酸甜苦辣，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
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再出几种杂文书。
如果还有可能，我想写作一部关于家乡和自
我成长的小说。

南宋临安城考古目标

描绘一幅临安城地图

记者：浙江是考古大省，春秋战国时期的越

国、秦朝的会稽郡、宋室南渡之后的都城，时间

的印记都留在这片土地上。古代文献记载的历

史是不是可以作为城市考古的参考？

郑嘉励：城市考古不仅仅是研究古代城市
形态的变迁，也不是书本上的历史，而是深埋在
地下的实物。浙江的城市比较详细的记载始于
南宋，隋唐以前没有文献资料，必须通过考古去
探究。南宋临安城的地面在如今杭州城内水泥
路面以下两三米处，在都市高楼大厦的缝隙间
考古困难重重，几乎无法触及地层深处的早期
遗迹。

记者：在影视剧里看了太多宋人生活，特别

唯美。现代人也在追求宋代美学，南宋临安城

的古人居所有什么特点？

郑嘉励：现代人盖房子需要向下挖地基，而
古人造房子是在前人的房基上加筑台基，比如
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地面，依次叠压于南宋地
层之上，层层累积。不过800年，南宋时期的路
面已经深埋于地下了。也就是说，我们城市中
每一座高楼大厦的每一根钢筋水泥的桩子，都
曾经穿透南宋临安城遗址的胸膛。

记者：脚下踩着古今重叠的土地，要在现代

都市追寻历史遗迹，这让我想到锯开的古树，考

古很像在一圈一圈的城市年轮里挖掘故事。

郑嘉励：我们挖掘“故事”，不仅要复原古代
城市局部规划、道路肌理、坊巷格局，有时候还
要复原一些重要建筑。以杭州为例，南宋临安
城考古的目标是描绘出一幅详尽的临安城地
图，但考古队辛苦工作多年，成果只是在地图上
画出南宋太庙的一条线，或者德寿宫的几个框
框。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发掘，获得不同段落
的数据。

记者：除了历史文献记录，跟文字有关的就

是墓志铭了。为什么有些墓葬里有墓志铭，有

些只立无字碑？

郑嘉励：古人去世后会在墓圹随葬一块写
字的石头，即墓志，也叫“圹志”。通常内容简
略，概要叙述墓主人生平简历、埋葬地点等。圹
志深埋地下，自家人将就写也无妨。墓表碑刻
则必须请名人执笔，非但要内容翔实，更要文采
斐然。找名人执笔，拖个一年半载是常事，所以
很多墓地预先设置了空白的墓碑，就等墓主人
入土后，请名人撰文来填上。但古人未必都是
孝子，也未必能请得动名人，就找各种理由拖来
拖去，所以就有了很多无字碑。

宋朝的生活方式

丰富多元典雅朴素

记者：在对陵墓考古的时候会看到盗墓的

痕迹吗？您目睹的“盗墓笔记”是什么样？

郑嘉励：上世纪90年代盗墓最厉害的是绍
兴，到今天绍兴地区没有一座古墓是完整的。
我们挖到过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墓壁周围都
是抓斗的痕迹。我还曾在墓室中见过手电筒、
方便面、二锅头。盗墓小说里的写洛阳铲早过

时了，现在考古工作者用探铲，如果土层较薄，就
用钢筋插，碰到砖头的地方就是古墓。山西大同
的北魏永固陵在金代屡遭盗掘，盗墓贼将宝物洗
劫一空后，竟然在墓内题词留念。宋代以后流行
在墓室、棺木、墓壁之间浇灌三合土，也就是将黏
土、沙子、糯米浆、松香搅拌在一起，犹如今天的混
凝土。然后盖上石板顶，再把墓志倒扣在盖板上，
最后填筑封土，形成一个馒头状的坟包。如此层
层叠叠，文书、尸体和棺木就和外界隔绝了。南宋
大儒朱熹在《朱子家礼》中把三合土墓称为“灰
隔”，我们在考古发掘时用电钻都钻不开。

