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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遺失的地圖

直木賞得主恩田陸奇幻
之作。川崎、上野、大阪、
吳、六本木……曾為日本
舊軍事基地的城市，接二連
三出現「裂縫」，殘存於此
的記憶，化為形體於現代復
活。而具有「力量」的遼平
和鮎觀，竭力與記憶的化身
們戰鬥。當同族的兩人之子
誕生後，命運的齒輪也開始
劇烈轉動——即將到來的

新時代，是黑暗？還是光明？

作者：恩田陸
出版：台灣角川

呼喚奇蹟的光

瑪莉蘿兒在六歲的時候失
去視力，最喜歡用手指讀
爸爸送的《海底兩萬里》點
字書。瑪莉蘿兒的爸爸在巴
黎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工作，
博物館收藏許多奇珍異寶，
其中最神秘的一樣寶物，傳
說是從上帝手中落入世間的
神秘寶石，據聞只要擁有寶
石的人，都能長生不老，但

他周圍的人卻會因寶石的詛咒而遭遇不幸。1940
年，德軍攻陷巴黎，瑪莉蘿兒和爸爸被迫走上逃亡之
旅。意外拾起神秘寶石的瑪莉蘿兒，生命就此改變。
她來到一座面海的美麗碉堡──聖馬洛，寄身叔公的
濱海高屋躲避戰火。為了寄託思念，瑪莉蘿兒夜夜朗
讀她最愛的《海底兩萬里》，盼望下落不明的父親能
聽見她的聲音。瑪莉蘿兒的聲音，吸引了德軍男孩韋
納的注意。瑪莉蘿兒能逃過德軍的追捕嗎？這個神秘
的德國男孩，又將如何改變瑪莉蘿兒的命運？安東
尼‧杜爾費時十年寫作，堆疊童話傳說、神奇的機械
發明，同時生動刻畫了人類所處的大自然。全書以如
珍珠般的短篇章串聯而成，他巧妙融合瑪莉蘿兒和韋
納的生命歷程，藉此闡述即使身處險境，人們依然排
除萬難，秉持良知，設法善待彼此。

作者：安東尼‧杜爾
譯者：施清真
出版：時報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近年來，縱觀國內
與國外的文娛市場，古風
幻想類 IP 日益炙手可
熱，近期霸屏的《鬥破蒼
穹》、《武動乾坤》、
《香蜜沉沉燼如霜》等，
皆憑借天馬行空的設定與
激燃浪漫情節成為收視爆
款。然而，對於熱愛幻想
文學的人來說，那個最令
人期待，最令人熱血澎湃
的名字仍是「九州」。 近日，人文社再度出版了江
南珍藏十年才願付梓的《九州飄零書．商博良》。人
文社的官宣將其稱為「一本不需要書籤的書，因為一
旦拿起，就再也放不下」。 提起「九州」，相信很
多人都會忍不住低聲咆哮出「鐵甲依然在」！這句
「九州」讀者的標誌性話語出自作家江南的《九州縹
緲錄》，其主導設定的「九州」是國內第一個大型東
方幻想架空世界，融合多種文化元素，擁有自成體系
的設定與結構，被譽為「東方的《指環王》」。
《商博良》講述的是《九州縹緲錄》之後數十年的
故事，呂歸塵和姬野都已去世，一個與他們有千絲
萬縷聯繫的年輕旅人商博良成為故事的主角。他黑衣
帶刀，總是保持微笑，隨身攜帶一隻青玉色的瓶子，
飄零在天地之間。
不同於《九州縹緲錄》的故事主要發生在北陸蠻族
與東陸華族，《商博良》的故事則更顯神秘，發生在
西極之地的雲州雨林，瘴氣瀰漫、毒蟲橫行，其間生
民被稱為「巫民」，多淫祀巫蠱之術，村落隱匿難
尋。除了敢於冒死「毒蛇口裡奪金珠」的宛州馬幫
外，很少有外人願意踏足這片危險禁地。故老相傳，
雲荒的林子，外人只能來一次，再回來的，便要把命
留下。
而商博良並不求財，他只是想穿過雨林，去被稱為

