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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十讲》以十种诗歌主题为经，以百首经典作
品为纬，一线贯穿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诗歌发展，全面
展示唐诗的艺术魅力，并以通俗的、文学性的语言来呈
现唐代世俗生活的图景。《中国诗词大会》题目策划专
家、“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专家评委刘青海，在
字里行间讲述中国式浪漫。全书共分十讲：宫怨（宫墙
内的爱怨），咏物（秋日蝉声），田园（诗意栖居），山水
（浓淡相宜），边塞（慷慨悲歌），送别（骊歌声声），爱情
（朦胧的胜境），悼亡（真情独白），音乐（写声的艺术），
思妇（相思与怨别）。

作为波伏瓦的长篇代表作，《名士风流》有着明显
的传记因素、纪实色彩。本书与波伏瓦的个人生活可
做对照，如她与萨特的伴侣关系，她在美国的旅行、生
活；对她的学术生涯，她所处的政治文化圈、她的朋友
圈也有反映，如二战结束后法国混乱、茫然的社会状
态，社会变革、先锋文化的酝酿，各种运动等等。
作者在书中不断变化人称，变化叙述者的口吻，变

化时间、空间，将十二章以交缠的形式展开，既有爱情线
索的延续，又有对战争和道德的审判、对知识分子使命
的反映与思考，还有对是否公开披露现实弊端的争论。

从14岁起就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配菜
生、铁路护路工、兽医的“80后”索南才让，凭着对文学
的抱负，成为青海省第一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
作为常年往返于冬牧场、夏牧场，与恶劣天气短兵交

接，和茫茫原野四目相对的牧民作家，索南才让的语言似
乎也裹挟着牧场的风霜和烈日。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
说《找信号》，讲述了一群青年人在沙漠中寻找一个牧民遗
体的故事，索南才让把寻找遗体的任务和冲突放在没有信
号的沙漠这种极限环境中，来展现游牧文化面临现代文明
冲击时牧民生活态度的畸形以及对待死亡的方式。

《江南岁时笺》将江南地区的生活美学与人文历史融为
一体，作者叙写江南的时令生活与人文历史，读来犹如身在
江南。每一页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茶，尽现江南生活美学。随
手采一把叶子染一件会褪色的衣衫，用99天画一张消寒图，
在睡不着的夜里弹一只不成调的曲子，摘花酿酒、做茶、蒸花
露……这些事情做着做着，一年又一年的日子就过去了。
这是一本有关江南的人文生活随笔。作者按时令顺

序，循着江南自然的岁时物候，将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的
时令生活与人文历史融为一体，颇得传统中式生活之闲
趣与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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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都别着枪，在这阴暗的城市里巡
逻，城市比天堂还要空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
觉得特别帅，甚至没有那种地球末日的绝望。

曾经习惯了大团圆结局，习惯了科幻作品总
会给英雄保留一席之地，让主角们大展神威，成为
拯救人类的最后希望。然而刘慈欣的《三体》没有
这样结尾，马塞尔·索鲁的《极北》也没有，他们用
书中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末日危机真正来临，我
们大概率只能扮演对世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更
有可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而不是意气风发的将
军。真到了那一天，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将何去何
从？小说《极北》给你讲述了一场女性视角的浴火
重生之旅、一个普通人视角的末日故事。

给你讲个末日故事

半世纪前，一群移民主动放弃了现代文明，凭
着信仰和双手，在极北之地上建立起一座乌托邦小
镇，故事的主人公梅克皮斯随后出生于此。她在没
有工业、回归自然的小镇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但后
来，整个世界起了变化。世界被洪水、瘟疫和战争
一点点吞没，这个乌托邦小镇也不例外。为了争夺
有限的资源，小镇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暴乱中，房屋被焚毁，人们被杀死。随后她

加入了小镇卫队，也从一个单纯少女，跨过痛苦，逐
渐成长为一个坚韧强悍的女人。但小镇的暴乱愈
演愈烈，直到所有人都死掉或逃离了那里。家人全
部去世后，梅克皮斯选择留在小镇，徒劳地守卫着
空荡的家乡，成为了她已知世界中的最后一人。
一次意外带走了饱经苦难的梅克皮斯最后一

丝活下去的希望，她决定跳水自尽。然而，在水中
等死的她却忽然听到了一种深邃的音符，来自一
架飞机。这个小镇从没有现代工业，梅克皮斯也
从未见过真正的飞机，她把飞机当做一种希望的
信号——飞机的出现，证明了她不再是世界上唯
一的幸存者，也许世界并没有被完全毁灭。于是，
梅克皮斯踏上了寻找希望的旅程。在已成废墟的
世界里，这个地球上最后的女人，最终会找到人类
的希望之光，还是遭遇世界的残酷真相？

