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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园，造的是诗情画意
■ 惟见

BOOKS

如果只是想翻翻解说词或浮饰的图片册
子，以便收集知识和印象，成为园林艺术这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知道分子”，也许用不着读曹
汛先生的书。

曹汛撰著的，是助读者会心园林建筑门道
的书。他师承梁思成，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
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生研究中国建筑史、园林
史、文物考古，写有论文百余篇，多数涉及术业
专攻，在专业学者间口耳相传。

眼下这本新书《中国造园艺术》，由曹汛从
百余篇论文中细择出的十二篇集成，是读者对
园林艺术获得胜解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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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中国造园艺术》开卷三篇，概说中国造园
艺术史，论述古典园林的精神内核———诗情画
意之发生、发展，及造园最见出技艺的叠山艺
术之发展演变。文章都不长，却是曹汛一生园
林研究的内功心法。熟读三篇，上古至今各式
各样园林建筑，意境孰优孰劣，见地孰是孰非，

当能一一会心。

园林意境的底层逻辑，是老庄思想主张的
“归真返朴”：返回到大自然中去，因为人本身
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造园技艺背后
的道，就是对大自然中天地初创构型的佳妙山
水加以开发， 将人的技艺点睛于自然之眼穴，

或纯用人工的手段，在市郊清静处，在喧嚣闹
市中，模范山水，在生活游息之所中再现充满
诗情画意的自然山水。 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

是明代造园叠山艺术家计成在《园冶》中拈出
的八字真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源于《庄子》的“既雕
既琢,复归于朴”。上古时期，中国的雕琢技术，

便已精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能在荆棘的
刺尖雕刻一只背着小猴的母猴， 能用玉石雕出
树叶，混在真树叶里难辨真假。人们陶醉于镂刻
繁饰的玉器金器， 它们处处体现出工匠的鬼斧
神工，生怕人见不出自己的技艺，然而在厌烦于
这片金碧辉煌之外，渐有一片风景，是木石的自
然之气质。玉虽然也是石，但斧凿琢磨的痕迹一
眼便可认出，与园林中的石头不同。石匠们选好
了石料，用斧削，用锥凿，加工之后，却拿去沉到
太湖底百十年，任凭湖水冲刷、侵蚀，消除自己
的斧凿之痕。 在炫目的金碧辉煌中开出的这一
片木石天然，就是一部园林艺术的历史。

“可游可居，皈依自然”

计成虽说出了园林第一法则。然而这一法

则如何逐步形成，古人语焉不详。曹汛爬梳无
数古史材料，提炼出可以执简驭繁的园林历史
三段论。

最早的古代造园，多是皇家园林，私人无
此能力。秦始皇受神仙家思想影响，筑土为蓬
莱山， 蓬莱三山从此成为园林山水的核心范
式；汉代建章宫也是“宫内苑聚土为山”，梁孝
王的兔园百灵山，构石为山能连延数里。这是
园林的第一阶段： 叠山就是整个的摹仿真山，

尺度大小完全写实。大概如今故宫北门的景山
公园，可以一见这种造园叠山的余绪。这种接
近自然主义的叠山手法，工程浩大，造型自然
粗放，可供在家中模拟登山，经不起细节推敲
玩赏，所以魏晋南北朝后，造园手法渐趋细致，

小园的出现就成了必然。

魏晋受老庄思想影响，人们发现“会心山
水不在远”，小园小山，足可神游。所以这就出
现了“假山”。假山虽然还是模仿真山，但“具体
而微”，尺度缩小。这种叠山风格，曹汛用一个
字总结为“象”，和上个时期的“准”，形成巧妙
的对比，这种“小中见大”的叠山手法，是写意
的、象征的、浪漫的。然而问题也就在其“假”，

小巧精致，人无法悠游其间，造起来是个只能
远观、谢绝登攀的景观，园子成了大人“精致的
淘气”， 过家家的手办玩具， 真的是只能 “神
游”。

直到明末出了造园大家张南垣，他像哥伦

布竖鸡蛋一样提出， 为什么不可以用真实的尺
度，把假山做得和真山一样，但又不是回到第一
个阶段再现真山的全部， 而是选取一部分山根
山脚，叠造出平冈小坂、陵阜陂陀、曲岸回沙，然
后用石头错综道路，绕以短墙，种上密竹，从而
创造出山林的意境，构成艺术的幻觉，让人觉得
“奇峰绝嶂”仿佛已经“累累乎墙外”，此间好像
处于山麓之中， 面前的山石则是围墙隔断而来
的。这样的园林，才真正做到了可行、可望、可
游、可居。

现在看来，这道理似乎没什么稀罕，如今旅
游所见的大部分园林，都接近这个描述。然而明
代在张南垣未提出这一手法前，却几乎没有人这
样尝试过。 直到张南垣发现并实践了这一方案，