天涯的「雲號山」看看，至於是否能抵達，他並不在
乎。被巨蟒吞吃卻化為殭屍破蛇腹而出的怨念白骨、
附在鹿頭上恐怖惡毒的血煞蠱、披輕紗夢幻般美麗
的巫民新娘、隔絕一切聲音與光亮的黑色竹樓、隱藏
在山壁深處的巨大龍蛇……那些絢爛瑰麗而驚心動魄
的故事，一幕幕躍入眼前，每一幕裡，那個黑衣帶刀
的男人都波瀾不驚，笑容溫潤。
據悉，本次出版的《商博良》只是江南《九州飄零
書》系列中的一本，待全系列完結後，也會逐漸進入
江南的「九州」文娛帝國，與《九州縹緲錄》進軍影
視。今年8月，由檸萌影業出品、張曉波導演、江南
親自操刀改編的《九州縹緲錄》正式殺青。該劇不僅
彙集了劉昊然、宋祖兒、張志堅、許晴、王鷗、江疏
影等知名演員，還邀請到張嘉譯、張豐毅、張智堯、
董潔等老戲骨特別出演，可謂陣容強大，而該劇總投
資更是高達8億元，視效可期，是目前同類作品最
高，足見資方與市場對江南作品的信心。

簡訊

江南《商博良》
再續「九州」史詩

在我見過的六七個譯本中，《烏合之
眾》這本數月前出版的馬曉佳譯本是最
新的，也許以後還有更新的，這是很可
喜的現象。出現這麼多不同的譯本，反
映了譯者的某些不同理解，也說明了讀
者對這本書的關注程度。
正如譯者所說：「這本書很薄，但內

容很厚。」之所以厚，首先是對大眾心
理冷峻的客觀解剖，通過解剖，總結出
一個根本性的特點，就是「群體基本受
無意識思維支配，所以很容易被遺傳基
因控制。」這種支配力量「具有不可動
搖的保守本能。它絕對尊重一切傳統，
甚至有點兒迷戀；它的無意識裡總有恐
懼，害怕任何可能改變基本生活狀態的
新事物。」改變它需要漫長的社會發展
過程，所以，「真正的歷史巨變不是以
其宏大和暴力讓我們吃驚的動盪，文明
的更新只是某些重要的東西變了——思
想觀念或人們相信的東西。載入史冊的
歷史事件，是人類精神默默變遷的可見
結果。」因此，「精神的力量才是歷史
真正的驅動力。」
這讓我想起陶淵明的詩句：「形夭無
千歲，猛志固常在。」精衛填海，在看
似無望中的永不絕望。而無數的微不足
道，可以在東海上填埋出如今廣袤的長
江三角洲。改變精神力量還需融入世

界，歷史證明，國門終究是鎖不住的。
愚公般不懈地努力是要走出去，而阻礙
的力量又大到幾乎令人無望，但和精衛
鳥一樣，愚公們在無望中也永不絕望。
大山總要被挖得越來越小，外部的風雲
也總是要進入的。
「暴民理論，顛覆了人們對於群體的

通常認識。」一旦融入群體，「不管是
誰，無論其生活方式、職業、性格、才
智是否相同，都會被群體的性格纏住，
使他們的思想和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變
得和單獨狀態下完全不同。」原因很簡
單，因為「個體群集後，會僅僅因為變
成複數而獲得一種無所不能的強大感，
使他敢於發洩本能，而他脫離群體時本
來是可以壓抑這種慾望的。他會考慮到
群體的匿名性及相應的無責任性，不再
約束自己。」這種現象是對之前群眾運
動的總結，也為之後的歷次群眾運動所
證實。「群體無疑是無意識的，而無意
識性也許正是其力量強大的一大秘
密。」身處其中的人大概不會承認無意
識，然而「一旦進入群體，就變得盲
目、衝動。他會不加懷疑地接受群體提
供的意見、想法和信念，盲目地模仿群
體中其他人的行為和態度」，暴徒們因
為成為了群體一員而感到力量無窮，他
們要發洩平時的壓抑卻是事實。無論是

法國大革命中的斷頭
台，還是「文革」中的
批鬥幹部，毆打教師，
乃至於群眾武鬥、學生
打群架都是如此。
「如果共同的信念不

帶些荒誕性，也就無法
勝利了。」群眾運動需
要一個似是而非的理
論，「它們從哲學角度
看漏洞百出，但一直且將會在未來很長
的一段時間裡威力無窮。」這方面類似
於邪教，事物的不可窮盡性決定了「任
何普遍信念都只是一種虛構，只有在不
細究的前提下才能存在。」而且「文明
出現以來，群眾便一直被幻想所掌控。
誰能創造幻想，他們就為誰多多地建
廟、塑像、立碑，遠超過其他人。」只
要接受這種幻想的人群足夠多，就可以
無往而不勝。因此，「讀一些深深打動
聽眾的演說詞，你會吃驚地發現其中漏
洞百出，但人們忘記了一點，那不是給
哲學家讀的，而是用來影響群體的。」
於是「知識越多越反動」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了。「要激發群眾的聯想，就必須
拋出一個鮮明而驚人形象，它無須畫蛇
添足的解釋，頂多加幾件神奇或神秘的
事。」於是所謂的榜樣就不時出現了，