让村上春树倍感意外

村上春树读到这部小说时，冒出了“这本书我
非翻译不可”的念头，于是将它翻译成了日文在日本
出版。在译后记中，村上春树写道：这是近年来我读
过的小说中，最震撼我的一部，充满了意外感。我从
未如此期待一部小说在读者中的反响。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还入围了亚瑟·C·克拉克

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获得了法国发现奖、美国《书
单》年度小说、《洛杉矶时报》年度小说等多项荣誉。
优秀的小说往往有着不寻常的创作背景，《极

北》的灵感来自于作者马塞尔去往苏联地区的采
访。他四次造访俄罗斯，搭乘驯鹿雪橇去往极寒
的西伯利亚。更为重要的灵感来自于作者在切尔
诺贝利的采访经历，在这个著名的因核灾难而废
弃的城市近郊，居住着一位名叫加林娜的女子，她
无视辐射的危险，在核灾难之后返回了位于当地
的家乡，在禁区内独自耕种。
难怪村上春树会说：“书中的情节不仅仅是虚

构的，而是某些让人无法回避的现实。”

留下最后一丝希望

在一切社会法则都已消亡，人生的指南针已
然失灵的世界，梅克皮斯并没有沦为遵循弱肉强
食法则的野兽，尽管她生活粗糙、不会跳舞、不懂
音乐、在必要时杀戮无忌，但她仍然承认温柔与文
明的价值，甚至在看不到人类未来的时刻，仍然愿
意为了可能幸存的后人，保存下钢琴与书籍这样
的文明遗产。
面对强大的现实，普通人往往是渺小无力的，

这一点，我们和梅克皮斯感同身受。然而，在我们
不得不去面对巨变的时候，在那些人生的至暗时
刻，我们一样可以保留内心的火种，那可能会是一
颗饱含旧时甜蜜的橙子，也可能会是一架载满未
来希望的飞机。

什么是死亡？这是临终、死亡心理文化研究
者彭小华《学会告别：为临终做最好的安排》的开
篇之问，它直入心底，试图通过对各种普遍存在而
又被模糊处理的现实矛盾的分析，引出更多有关
生命的“灵魂之问”：你是否真的思考过衰老、疾病
和死亡？亲人临终，怎样做出正确的决策？面对
疾病和临终，医生自己会如何选择？什么是生前
预嘱？如何同孩子谈生死？
作者曾在中美两国亲身参与了几位长辈的衰

老、患病、临终到死亡的过程，也长期关注、深刻认
知到数以百计不同类型家庭、个人的临终情况，她
用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案例，呼吁人们开始关注在传
统医疗化临终外的另外可能，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
念：临终不只是一个医疗过程、身体事件，同时也应
该是一个精神过程、情感事件。医学只是认识死亡
的一个角度，人不是普通的生物、生命，如果只是为
了活着而活着，那是对人性和尊严的忽视、贬低。

2020年10月底，作者的父亲因病住院，并且
情况急转直下。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作者和
哥哥要迅速为父亲做出选择：要不要插胃管？要
不要进ICU？要不要做开颅手术？医生虽然是在
询问，但处于这个场景下的儿女似乎又无限接近
于“别无选择”，父亲并未留下有关医疗选择的嘱

托，他们只能猜测父亲的意愿，在“尽力争取机会”
的驱使下，让父亲插上胃管、尿管，进入ICU。然
而情况并没有好转，一个多月后，父亲仍然处于无
意识状态，完全依靠医疗措施维持生命。面对已
经确定进入临终状态的父亲，作者和哥哥产生了
意见的分歧：究竟要不要拔管？
这个场景，或许会在绝大多数人的身边上演，它

夹杂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因素，却总是戴着“暧
昧”的面纱。由于观念的分歧，在进行了多轮讨论仍
然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作者选择了妥协，让哥哥
单独承担决策责任。哥哥选择坚持维持生命的治
疗，完全与世界无法沟通的父亲在住院两年后去世。
而作者的母亲生前对自己的疾病和身体状态

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与亲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早
早计划好了自己的临终安排，在尽量减轻肉体的
痛苦，而精神、情感都相当完满的状态下走完了人
生最后的旅程，是“一个善终的样本”。

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作者在书中提及，全世
界的死亡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善终的关键是沟通。
作者的母亲和父亲的临终体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
差别，最大的不同即是母亲对自己想要的临终方式
早早就做出了明确的决策，而父亲从未对临终医疗
偏好发表过明确的看法——这也是造成作者与哥
哥难以决策的根源所在。