计成总结提炼为理论予以认证、推广，方成为造
园主流。宋元时期的人，还觉得微缩假山是可爱
的，明末以后，这种“小人国”便成了大众哂笑的
对象，可见张南垣的思想已成业界共识。这种“有
其一体”的叠山手法，曹汛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认
为它标志着我国造园艺术的最后成熟。

不能把曹汛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的总结，当作对黑格尔美学三段论的比附。因为
中国园林的发展有自己的精神内核。对比一代学
人西体中用的思维理络， 曹汛更熟悉的是张南
垣、计成、戈裕良等人的精神世界，他尤其推崇张
南垣和计成。 计成为明代最重要的造园理论家，

张南垣为明代最重要的造园实践家，此二人合成

明代造园艺术的高峰。曹汛是在攀登了这座高峰
后，知道了“天下之脉络”。

理论总结看起来简单明了，但非博览群书不
能办到。化简似易实难，需要穿透千万杂乱的现象
洞见其内在本质。曹汛文章的立足点，是专业的、

探索的、有深度的，重在内部脉络梳理和外部材料
证实，而不是文艺腔的名作欣赏，然而找的这几个
点，讲得透彻，让人难以易移，只有服气接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曹汛虽然深耕在古建筑史、 园林史领域，但
所用学术方法，却是受到史学大家陈垣先生史源
学的启发。曹汛首先继承了梁思成先生实地考察
的科学方法，通过类型学、分类学，确定朝代、特
点、技术，对照历史文献进行综合研究。面对历史
文献时，曹汛不像有些浮躁的学人拿着实物生套
文字，稍有“鲁鱼豕亥”的相似，便以为得手而曲
为之说，他是抱着质疑的精神，努力找原初文献
进行比较，如对簿公堂，“老吏断狱”。

史源学需要学者有宏阔的历史感作基础，且
愿意下笨功夫去考证。建筑史既是历史，就应该
尊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许多过去的论断、谬种流
传，却成为常识的一部分，这就需要投入巨大的
精力考证。曹汛通过将史源学用于建筑史，澄清
了许多重大认识，对一些流传甚广的错误常识进

行了纠正。最为代表的，是书中所收长文《陆游
〈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

陆游的《钗头凤》及其背后的凄婉爱情故事，

极其有名。尤其是近百年来，伴随大众传媒发展，

编为戏曲、话剧，拍成电影，家喻户晓。然而曹汛
却要挑战这一积非成是、 错解错传的常识成见，

堪比胡适考证禅宗伪史。

常识的版本是这样的，陆游这首词作于绍兴
的沈园，词中的女人是陆游的前妻唐琬，因婆媳
关系不好而被休，后改嫁皇族子弟赵士程。春日
出游，陆游唐琬相遇于绍兴沈园，陆游不能胜情，

赋《钗头凤》词一首，题于壁间。

曹汛根据多年研究考证，认为全然不是这么
一回事。《钗头凤》并不是作于绍兴的沈园，而是
作于成都的张园，词中的女人，并不是陆游离异
的前妻，而是另有其人，其情节也不是诀别分手，

而是相会重逢。甚至“红酥手”也不是想当然的唐
琬之手，而是一种奶油酥皮点心，和黄縢酒搭配
的套餐。然而《钗头凤》的故事，自南宋后就有陈
鹄、刘克庄、周密等文艺界大腕错解，历元明清数
百年，踵事增华，愈传愈烈，后来又编造出唐琬的
和词，甚至唐琬这个名字，都是无中生有编造出
来的。陆游晚年诗中提到沈园，都与《钗头凤》之
事无关。南宋沈园在绍兴城外，和现在绍兴城内
的沈园，根本不是同一地方。

曹汛用三万多字的文献考据， 得出这样的
结论， 看上去在给现今热衷制造假古董的旅游
业难堪。真相总是让人难堪的，曹汛希望建筑家
们自竖脊梁，用自己的头脑思辨真伪，不要受人
捉弄，以讹传讹，人云亦云。这即是陈寅恪先生
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曹汛呼吁：

“名人错了， 如果大家仍然跟着以为是对的，那
世道人心，可就都没有救了。”他的着眼点，是世
道人心， 他自己， 因这份世道人心的操守成了
“不识时务”的人。

常识被证伪，让熏染于常识多年的人乍闻之
下难以接受，然而如果我们不放弃求知，终将知
道此中真伪，那时便会感激在我们的心中留下那
颗真相种子的人。我也曾游过许多园林，以前也
爱在一些园子构置繁复的假山中钻来攀去，颇有
乐趣。曹汛却三字评之曰“钻猴山”，这让我心中
老大不舒服了一阵子。后来细细思之，才懂得评
判的情理。如果初来乍到，精巧的“猴山”是更容
易让人喜欢的，然而我们若想象一个人在此中长
住，精巧眩惑的东西就易腻味，反不如自然散淡
的布置经得起时间。 由此我略懂了曹汛的脉络，

