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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162018年5月5日 责编 刘惠杰 美编 季枫一本好书

与不少有关楼兰的著
作不同，《楼兰啊，楼兰》一
书秉持的“学术通俗化”原
则引人注目。这本书读起
来，完全没有大多数学术
著作那种晦涩、呆板和疏
离感，行文极为流畅、生
动，很符合大众阅读趣味。

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
是，高洪雷在字里行间流
露出的家国情怀。尽管作
者试图以冷色调的方式来
处理行文的情感，甚至希
望抑制自己的情感，但在
多个章节却恰到好处地制
造了一个又一个情感高
地，反映出作者难抑的家
国担当。

例如，在说到楼兰遗
址在被外国人发现时说，

“楼兰古城的发现权，只能
属于外国人——斯文·赫
定，这也成为中国考古人
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
记忆”；在谈及西方探险家
早期对罗布泊的盗掘活动
时，他用了标题——《中国

不该愤怒吗？》；又比如，在
全书的最后，他又通过楼
兰、鄯善与罗布泊的变迁，
用较长篇幅来谈现在的

“人地关系”。
高洪雷认为，关注楼

兰历史，挖掘楼兰文化，不
但可以丰富国人的认识，也
可以彰显我国历史文化的
博大精深，更能通过楼兰文
化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
被发现、发展的历程展现，
让大家接受一次生动的爱
国主义教育，激发国人奋发
前进的意志和动力。

“《楼兰啊，楼兰》是一
本严肃的书，体现了文化
学者应有的担当。”在此前
举行的《楼兰啊，楼兰》新
书发布会上，中国考古学
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也
说，高洪雷具有自然主义
的悲悯情怀与知识分子的
睿智思考，正是一位当代
文化学者所必需的情怀。

将学术通俗化，让公众分享学术成果，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楼兰啊，楼兰》非常好地搭建起了学术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桥梁。作者具有
自然主义的悲悯情怀与知识分子的睿智思考，这正是一位文化学者所必需的情怀。

该书史料扎实，尊重学理，同时又没有背上学术的包袱，因而能够用大胆的想象和优美的文笔，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
楼兰的兴衰以及它跟中原王朝互动的关系，进行历史的重述和知识的普及。

这是一本严肃的书，体现了文化学者应有的担当。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读罢，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关注楼兰，关注中华文明的历史
渊源，关注人与自然在当下的相处方式。正如那句话所说，“复活楼兰，为了人类永恒的梦想”。

荐书人 沈睿文

作为中国西域的一个
古代小国，楼兰国于公元
前77年更名鄯善国，并迁
都泥城，向汉朝称臣，原都
城楼兰城则由汉朝派兵屯
田，扼丝绸之路的要冲。
由于孔雀河的改道，罗布
泊水萎缩，生存环境日益
恶劣，约公元422年以后，
楼兰城民众迫于严重干
旱，遗弃楼兰城，逐渐南
移。公元448年，北魏灭
鄯善国。

历年来，中外探险家
和考古学家在楼兰地区发
现了大量的考古遗迹，出
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
小河墓地、李柏文书、三间
房、“楼兰美女”等考古发
现，更让楼兰蜚声海内外，
充斥着神秘色彩，成为寻
常百姓的谈资。

对楼兰的探究、追寻，
在地质部门工作多年的高
洪雷同样是锲而不舍。他
多年来走遍了中国西部的
山山水水，对具体的地形、
交通和文化谙熟于心，这
也为他的楼兰题材创作提
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同时，为了还原楼兰
的历史面貌，高洪雷查阅
了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成
果，从本书后面所附参考
书目来看，他至少参考了
270本著作，做足了案头准
备工作，做到了言必有据、
不出空话，用详实的史料、
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
历史故事，叙述了楼兰的
兴衰更替及其与中原王朝
的互动，内容丰富，历史脉
络清晰。

从某种意义上说，《楼
兰啊，楼兰》一书堪称是一
本全面叙述楼兰地区历史
的“百科全书”，举凡早期
探险、盗掘，到数次西北科
学考察，再到近年新疆考
古研究所所做的田野工
作、学术研究以及楼兰历
史等诸多方面谜团，包括
相关焦点、热点，作者条分
缕析，用他流畅的笔触娓
娓道来，无不给人精准的
把握和全新的感悟。