这意味着，正视死亡、将死亡作为一个生命中
无需回避的议题的重要性。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
出生，但是，人们都希望能主宰自己的医疗、临终和
死亡。我们要做的就是早思考，早打算，认识死亡，
做好“生前预嘱”，同时，不要阻止他人行使自己的
决策权，不让自己和他人在或恐惧或麻痹或茫然中
走向不可预知的死亡。
在作者真挚细腻、温暖共情的笔触之下，书中

切实可感的真实案例，从哲学、医学、伦理、社会
学、心理学等层面的深入剖析，与“直击痛点”的实
用性指导相结合，让本书完成了一个“死亡教育”
领域的巨大进步——第一本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的
“死亡教育”启蒙书。

生命中的最后一场告别

《学会告别：为

临终做最好的安

排》，彭小华著，梁

焰绘，浙江古籍出

版社2023年3月

出版。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中收录了包括范仲
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在内的60余位名士的120余幅书信
手迹，如范仲淹的《边事帖》、黄庭坚的《雪寒帖》、米芾的《武帝书
帖》、司马光的《天圣帖》、赵构的《付岳飞书》、欧阳修的《端明帖》
等，这些书信的原件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这本书的作者仇春霞看来，博物馆里的书信是孤立的历史

碎片，比起枯燥的论证过程，她更想将碎片的历史以可爱的方式讲
给大家听。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很多文献需要反复精读，仇春霞像
福尔摩斯一样“侦查”了四年，那些与信息碎片有关的证据链被一
条一条地建立起来，一部《千面宋人》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仇春霞将书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

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从战场、为官、治学、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
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最后还
原出一幅在宋代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

在以往，市面上较少有从书信的角度去讲述宋史的读物。
但书信的私密特性，往往更能反映出书写者真实的一面。在仇
春霞看来，“要窥探一个人的秘密，私信无疑是个好东西；要了解
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利害，私信更是个好东西。”她从范仲淹、欧
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情绪饱满的笔迹里，尝试“破译”其波澜
起伏的内心世界，以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独特的个性，让读者从书
信这一私密通道，邂逅一个卸了妆的宋朝。
仇春霞说，写书就是写自己，读史就是照自己。书中所讲述

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忠臣贼子、贩夫走卒，作者与书中人
物同悲喜、共进退的笔调将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有人家世富
贵，却一生坎坷；有人出身贫贱，却出将入相；有人身负奇才，却
不得重用；有人平庸无奇，却富贵终老。那些起起伏伏的人生故
事，极易让人为之动容。

例如，范仲淹传世三封信札都写于50岁后，一封写于延安
战区，两封写于庆历新政失败后，是三个孤立的碎片。在书中，
仇春霞通过《范仲淹在战场的那些年》和《逢君莫说当年事》这两
篇文章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杰出士大夫朴素的爱人之心，这恰与
他对黑暗现象急风暴雨式的激愤形成鲜明对比。在作者看来，
也许正是这火与冰的交融，范仲淹才不会在贬谪与打击中沉沦，
反而在暮年站在了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并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书中所收录的苏轼名帖《归安丘园帖》是写给章惇的，是两
人从挚友变为敌人的转折帖。仇春霞认为，将章惇和苏轼放在
当时的背景下看，章惇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而苏轼只是一个文
人，章惇一定非常了解苏轼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特殊的破坏能
力，所以要对他“痛打落水狗”。“然而，章惇的影响力没有苏轼的

大，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力量在起作用。”
仇春霞在书中还提到，宋代轻视武将，或者说害怕武将“黄袍

加身”，所以可以传颂的武将非常少，这不是因为武将少，而是他
们没有被书写。宋代的和平年代极少，绝大多数时候是战事不
宁，涌现了很多杰出的武将，可惜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我们只
能从零星历史碎片中得知他们一鳞半爪的消息。在《“游击战”名
将》《名将落魄之后》《岳飞的最后一个春天》《一个拯救了南宋的
小文官》等篇章中，读者能也读到一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往事。
宋朝是饮食大繁荣的时代，书中还梳理了不少宋代饮食文化

中有意思故事，例如知名的建茶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升级为贡品，
成为宋朝皇室最爱的？山药如何在北宋时期从药用走向食用，又
如何从山野间走上了文人士大夫的餐桌，再走入寻常百姓家？
此外，在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书信传统的今天，这本书可谓