「假象總比真相更有能
量。」人心中總有一些
宗教情節，而「一切政
治、鬼神和社會理念只
有採取了宗教形式才能

深入人心」，而且，「任何信仰的勝利
都需要血流成河，群體則提供血液。」
作為一個十八世紀的法國人，作者對

於當時的中國也多有微詞，他說：「一
個民族抓住傳統不放，就不能改變，就
會像中國一樣無法進步。暴力革命根本
沒用，因為這時的革命結果只有兩種：
打碎的鎖鏈會重新連接，整個傳統原封
不動地重新獲得支配地位；鎖鏈無法恢
復，國家陷入混亂，迅速走向蕭條。」
群體的蜂起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
統治者為了關起門來唯我獨尊，必須抓
住傳統不放。他還說法國當時的教育制
度，「一代代地降向中國的水平，無節
制地浪費我們的大量的人力資源。」因
為科舉考試降低了人們的道德水平和實
際能力，而且造就了沒有生計來源的文
人大軍的災難。

顛覆性的群體心理研究
《烏合之眾》
作者：古斯塔夫．勒龐
譯者：馬曉佳
出版：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文：龔敏迪
書評

眾所周知，自「五四」以來，中國
的美術教育從歐洲引進了西方造

型體系，並對文人畫體系有所創新和探
索，但民間美術領域的研究卻一直是空
白。
自認「不是一個安分的人」的楊先
讓，1984年將中央美術學院的「年畫、
連環畫系」改為「民間美術系」，當時
遇到了頗多反對的聲音。當時推動楊先
讓建立「民間美術系」的一個強烈動機
是：中國藝術應該從中國這片古老而悠
久的民間藝術土壤中吸取養分，去培育
出新的花朵。在那沒有被發掘的厚土
中，有太多的寶藏，掉在任何一個方位
上便會沉迷得一輩子都不想爬出來。
組建「民間美術系」之後，楊先讓認

為必須獲得第一手數據，抱「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
之」的態度向民間去「化緣」，於是才
有了他和考察隊走黃河，考察民間藝術
的想法。由此，在1986年，楊先讓以
「黃河流域民間藝術考察」的名義成功
申請到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的贊助，組織
了一個七八人的小隊伍，踏上了黃河考
察的征途，去追溯民間藝術的根源。為
了節省活動經費，一行人風餐露宿，個
個如出土文物一般。楊先讓曬得面龐黧
黑，還整天穿件破夾克東奔西跑，被學
院的木工師傅誤解，關切地問他「生活
有什麼困難」。這一時期，正趕上畫家
的作品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大家都在忙
作畫，楊先讓卻鑽到鄉間不出來。
作為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的組建
者之一，楊先讓從1986年至1989年先
後率領考察隊十四次深入黃河流域，考
察當地的民間藝術種類、藝術風格、民
間藝人、節慶習俗等，足跡遍及青海、
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河
北、山東8省（區），故書名「黃河十
四走」。在走訪中，考察隊積累了近千
張圖片資料，並整理出二十多萬字的文
本。書中不僅詳述了安塞腰鼓、畫像

石、木版年畫、剪紙、農民畫、石刻、
泥（麵）塑等民間技藝，還分析了其藝
術風格、反映的民俗風貌、折射的文化
內涵等，並記錄下當時優秀的民間藝人
（如劉蘭英剪紙、蘇蘭花剪紙、潘京樂
皮影等），較為全面細緻地展示了黃河
流域的民間藝術面貌。

黃永玉讚功在千秋
1993年，楊先讓把書送給了老朋友黃
永玉。翻開書後，黃永玉盛讚《黃河十
四走》是「對千秋萬載後人有深遠益處
影響的東西」。認為《黃河十四走》
「點明了研究民間藝術的一個方向，一
個方法。是一個鐵打的、無限遠大的可
能性」。想當年，黃永玉對跑來跑去的
楊先讓其實也不甚理解，曾經對他說：
「總在別人地裡跑，自己的地都荒
了。」黃永玉的關心更像是善意提醒，
但是當他看到《黃河十四走》之後，立
即表示要為楊先讓寫文章。這文章便是
《天末懷先讓》。後來黃永玉把這篇文
章收在了《比我老的老頭》一書中，以
表示他對楊先讓——這個比他年輕幾歲
的老頭的某種敬意。

