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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历程（2）

老去文章在 尤添渡海心
——海燕出版社推出11卷《台静农全集》

好书推荐

□张成

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自上映以来，一路低
开高走，凭借好评无数的高口碑，在中国内地狂揽十多亿
票房，更巩固了迪士尼在动画电影领域“独孤求败”的地
位。

电影描述了一个已经进化至人类水平的哺乳动物一
起和平共处的动物城，讲了新任警官兔子朱迪在调查动
物失踪案时，同祖先曾为天敌的狐狸尼克相识、相知，最
终成为挚友，一起解开即将破坏动物城的阴谋的故事。
影片生动地塑造了朱迪与尼克这对天敌拍档的形象，两
者成长环境和认知方式的不同使他们一度走上不同的道
路，最终又殊途同归。

朱迪在意识层面是一只善良真诚、思想开放的兔子，
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种族歧视的倾向，对动物城“任何一个
动物都有无限可能性”的信条深信不疑，但影片还是从几
处细节上表现了朱迪在潜意识中对狐狸的排斥。

影片伊始，朱迪成为警察即将离乡赴任之时父母忧
心忡忡地递上各种防狐道具。而朱迪对父母的担忧很是
不以为然，以“拿上便携喷雾”为交换请父母不要再喋喋
不休狐狸有多讨厌。尽管带上喷雾只是父母“一再要求”
下“无可奈何”的选择，次日清晨，临出门前的朱迪还以抗
拒的表情对防狐喷雾摇摇头，但犹豫再三后还是折返拿
上了喷雾。执勤过程中，朱迪看到并没有什么可疑行为
的尼克，还是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监视他在冰淇淋店的
一举一动，又在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后自责不已。

朱迪的举动并非毫无道理，在动物世界的演变过程
中，狐狸作为食肉动物时常对兔子的生命造成威胁，躲避
狐狸符合兔子的本能。尽管动物社会已经进化至文明程
度，食草动物在长期遭遇捕食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回避
食肉动物的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精神分析理论重要的一部分
内容，朱迪乃至整个兔子种族都在无意识层面深受这种
来自祖先的对天敌的恐惧，从而对该种族怀有成见。正
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促使朱迪在主观未觉察到危险的
前提下拿起防狐喷雾，也在第一眼见到尼克时便将他视
为潜在的罪犯，即使她并不像冰淇淋店老板一样认为

“狐狸都是来找麻烦的”，也在知觉到自己毫无理由地防
备一对温和无害的“父子”时，责备自己的多疑，并乐于
帮助他们。

把话题移回现实，若人的无意识真的如此强大，那人
是不是只能在过去的阴影下，成为无意识的奴隶？电影
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结局：尽管受到重重阻碍，尽管最初
互相排斥，朱迪与尼克终于还是战胜了偏见，克服了困
难，揭露了潜藏于动物城的阴谋，成为心心相印的挚友。

人的本能固然执着，却并非不可战胜，“六一”后首个
周末，尝试戴一副心理学眼镜去看《疯狂动物城》，或许会
学会更深刻地、怀着善意看待矛盾与冲突。9

□王幅明

关于“史前”这一概念，东西方的表述不
尽一致：西方指耶稣诞生日之前，即公元元
年之前；中国则指成熟国家形态形成之前的
原始社会。按照中国的表述，商周甲骨文已
不属于史前书。

百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
发现了不少史前书，最具代表性的有12种：

1.河南舞阳贾湖甲骨契刻符号
距今八千年前，早于殷墟的甲骨文卜辞

四千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
草书，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

2.仰韶文化刻画符号
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其刻画匀挺酣畅，

有一定深度，以简单线条的排列穿插组合为
主。

3.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
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可分为图像记事和