再看园子，就有了会心之处，人也似在这园林山
水中呼吸到了渐近平淡的逸气。

《中国造园艺术》
曹汛 著
北京出版社

当生命和死亡成为商品
■ 重木

伴随着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曾
经主宰和覆盖在西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中的
诸多观念和意识形态都遭到质疑和挑战。然
而，一些来自传统且蔓延百年的观念却很难在
短期内改变，因此它也就必然会与新的社会或
市场模式产生冲突，从而一方面导致激烈的对
抗， 另一方面也在这其中诞生出新的观念，与
新的社会关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互动。

在维维安娜·泽利泽的专著《道德与市场》

中，作者通过研究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展现了
在社会、市场、经济、观念以及价值观之间复杂
的冲突、互动和彼此影响，一方面伴随着新的社
会关系而渐渐成形，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反过来
作用于新的社会意识，从而为诸多新兴的现代
产业———如泽利泽所讨论的人寿保险———开辟
一个新的市场。

在第三章《一个比较的视角》中，泽利泽通
过对新兴的人寿保险业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
不同发展与遭遇，发现除了经济因素对其产生
影响之外，不同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尤其是不
同的宗教观念，对于人寿保险业是否能够进一
步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泽利泽
在其后的第四章《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对接纳社
会创新的影响》中，开始围绕着美国人寿保险

所遭遇的困境，分析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是如何使
人们拒绝购买保险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
于生命和死亡的看法。

在新的、 关于人的生命和死亡的意识形态
中，人寿保险被看作是一份对于家人的责任———

尤其是抚养和照顾家庭的男性主人翁对于妻儿
们的照顾和对未来风险的防范。人寿保险从曾经
对人的生命和死亡的冒犯转变成对于家庭的责
任与义务，从而使得它在美国彻底进入蓬勃发展
的阶段，并且渐渐开始形成其独特的商业体系和
价值观念。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寿保险已经占有
显著地位。在这背后所变化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
关系的变迁，同样还有随之而被建构起的新的价
值观和意识形态，只不过如今换了天地，人寿保
险所使用的道德与观念成为主流。

在泽利泽围绕着美国人寿保险讨论背后所
变化与发展的道德与市场时，我们也发现了存在
于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两者随着社会关
系的变化而变化， 很多时候都向着同一个方向；

但另一方面，道德和市场之间也因为各自所注重
的不同面向而发生冲突，尤其当它涉及人的生命
和死亡时，市场对于利润和资本的强调在本质上
会把人的生命和死亡当作商品，来进行相应的计

算和流通，这一点对于拥有理性和“万物之灵”的
人来说往往难以接受， 并且就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 伴随着资本主义劳动和经济体系的强势，人
的异化便会是必然的结果。

也正因此， 人们对于人寿保险的道德焦虑才
会历久弥新。 即使伴随着人寿保险在现代的专业
化和商业制度化， 我们依旧还能发现许多人利用
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对其进行批判和质疑， 尤其伴
随着商业主义蔓延和渗入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 且市场逻辑开始影响和建构着我们的观
念和意识形态时。 人们在对资本主义市场进行
反思的时候， 人寿保险也必然会再次因其本身
所存在的这一内部张力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就
如泽利泽在最后所指出的， 曾经覆盖在生命和
死亡之上的神学也已经 “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精
神气质”，但它在后者中所残留的东西，最终也
为其利用，成为它的工具———“以精神的外衣伪
装自身的物质主义使命”。 这便是资本主义市场
最强大的力量。

《道德与市场》
[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姚泽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她的“自我删除”计划
■ 沈星妤

“我想把自己的名字解开，拆散，丢掉，

忘记。”

莉拉从小梦想的自我删除计划，是从这
一刻开始的。

2018年， 美国 HBO电视网与意大利合
拍《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成为年度爆款，首
播于威尼斯电影节，入围《时代周刊》年度十
佳。因为这部影集改编自意大利当红作家埃
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这位神秘
的作家被文学评论界称之为继荷马和奥维
德之后，第一个女性史诗作者。

费兰特只是一个笔名，没有人真的见过
这位作者， 他和编辑的往来也只是通过邮
件，从不接受任何采访，其真实身份至今是
个谜。从 2011 年到 2014 间，费兰特以每年
一部的频率创作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以史诗
般的体量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贫民窟出
生的女孩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在小学一年级课堂上，资优生埃莱娜被
老师表扬，然而捣蛋的莉拉以自学成才的惊
人读写能力破坏了埃莱娜长久努力建立起
来的优越感，大胆犀利的天才女孩形象跃然
入目。

