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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Becoming

她是勞工階級出身的女
兒，也是美國第一夫人；是有
色人種黑奴後代，也是畢業於
哈佛的執業律師。在《Be-
coming》這本回憶錄中，蜜
雪兒‧歐巴馬回首自己的人
生，娓娓向大家道出她的故
事。她從芝加哥南方的童年開
始說起，一直到如何兼顧母職
與律師、兩個世界上最吃力的
工作的那些日子。此外，也提

及她隨丈夫入主白宮後，以第一夫人身份行走各國的
見聞。這本集風趣、優雅、及坦然的回憶錄，記錄多
年來，蜜雪兒於公於私，心境上的起伏。並藉她挑
戰既定人生的故事，帶給讀者希望和勇氣。

作者：Michelle Obama
出版：CROWN

貪吃女王：
從飲食看英國女王的生活、國事、外交與皇室祕辛

吃得像女王一樣是什麼意
思？伊莉莎白女王愛吃糖，瑪
麗二世愛吃巧克力，安妮女王
綽號「白蘭地妮」（Brandy
Nan），以上這些乃至於其他
更多東西，維多利亞女王都
吃。《貪吃女王》歌頌維多利
亞的好胃口——不止是對食
物，也是對人生。維多利亞女

王的食慾旺盛，口味富有冒險精神。她也是飲食革命
的女王，從貴族的餐桌到平民的餐桌，無不受她影
響。本書有豐富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安妮．格雷從一
個嶄新的角度去看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君王，伴女王
一路將英國食物的故事娓娓道來。

作者：安妮．格雷
譯者：祁怡瑋
出版：麥田出版社

雲淡風輕：談東方美學

美學大師蔣勳用文字，在時
間裡的俯仰自得，找回東方最
美的事物。他在文人山水畫中
思考時間的過去與未來，他在
古典詩詞中找回不遙遠的傳唱
歌聲，他在蟲痕鳥跡獸足之中
看到天地大美，他在縱谷春秋
之中聆聽長卷跋尾餘音裊裊。
美學大師蔣勳重新思考東方美
學的特殊意義，在連續不斷的

心的收藏印記中，回歸自然、溫文爾雅，在可有也可
無之間，綻放最美麗的光亮。

作者：蔣勳
出版：有鹿文化

書訊

書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通訊員谷
素梅河南報道）正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之際，由著名文學理論家、中國文藝理論
學會副會長魯樞元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重點項目「新時期文學理論建設與文學
批評研究」的結項成果《新時期40年文
學理論與批評發展史》正式問世，由浙江
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作者魯樞元、
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劉鋒傑與知名
出版人、文學翻譯家曹元勇一同參加了在
鄭州松社書店舉行的新書發佈座談會及分
享會。
魯樞元表示，由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

的中國社會的新時期，僅就文藝理論建設
與文藝批評實踐來說，無論從文化史還是
思想史、學術史還是心態史的哪一方面
講，都擁有與「五四時期」同樣重要的地
位與意義。 據悉，此部學術專著全書近
七十萬字，由魯樞元和他的團隊耗時四
年，幾番易稿，最終編撰完成，同時還入
選了「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
項目。知名出版人、文學翻譯家曹元勇評
論認為，該書既是對過去40年文學歷史
經驗的總結，更是面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
和創作的未來。
在該書中，魯樞元與團隊將新時期文學

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年至1989年為崛
起期；20世紀90年代為轉型期；新世紀以來的十年為綜
合期。 在當天的座談會與分享會上，不少與會的嘉賓與
讀者都談及自己的「80年代的文學記憶」。現年72歲的
魯樞元亦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是整個新時期
文學運動的核心。魯樞元說，這一時期優秀的作品、作家
出現井噴現象，目前在國內佔有顯著地位的作家大多還是
80年代湧現的這一批，80年代可以稱得上是文學史上的
「造山運動」，而人民群眾對於文學的熱情更是空前。
「其來也突然，其興也突然，剛剛崛起即達到高峰，是對
這一時期最形象的概括。」
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魯樞元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從來不