几何记事符号两种类型，表现了如编织、渔
猎等具有生活意义的内容，并已出现部件组
合式的构形。

4.湖北宜量杨家湾大溪文化刻画符号
距今六千年前，大体以简约直笔为主

调，由单纯线条折合交错而成，具有较强的
抽象性。

5.浙江杭县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距今四千六百年前，其画痕挺劲而带

崩裂，有的线条纤细，状如游丝，在结体和
书写特征上比较接近古汉字风格。

6.山西襄汾陶寺朱书陶文符号
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属于夏代文化，出

土的扁壶鼓凸面有朱书“文”字，扁平面另有
两个符号（左右两弧笔画成的一个圆圈，笔
迹近乎菱形），应是用毛笔之类工具所书。

7.山东菖县陵阳河文化符号
大约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属于大汶口

文化，造型结构严谨，繁简有致，线条勾

勒洗练清晰，有以形图示意的特征，与殷
周时期一些表意字的构形特征非常接
近。

8.山东邹平丁公山文化符号
大约距今四千二百年前，属于龙山文

化晚期，刻画纤细流转，有的笔画两侧边缘
带有剥痕，在结体及其书写上已具有成熟
文字的味道。

9.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符号
距今四千年前，属于龙山文化，陶器符

号大都刻在大尊和卷沿盆的内口缘上，皆
各自独立成形，看上去有文字的感觉，有些
结体颇与商代甲骨文字相近。

10.江苏高邮龙虬庄南荡文化陶书
距今四千年前，刻写在一件泥质磨光

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陶片内壁一共有 8
个刻画符号，纵向两行，每行 4个符号；横
向看则排为四行，每行两个符号，左边一
端的符号局促紧凑，右边的符号则舒展呈
横势。

11.江西清江吴城一期文化符号
距今三千八百年前，属于商代早期文

化，有些形体在结构上接近郑州、台西、小屯
等商代遗址上的陶器符号乃至甲骨文字形。

12.河北藁（gǎo）城台文化符号
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属于商代文化，构

形更趋于理性，其形体来源取材广泛，直观
性较强，更有早期文字的遗风。9

《X战警》 上映日期：6月3日(内地)

导演: 布莱恩·辛格
主演: 詹妮弗·劳伦斯/ 索菲·特纳/ 奥立薇娅·玛恩
类型：动作 科幻 冒险 奇幻
电影基因：名导新作 特效大片 恶势力 震撼 粗犷

超自然力量

《记忆碎片》 上映日期：6月3日 (内地)

导演: 朴裕焕
主演: 雷佳音/ 夏梓桐/ 孙宁
类型: 剧情 悬疑
电影基因：矛盾冲突 犀利 机智 震撼 离奇 现代

《死亡游戏》 上映日期：6月3日 (内地)

导演：麦子
主演：徐洁儿/ 陈炳强/ 陈欢
类型：恐怖 悬疑 惊悚
电影基因：矛盾冲突 黑色幽默 震撼 离奇 现代

《提款机》 上映日期：6月3日 (内地)

导演：任海曜
主演：夏雨/ 鲍起静/ 邵美琪/ 冯淬帆/ 米雪

汪明荃/ 周丽淇
类型：喜剧
基因：感性 黑色幽默 温情 现代9

《泥泥狗儿童文学丛书》

主编：何弘、古明惠
出版社：海燕出版社

泥泥狗是中原传统的民间泥塑
艺术，也是深受历代儿童喜爱的玩
偶。它造型古朴灵异，色彩对比强
烈，夸张变形，或威武，或灵秀，各具
特色，有吉祥、祈福、崇尚生命的文化
内涵，是图腾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延
续和拓展，给人以永恒的生命印象。
《泥泥狗儿童文学丛书（套装共 12
册）》全景式地总结并展现了中原儿
童文学作家整体的创作新成果，题材
以反映中原儿童的生活、学习、成长
和愿景为核心，抒写中原儿童文化，
展示和繁荣中原儿童文化，也因此从
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原儿童文学的创
作成绩，对中原儿童文学走向全国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9

□胡宜峰

台静农(1902-1990)，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字伯
简，安徽霍邱县人。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
国学门，1925年春结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并参
与组织未名社。

作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进步文学作家
群的重要成员，台静农的小说、散文创作具有很强
的思想性、艺术性。同时，他又是一位国学基础深
厚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文学史、书
画艺术史、文字典籍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重

大文化积累价值。而且台静农还是一位修养全面、
功力深厚的著名书法家，其书画手稿和谈书论艺的
文字在艺术方面见解深刻，很有影响力。

台静农一生著述之外，以教学为业，1927年开
始，他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
齐鲁大学等校。抗日战争爆发，举家迁四川，任职
国立编译馆和白沙女子师范学院。