记者：这么严密的封盖应该不会被盗墓者打

扰了吧？

郑嘉励：没有什么能挡住盗墓者的贪欲。南
宋中低层官员徐谓礼的墓志盖在顶板上，被砸碎
了，盗墓者把棺木锯开一个小口，个儿矮的人能钻
进去。古人墓室主要以防腐为主，据后来被抓获
的盗墓者供称，徐谓礼的官文书原本卷成一轴，装
在金属容器内，外表整体蜡封，置于棺木中。徐谓
礼穿戴整齐，尸体与棺木之间的空隙用各种衣物
塞紧，灌上水银，棺盖和棺身以卯榫咬合，没有任
何缝隙。即便如此，仍被盗墓者打开了。

记者：我特别好奇这位南宋文人士大夫的墓

里会放点儿啥？

郑嘉励：徐谓礼是个一文官，随葬品主要是文
房四宝笔墨纸砚。也有日常生活用品，比如唾盂，
类似于现在的痰盂。比较重要的是官文书，各种
官阶和差遣的委任状，证明其官员身份。其实盗
墓者要的是金银财宝，就算他们很细心地把衣物
都拿下来，也不可能知道衣物的层次，学术价值几
乎等于零。而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哪怕是一块
砖头、一个罐子，我们都可以准确还原到它具体的
三维空间。

记者：提起宋朝，人们脑子里大概除了宋人唯

美而文艺的生活，就会想到靖康之耻、岳飞抗金，

这段历史在考古中是否也能清晰可见？

郑嘉励：金兵临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赴
金营充当人质，正走在路上，“靖康国难”发生了。
赵构侥幸成了南宋高宗皇帝。金兵继续追来，宋
高宗、孟后亡命天涯。在他们驻跸绍兴的时候，孟
后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就近安葬在今天绍兴
富盛镇的宝山脚下。宋金议和，宋人赔钱称臣，金
人遣返宋徽宗、郑皇后、高宗皇后邢氏的棺木，还
有当时仍活着的高宗生母韦皇后。其实金人尚火
葬，回来的可能只是几口空棺材。宋徽宗、郑后、
邢后也葬在宝山脚下。韦皇后到杭州，从此深居
简出，去世后也葬到徽宗身旁。这块默默无闻的
墓地发展成皇家陵寝，史称绍兴宋六陵。

记者：在您心里如何定义宋朝？

郑嘉励：过去我们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其实
宋朝典雅朴素的青瓷、玉器、山水画，以及《清明上
河图》所呈现的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中华
民族文化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审美，很有研究价值。

通过田野考古

体会古代种种细节

记者：每个朝代的陵墓是否都有自己的特点，

还是古人会一直遵照先祖的传统沿袭下去？

郑嘉励：就这一点来说，南宋是承上启下的时
代。到了明代，从南京明太祖孝陵到北京明十三

陵，均为沿中轴线分布的呈“前方后圆”的
平面布局，明代以前无此先例。如果将明代帝
陵和北宋皇陵加以比较，会发现两者的规划原则
存在差异，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举一
个例子：北宋皇陵分上、下宫制度，两者分离，下宫
（寝宫）位于上宫的西北；明代帝陵废除了下宫，扩
大享殿，形成三进院落，呈中轴线布局。

记者：为什么明代帝王与北宋皇陵的“墓葬审

美”差这么多呢？

郑嘉励：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其地隶
属南宋旧境。明朝建立前夕，朱元璋的活动重心
在江南，即使建都南京，江浙地区仍是明朝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华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
镇。朱元璋当皇帝后，诏令恢复中华旧俗，以江南
为代表的南宋物质文化、社会礼俗是其重要的效
法对象。而北宋皇陵代表的是北方中原的传统，
很可能并未出现在朱元璋的视野内。

记者：考古专家在田野中寻找历史，应该也会

读更多的典籍去佐证自己的挖掘发现，您从事考

古之后，更想去阅读哪本书？

郑嘉励：我的同事刘斌主持过良渚古城的发
掘。当年他在湖北宜昌中堡岛考古，驻扎在大江
南岸黄陵庙镇。那里正是《三国演义》开篇时的意
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
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段日子
让他难忘。工地雇用的当地民工，工作间歇聊天
说的都是《三国》。考古队离开那日，乡亲们出门
相送，走出很远仍不肯回去。听完这段故事，我决
定重读《三国演义》。用心生活过，才能体会《三国
演义》里的种种细节。感谢田野考古，增长了我们
古代的知识，丰富了我们当下的生活。

郑嘉励自述

古今碰撞的瞬间
体验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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