乏商榷，爭鳴乃至批判的意見，也正是這種自由，開放，
多元，探索的精神成就了新時期文學的內核。對於書的出
版，魯樞元希望該書不僅是總結歷史提供學術研究資源，
同時也能夠將書中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文學精神與情
感、氣質與風範、理論與思潮，更好地傳承下去。他將自
己的這本書稱為「對歷史的闡釋過程中的插曲」。對於現
在領域內存在的一些過度依靠儀器理性、推崇經驗主義研
究方法，他更堅信文學就是人學。

聲音，可以利用眼睛來觀看嗎？與眾
不同的，替代耳朵所聽見的聲音，能否
經由繪畫的筆觸溫度，成為某個人與世
界溝通的語言呢？實際上，絕大多數的
人們是無法運用「看見」這種方式來感
受聲音的。但願，透過閱讀，我們可以
傾聽夢想，看見勇氣。
《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是一本

自傳式的圖文創作書。作者具鏡善化身
成擁有長長的耳朵卻聽不見聲音的兔
子，張大眼睛，講述關於夢想和勇氣
的故事。那些故事，猶如沒有容量限制
的器皿，淚水再多，始終都無法盛滿。
驀然回首之際，她反倒覺得一切都是上
天降賜的特殊禮物，極其珍貴，又教人
感恩。
兩歲時因高燒而失去聽力的具鏡善，
孤獨地生活在寂靜的無聲世界中，即使
旁邊有飛機經過，也聽不見轟隆作響的
聲音。聽不見聲音所以沒辦法說話的
她，經常將自己想說的話畫成圖案，拿
給其他人看，藉以表達內心的想法。
「繪畫」這件事，對於被診斷為聽力障
礙二級的她來說，或許就像受困者找到
救命的繩索，抓住了希望。

習慣用繪畫與人們溝通的具鏡善，心
中有個夢想正在悄悄茁壯，她立志成為
一名作家，希望能以自己的畫作向這個
世界發聲。可以的話，也想藉由繪畫為
自己和其他人帶來希望。
她忽然發覺，自己期盼被稱呼一聲

「具作家」。然而，通往「具作家」的
路，卻不是一條人煙稀少的寬敞大道。
擅長繪畫，且有志於成為專職作家的
人，多不勝數。具鏡善並非唯一懷抱相
同夢想的創作者，她充分理解到現實的
艱難。不過，勇於實現夢想的具鏡善，
提醒自己不要洩氣，更不要輕易放棄。
下定決心之後，就要堅持下去。經過不
斷地努力，她終於如願以償，成為韓國
知名社群網站的背景插畫作家，受到許
多人的喜愛與認同。成為背景插畫作家
之後，合作的案子增加不少，生活看似
一帆風順，但創作瓶頸以及實際面向的
困境依舊存在。她偶爾還是感覺到自己
彷彿孤身一人，徘徊於尖銳的荊棘叢林
中，不管怎麼向前走，都看不到盡頭的
那片綠色草原。
為了回歸初心，具鏡善不斷詢問自己

真正的想法，試圖找出讓自己感到幸福

的事物。基於誠摯的心
念，她策劃一個叫做
「我想成為的我」的美
術傳教計劃，目標是走
遍三十個國家。希望能
親自踏出腳步，到各個
國家募集人們的夢想，
再透過她的創作出版成
書。當美術傳教計劃進行到第四個國家
的前置作業時，具鏡善接受朋友勸告，
到醫院檢查了逐漸變得嚴重的夜盲症。
原本還慶幸檢查結果並非青光眼，沒想
到卻被診斷出「視網膜色素病變」，也
就是「尤塞氏症候群」。
尤塞氏症候群，是一種隱性的遺傳疾

病，患者的父母通常屬於「沒有」表現
病徵的攜帶者。病患的主要症狀為：聽
力受損以及漸進式的視力喪失。具鏡善
的視野逐漸變得狹窄，範圍只剩下七公
分左右。難道，現在連聲音也要「看」
不到了嗎？她不明白，為何自己所擁有
的東西，常常會被奪走。
「我想要煮海帶湯獻給媽媽、向心儀