台静农 1946年赴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二十余年，治学严谨，创一派学风，著作经典，书艺
卓绝。在台大师生看来，台静农性情平和，笃嗜烟
酒，交游广泛，一派名士风度。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文学界对台静农的介绍偏
少，这与他的成就和地位并不相称，随着文化产业的
扩展开放以及两岸文化的深入交流，近年来台静农
正一步步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备受崇敬的大师级
学人……

海燕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台静农全集》共11卷
13册，近200万字，为国内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台
静农作品。这套书精心选编了能够体现台静农小
说、散文和诗歌创作实力，反映台静农学术研究全
貌，展示台静农文献整理和编辑水准等几方面突出
成果的作品，同时收入台静农往来书信，编辑了台
静农年谱，力求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完整、全面的台
静农。全书并附台静农相关珍贵照片图片近百幅。

台静农1946年赴台后，对大陆一直心怀眷恋，
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歇脚庵——这一歇就是 70
年，其间多少惆怅和乡愁。他生前曾赋诗道：“老去
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
坐对斜阳看浮云。”9

作为海峡两岸都高度

认可的大师级学人，台静

农至今在台湾地区、美国

等地还有不少亲属、弟子，

在大陆也有众多读者和研

究者，《台静农全集》的出

版对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

流具有重要意义。

□台静农

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
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
非知味者，有如我之爱茶，也不过
因为喝不惯白开水的关系而已。
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
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甜和
辣，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
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
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
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
作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
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
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
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
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
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
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9

《台静农全集·龙坡杂文·谈酒》

苦老酒

周末侃影

看《疯狂动物城》
尝试戴一副心理学眼镜

新片上线

史前书（续）

新书架

□张怀涛

当杨绛于 2016年 5月 25日离开这个
世界时，人们都沉浸在绵远深沉的追念
中。有的人感思她文简情浓、静穆超然的
传世名作，有的人赞佩她融合了传统女性
含蓄奉献和现代女性独立聪慧的人格修
为，有的人领悟她在逆境中波澜不惊、淡然
从容的人生态度，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她扎
实、丰裕、持久的读书生活有关。

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一文中，杨绛深情
地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
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1933
年秋季，她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部
读研究生。入学后她如饥似渴地到图书馆读
书，读了翟孟生的《欧洲文学史》、梁宗岱的
《法国文学》、吴宓的《中西诗比较》、吴可读的

《英国文学》等著作。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
杨绛与钱钟书因共同喜欢读书而结为连理，
终生不离不弃。

1935年，杨绛陪钱钟书去英国牛津大
学就读。在异国他乡，夫妻还开展读书竞
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
的册数不相上下。钱钟书将牛津大学图书
馆戏译为“饱蠹楼”(Bodleian)，以饕餮之蠹
自诩。在交流读书心得时，钱钟书说：“一本
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
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
会发现。”杨绛则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
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
浏览一番即可。”夫妻俩读书生活化、生活读
书化的情态跃然纸上。

100岁以后的杨绛，每晚睡前还有翻旧
书的习惯。杨绛认为，读书就好比是隐身

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
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
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
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
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他
对质。”“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
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
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

杨绛认为，年轻人应该多多读书，有个
年轻人高中毕业时给她写了一封信，表达
了自己的仰慕之情，倾诉了人生困惑。杨
绛给他回信时，除了热情予以勉励，还直率
地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
太多。”

我想，杨绛先生应该非常欣慰地告诉
她的丈夫和女儿：她播撒的读书种子必将
遍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9

书生活

好读书的杨绛

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
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
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

——杨绛

右图：距今 4000
年前，江苏高邮龙虬
庄南荡文化陶书。

《戏里戏外说历史》

作者：康保成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本书是与百家讲坛《戏里戏外说历
史》栏目相配套的图书作品，精选了《长
生殿》与杨贵妃、《赵氏孤儿》纵横谈、杨
家将戏曲与宋辽战争三个主题。通过
对史料的梳理、文学作品的考证与戏曲
故事的分析，从多样丰富的戏剧传说中
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形象与史
实。全书语言轻松明快、通俗幽默、可
读性强。9

书斋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