是昔日文坛巨擘给我们留下的书信礼仪范本，也是一座可以随
身携带的宋人信札博物馆：写信给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如何行
文？又该如何用词？用何种格式？何种书体？翻开书中的这一
封封信件，顿首、再拜、起居万福、寒暄不常……这些礼仪用语再
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宋人传统书仪之美。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读懂该书，作者和编辑还花费了大量功
夫，整理出了长达半米的“人物历史信息及信札索引表”和“全书
人物关系图”附在书中，让读者既可以随时查阅书中收录信件的
书写年份，以及对应年份的历史事件，还可以厘清书中不同人物
之间的复杂关系。

市面上宋史题材的著作繁多，仇春霞的这部《千面宋人》有
何新意？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曾来德看来，这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同时具有学术性、史料性和故事性的专著。他说，这本书
经过历史性的钩沉与论述，成为记叙历史的另一种式样和格式，
或者说一种体例。“这种体例形式既不同于《史记》纪传体，亦非
《资治通鉴》编年史，也不是历史随笔与评传，而是通过信札寻绎
其所记内容的前因后果与背景，在条分缕析中展现主人翁的事
迹和生平，之后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论述清晰，简明扼
要，言之有物。”
文化学者、艺术家刘墨也评价称，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又独一

无二的研究。他说，“仇春霞用最经济的笔墨为读者展现了现存
数百封宋人书信中的人生百态，及其背后的历史风云、文坛轶
事，必将引起各领域广大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美术史家、美术
评论家林木则表示，《千面宋人》讲述了很多个“别人”的故事，命
运的玄机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全身而退”？《千面宋人》
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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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线 读

南唐三代皇帝都是才气逼人的艺术

家，甚至部分后宫嫔妃也不例外，他们对

笔墨纸砚的品质追求是不计成本的。南

唐存续只有42年，却出现了一些后世无

法企及的好东西，比如澄心堂纸、李超

墨、诸葛笔。南唐灭亡后，这些东西也逐

渐没落消失了。安徽泾县一带自古以来

就盛产水稻，当地人从稻草秆里发现了

它们纤维的秘密，然后通过非常复杂的

工艺将稻草秆变成了宣纸。南唐后主李

煜为了满足自己的文艺爱好，专门定制

了一款宣纸，取名“澄心堂纸”。南唐灭

亡后，这款纸的制作工艺也失传了。北

宋文人们发现李煜留存的那些纸后，惊

叹不已，奉为珍宝，并开始仿制。书法家

蔡襄就曾多方请人仿制，他有一封信就

是专门谈这个问题（即《澄心堂纸帖》）。

摘自《你的格调配用澄心堂纸吗？》

山药在今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食

物，但在北宋以前，它只是荒山野岭间的

一种野草，人类对它的记载也仅限于少

量医书。直到北宋早中期的某一段时间

里，“山药”这个词才频繁出现在御医们

的笔下。而惊现于士大夫眼中则始于一

次“宰相带货”，山药的知名度也因此迅

速提升。在文人士大夫圈子里，山药甚

至成为一种雅物，种植山药、送山药礼、

喝山药酒、吃山药点心都成为雅事。

摘自《山药在北宋这70年》

蔡襄是仁宗很信任的大臣，两人关

系一直很好，听闻仁宗驾崩，他极为难

过，作了一首长诗缅怀给予他无限荣光

的大领导，其中有这样几句：“往事时兼

远，孤臣泪独横。晨兴西向久，凄断老年

情。”这年十月，仁宗皇帝下葬，蔡襄肯定

是要参加葬礼的。仁宗的陵园在距开封

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永昭陵，蔡襄身体本

来就不好，这一来回折腾，就越受不住

了。蔡襄回来后，家人跟他讲有人送新

茶来了，蔡襄在得知送茶人是谁之后，就

明白对方这是在跟他“催货”呢！蔡襄回

了一封信（即《扈从帖》）。

摘自《蔡襄是如何应酬皇亲的？》

范仲淹留下了好几卷墨迹，他在起首

写自己的名字“仲淹”时，都是写得小小

的。字间距相对比较平均，字体比较宽博

却又有点收敛，结尾的称呼非常周全。看

范仲淹的字就会想象一位个头比较高大，

行步中正，满脸诚实的人。

摘自《后记》

120封书信
装着一个卸妆后的宋朝

王小柔

地球上最后一个
女人的末日流浪

黄玉洁

俗话说见字如面、见信如晤，我们是否可以从古人留下的书信笔迹中感知更为真实和立体的历史人

物，进而去解读历史？

本书正是这样一部以“书信”为切口的宋史新作，作者透过这些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信件往来，为读者

勾勒出了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