的男生要電話、看一百本書……。」還
有許多夢想，等待她一一去達成。具鏡

善的心願並不是多麼卓越的理
想，多半普通尋常。但是，正
因為平凡，反而更能凸顯她的

殷切。支撐她保持樂觀態度的那股力
量，或許就是看不見也觸摸不到的，所
謂的「心之勇氣」吧。
「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是看不到甚至

觸摸不的，必須用心才能感受。」失
明、失聰且無法言語的海倫．凱勒曾經
表達過這樣一段肺腑之言。
我們如此幸運，擁有這麼多；奇跡何

其美麗，即使我們失去那麼多，還能保
有澄澈的心靈。日常之中，難免遭逢逆
境，或遇見光怪陸離的糟糕事物。當
下，請務必告訴自己：「即使如此，這
一天也不錯。」攤開讓人感到微微哀傷
卻又能被希望氛圍緊緊環繞的書，跟隨
具鏡善的長耳兔，去經歷不一樣的人生
風景吧。只要用心閱讀，我們就可以看
見幸福，成為珍惜每一天的生命勇士。

看見聲音的勇士
《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
作者：具鏡善
譯者：馮筱芹
出版：春光出版

文：余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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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源記憶》的 價
值 ，

可概括為四句話：
一、本書是為重建「中國史前史」、
「重建中國上古史」、「重建中國遠古
時代」的新模式而做的一種新努力；
二、本書是挖掘和整合中華民族五千
年「祖源文化」口述歷史遺產的新嘗
試；
三、本書是以「炎帝」集團為主線，
尋找以三星堆為文化標誌的古蜀文明生
長之根的「一家之言」；
四、本書是以敏銳的眼光和邏輯思

辨，循「古今一體」的思路，讓「祖
源文化」的生命重返人間，讓「祖源文
化」的民族靈魂和精神支柱活在當下，
有助於當今時代的知識積累、文化傳承
和國家存續、民族發展偉大工程的一種
對遠古歷史的今天個人性的「文化解
讀」。

以龍為祖源構建新模式
從「五四」以來，「重建重構中國史
前史」「重建中國上古史」「重建中國
的遠古時代」的學術研究、史學研究和
文化研究，一直是幾代中國學者（考古
的、歷史的、文化的）努力的方向。蘇
秉琦先生在1997年就說：「搞清楚司馬
遷以前的歷史，重建中國史前史的理
想」，講清楚「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
文化」，是「考古學的中國夢」，他為
此建立考古學中國化的類型學，而做出
了畢生的努力。他同許多學者為中國史
的研究建立了不同的模式和研究範式。
楊永年先生以大記者的文化眼光，以古
蜀文明為範例，對炎黃集團中的炎帝文
化的演變和發展做了可貴的探索，提出
了個人獨立的見解。他以「龍」為祖源
的祖先崇拜和祖源記憶是文明起源之根
的視角，構建了炎帝族群是祖源意識的
起源的「新模式」。不管這種新模式能
否得到認可，這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嘗
試。要知道古史辨派、疑古派、信古
派、釋古派、文化解讀派等各種學派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爭論不少，「走出
疑古時代」的呼聲也不少。需要先秦文
化研究的學者有勇氣和毅力從眾多史
料、材料裡頭去爬疏、整理，提出新見
解。
「龍」為文化祖源是很有道理的。

《易經乾卦》最先講「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是中國上古文明觀的標誌、標

準，是中國文明起
源的觀念，不是西
方文明起源觀念。
永年先生站在本土文化自信自愛的立
場，以「龍」為中華文明發生、發展的
標誌，不盲從於西方的觀念，這是令人
佩服的。