古老、灿烂、厚重的楼
兰文化，在高洪雷的笔下，
在他平易近人的文字里，
淋漓尽致，似乎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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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楼兰，在他笔下复活

家国情怀中，悦读历久弥新

““楼兰美女楼兰美女””的楼兰国的楼兰国
在这儿复活在这儿复活

《楼兰啊，楼兰》一
书以俄罗斯探险家普
尔热瓦尔斯基闯入中
国进行探险的经历开
篇，讲述了楼兰文化发
现、发展过程，以及其
璀璨的内涵，更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埋藏在大
漠之中、黄沙之下的古
国。

西域小国楼兰，只
存在了约 600 年，却神
秘消失，成了人类永恒
的梦幻。楼兰到底是
如何被发现的？历史
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楼兰美女之谜魅惑何
在？楼兰是如何消亡
的，在西域到底有着怎
样的历史地位？楼兰
文明给世人有哪些启
示？这些问题，本书以
扎实的史料，优美的文
笔和瑰丽的想象，不仅
系统地复活了楼兰，也
会带给你全新的认知
和诠释。

□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 李岩 实习
生 王梅竹

核心提示丨
“愿将腰下剑，直为
斩楼兰”“黄沙百战
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官军西出
过楼兰，营幕旁临
月窟寒”“双双掉鞭
行，游猎向楼兰”。

楼兰，这个始
见于《史记》、在中
国古代诗词文赋中
时常出现的名字，
多年来都是谜一般
的存在。自20世
纪初被外国人发现
以来，尤其是楼兰
美女木乃伊的惊艳
出土，更使这个新
疆塔里木盆地罗布
泊西岸的神秘国度
魅力四射，让人心
醉神迷。

历史上，从张
骞、班固到瑞典人
斯文·赫定、日本人
井上靖等，从实地
或者典籍中，发现
楼兰，作家高洪雷
的最新纪实力作
《楼兰啊，楼兰》，便
是基于此而萌发的
浓墨重彩。

有关楼兰的点
点滴滴，在《楼兰
啊，楼兰》中，基本
都有完美而全面的
诠释。平易近人的
文字里，楼兰的远
古往事、奇幻履历、
璀璨文化，作者通
过厚积薄发的新鲜
观点、深刻理解、家
国情怀，跃然纸上。

通过他的笔
触，久远、厚重且回
味悠长的楼兰历
史，其中复活的人
物，精彩的故事，生
龙活虎的争斗，以
及鲜活的爱恨情
仇，与我们完全没
有距离，欲罢不能。

“楼兰国往事，
很需要挖掘”

4月26日上午，在京举行
了新书发布会之后，高洪雷接
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的采访，讲述了他创作《楼兰
啊，楼兰》的渊源。

他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总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占
中国总面积六分之一，而且是
世界四大文明汇聚之地，非常
神奇、美丽，也是旅游热点，但
新疆历史无论是古代历史还
是近现代历史，国内专家学者
的关注度目前还是不够。

“在这方面，作为新疆，或
者说是西域的一个重要符号、
中原进入西域的第一站、古丝
绸之路必经之地，且是新疆塔
里木盆地名气最大的一个古
国，楼兰有太多故事需要挖
掘，让公众知晓。”他说。

高洪雷说，楼兰在北魏时
期就灭亡了，但直到现在很多
中原人还是把楼兰作为西域
的一个符号和称谓，足以说明
楼兰的文化内涵之厚重，历史
价值之重要，但是在现实层
面，很多国人对楼兰文化的了
解还太肤浅，也不够系统，需
要尽快完善认知，这是促动他
创作这部著作的主要动力。

作为致力于民族历史和
西域文化研究的著名纪实作
家，高洪雷近年来出版了《另
一半中国史》《另一种文明》
《大写西域》（上、下）等讲述西
域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著作，受
到学界广泛关注。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国土
资源系统出身的作家，高洪雷
既有地质工作者、考古工作者
的严谨和扎实，又有田野调查
学者的实地参勘耐心，同时又
具备缜密自然的想象和优美
轻盈的文笔，因此每一本书的
面世，都堪称重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