黃永玉還說，近百年來像
「張光宇、張正宇、張仃、郁
風、廖冰兄這些前輩老大哥為
中國民間藝術實踐奮鬥、呼
號，由於勢單力薄成不了氣候
的淒楚處境，變成無限廣闊的
燦爛局面」，而楊先讓的《黃

河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
思成、林徽因為了傳統建築的那一走，
羅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
那一走……理出文化行當一條新的脈
絡，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無可估量。」
生動鮮活的民間藝術，向來被譽為民

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是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楊先讓回
憶，雖說當時有個基金會支持，但錢不
多。一行人扛錄像攝影器材，揣筆
記本、介紹信以及各省聯絡人地址，在
三輪車、摩托車、公交車等運輸工具轉
換中行走。黃河之行固然艱苦，但是對
楊先讓來說收穫是巨大的：對龐雜深厚
的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的探索，從望洋興
嘆、不知所措，轉而雲開霧散、柳暗花
明了。

發展豐厚藝術體系
民間藝術並不是一種孤立、靜止的存

在，其主體是由婦女創造的「母體藝
術」，其上承先民創造的本源藝術，下
開專業化的工匠藝術，誠如楊先讓在書
中所言：「民間藝術是一個龐大的造型
世界，實實在在與廣大平民共存了數千

年，並自始至終沿自己的規律去進行
創造，發展成一深厚而豐富的藝術體
系」；「中國民間藝術，放在整個世界
範疇去看也是最豐厚、最變化萬千的，
那是一個未被開發的寶藏，將會為中國
和世界藝術家提供無限的靈感，給予他
們極大的啟示」。
民間藝術是依託於人存在的，沒有傳

承人，生存環境也變了，「人死藝
亡」，搶救是沒有用的，只能在它每時
每日的流失之中抓緊收集、整理、保
存、研究，「它的命運似乎只有進入博
物館，成為文化遺產一途，然而，這份
遺產畢竟可以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能源
和酵母」。考察黃河途中，楊先讓親眼
見證了民間藝術如同潮水一般消失，速
度之快令人震驚。然而，除了記錄，他
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1990年，楊先
讓退休，中央美術學院的「民間美術
系」被縮編為「民間美術研究室」，他
由此選擇了走出國門，在國外講課、辦
展覽，向世界宣傳中國民間藝術。楊先
讓創建的「民間美術系」雖已不再存
在，但是，他培養出了徐冰、陳文驥、
呂勝中、韓書力等藝術大家，大都由傳
統過渡到當代，成為出色的當代藝術
家。楊先讓在《黃河十四走》中，採訪
挖掘的民間藝術大師們，如庫淑蘭、蘇
蘭花、潘京樂等，他們雖已去世，卻給
世人留下了不朽的民間藝術作品，並鼓
舞傳承人繼續他們的事業。

《黃河十四走》

楊先讓，和他有關的人真多：徐悲鴻、李苦禪、董希文等是他的老

師；周汝昌、黃永玉、侯一民、郭蘭英等是他的摯友和同事；徐冰、陳

丹青、呂勝中、陳文驥是他的得意學生。楊先讓最初學的是油畫，但廣

為人知的身份是版畫家。他還是民間美術的整理者、研究者，中央美院

民間美術系的奠基人，他甚至寫出了黃永玉、陳丹青等稱「被震傻了」

的民間美術考察報告《黃河十四走》。

一心搜集失落的民藝，只為追尋中華文明的根。楊先讓的《黃河十四

走》於1993年由台灣漢聲出版社出版，一時引發轟動。2003年由北京

作家出版社再版。2018年，由楊先讓及其女楊陽所著的《黃河十四

走——黃河民藝考察記》增補大量文字及圖片內容，由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重新出版，再一次向世人揭開了黃河流域民間藝術的神秘面紗。在

楊先讓看來，「正是這些典籍不載、正史不論的民間藝術，在很大範圍

內支撐一個民族的元氣和凝聚力」。 文：潘啟雯

鑽進鄉間挖掘民間藝術

■■楊先讓楊先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