人類口述史的新視角
挖掘和整合「祖源文化」的人類祖先
口述史歷史遺產，是永年兄該書的一個
主要特點。重建中國遠古史，需要考古
學資料、歷史文獻史料和人類學文化史
料三結合，開展三重證據法的綜合研
究。這方面前輩學者和今天學者都做了
不少探索和研究，成果也碩而多，但始
終無法形成公認的、合適的「上古史框
架」，這給探索中華民族的起源，中華
文化的起源，探索原始氏族公社（家族
公社、農村公社）到國家文明的起源這
一大轉折時期前後的歷史，帶來不少困
難，至今說不清楚，道不明白，或者也
可說是：某些學派個人見解清楚明白，
但學派之間互不承認，大眾更不知所
從，誤導甚多，這是當前研究的現狀。
因此，今天的研究，除了舊有的研究
眼光外，還更需要從人類口述史的新視
角，挖掘傳說、神話及祖先來源史料。
特別是用口述史眼光來看的這些史料尤
為需要，「祖源記憶」是探尋歷代祖先
留下來的口述的歷史記憶、歷史信息、
歷史知識、歷史智慧的工作。要知道中
華文化廣域命運共同體是由各地方、各
地域、各地區文化的共同體構成的，是
「多元一體」、「一脈多源」的歷史。
由於沒有文字、越是遠古，越是依靠口
傳，越是依靠人類和族群片斷的口述記
憶。永年先生以這樣的視角和研究方
法，努力從零散、紛亂的史料中找出中
華「祖源文化」的發展譜系，這是十分
有價值的。

探索古蜀文明生長之根
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
化、新都馬家晚期巴蜀文化，構成三星
堆文明考古發展系列的線索。這個考古
學發展體系與炎黃、華夏系統的蜀山
氏、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的
歷史框架如何對接，是難之又難的工
作。這增加了古蜀文明神奇、神秘、神
妙的特性。本書作者追問三星堆這一文
化現象怎麼來的？向何處去？這實際上

是要回答使用這些文明背後的古蜀主人
是如何所思所想所信仰的問題，換句話
說，這實質上是探索在「物質考古」背
後的「精神考古」問題，這個工作我們
還相當薄弱。今天的許多不同觀點不同
爭論的分歧、是因為「精神考古」還沒
系統開展帶來的問題。就精神考古而
言，古蜀人創造文明的特殊思維一直還
不為人們所注意。人類文化是人類好奇
心和想像力驅使創造的結果，因此要探
索這種文化想像力創造力，就得用精神
考古的方法。蜀人司馬相如說過「包括
宇宙，總覽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
今」的作賦之心，這個「心」正是三星
堆人的特點。他們的奇思妙想、仰望星
空，我們不清楚，但可從神奇神秘的青
銅面具、金器、玉器看出它的神妙，看
出浪漫和夢想是古蜀人的特徵，是古蜀
人的文化想像力傳承到今天的結果。我
叫做「古蜀文化想像力的創新」，永年
先生叫做「無中生有」，更通俗易懂。
今天需要回到古蜀人這個思維中去，要
抱歷史境遇的回皈眼光來研究。本書
作者永年先生是在這條文化探索路徑上
摸索的勇士，他以文化創新的精神，研
究炎帝文化的來龍去脈，又把它與古蜀
研究結合起來，雖然對古蜀與炎帝的聯
繫，我們還會有不同意見，但我承認這
是種新的嘗試。

古今一體與民族精神
永年先生這本書還有一些意見是可以

討論的，例如佛教來源就是個大問題，
我也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認為本書的
價值是應該承認的：一是勇於打破西方
文化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的壟斷權，尤
其是破三星堆文化外來說的謬論是很正
確的。
二是本土文化的自信來源於本土文化

之根的尋覓。文化之根、脈、基因越研
究得準確，越有利於找到民族魂，民族
記憶。
三是本書的嘗試，文筆的生動，記者
的幽默，使上古史能夠轉化為今天語境
的文化解讀，能夠走入當代群眾街談巷
議，活在當下，有益於人心，有益於民
族記憶之根的探尋作為人心靈魂重鑄的
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作者不愧是個文
筆暢達優雅的學者型的大記者。

今年6月，楊永年先生出版了《祖源記憶》一

書。該書從炎帝、古蜀、古玉切入，以祖源記憶為

線索，敘述了華夏文明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文明成

形的秦漢時代的發展歷程。

《祖源記憶》是楊永年先生從香港《文匯報》崗

位退休後，經多年研究探索、艱辛努力，來之不易

的一項見解穎慧、文思才湧，頗有特色的上古中國

史研究成果。 文：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 譚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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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的座談會上早前的座談會上，，楊永年為讀者簽名楊永年為讀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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