沉迷于《小妇人》的埃莱娜想成为作家，

莉拉却提前写出了一本让老师惊为天人的
童话小说，诸如此类的事经常发生。任何一
种技能与学识，莉拉永远都比埃莱娜快一步
掌握，这种让人嫉妒也不断刺激埃莱娜灵感
的竞争，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一生，难以遁逃
地纠缠着彼此的友谊、爱情与婚姻。

青年时期的埃莱娜拥有完美的婚姻和
两个漂亮的女儿，但她感觉自己依然无法和
莉拉相比。

当年莉拉嫁给那不勒斯最有钱最恶俗
的男人时，她并不甘心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
妇女，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掌控着家族的生
意，用自己的独立意志反抗着男权丈夫的凌
虐。名利双收的埃莱娜成为那不勒斯贫民窟
的骄傲。而离了婚沦落为女工、被困苦折磨
成烂泥也不肯低头的莉拉，依然是那不勒斯
最坚韧的存在，她就像一座永远难以攻克的
堡垒，对于整个那不勒斯的人来说，犹如圣
女贞德般令人敬畏。

优渥富足的埃莱娜， 再次被莉拉所吸
引，渐渐感觉到上流社会已经让她失去了自

我。莉拉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资本主义浮华
当道的上流文人家庭的假面与残缺，有知识的
女性在婚姻里并不受到尊重，婆媳关系也充满
了虚伪、势利与不平等。

埃莱娜决心对抗自己的婚姻，她不顾一切
离开丈夫搬回了那不勒斯。

两个已为人母的女人，再次重拾友情。

曾经交换娃娃的小女孩，交换了对彼此女
儿的爱，两人互相照顾，彼此扶持，共同生活。

然而，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席卷了整个国
家，莉拉和埃莱娜联手同盟暗中支持，对抗着
政府的腐败和民间的黑暗势力，从贵妇变回庶
民的埃莱娜重新找回了创作源泉。正当两人以
为彼此的友谊永不会再分叉时，莉拉最心爱的
小女儿在一场车祸中离奇失踪。

孩子，成为这场战役唯一的牺牲品。

那不勒斯变成了一座废都，所有人都选择
了离开。莉拉告诉埃莱娜，她将永远留在这里，

寻找她生死未卜的女儿。

埃莱娜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从此失去了莉
拉的消息。直到很久之后的某一天，白发苍苍
的埃莱娜接到莉拉长子的电话，得知他母亲突
然不告而别，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的一页才
重新被翻开———

这便是小说的开头的第一幕。

莉拉去了哪儿？是死是活？埃莱娜没有答
案。也许，她打破了自己的界限，开始环游世
界；又或者，她选择把自己彻底删除，随着她们
的童年一起消失在某个无人问津的角落。

我认为，莉拉和埃莱娜是意大利历史长河
中的一个缩影，是那不勒斯的象征，她们的友
谊代表着国土、家园，以及自始至终不离不弃
深爱着那片土地的人民。

莉拉的传奇从未真正开始，也永远不会结
束，唯一不变的是，埃莱娜会永远追随她的影
子，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即便稍纵即逝永不
相见，她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着，那跨越了半
世纪的友谊也将与世长存。

那不勒斯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
留下的》《失踪的孩子》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曹汛自绘北京五塔寺。

荒野里存在着“虫侦探”
■ 肖承森

半夏，本是生于夏至日前后的植物，性温，

可入药。怎知《与虫在野》的作者笔名，就叫半
夏。此人，一定是在山中跑野了，起名都有点春
在绿芜中的感觉。

我猜对了一半。半夏果真写过花花草草的
书，叫《看花是种世界观》。但这本《与虫在野》，

才是她从 2014 年夏天开始在野外拍虫子、拍
花草，写“在野阅微”系列文字的重头戏。

半夏写的绝非中规中矩的科普文章，而是
她代表人类写给虫子的情书。

全书分三部分。A 部“在野阅微”，讲述的
是日常生活中， 半夏与虫剪不断理还乱的情
意；B 部“人虫对眼录”，是 2015 年至 2018 年
她在荒野间观虫、拍虫，独自与虫对视的日志；

C 部“念虫恋虫”，作为全书结束语，与其说表
达了对虫的迷恋，不如说借虫而观，半夏对自

然有了新的体悟与哲思。正如梭罗所说，“野地里
蕴含着对这个世界的救赎。”

倘若不是读半夏的这本书，我们无法认真地
考虑虫与人的关系。怕虫、卖虫，还是轻视虫？这
些态度充斥着我们的日常。但当半夏提到“虫生”

时，我的心为之一颤。是啊，每只虫都有它完整的
一生。虫子的世界是完整的，有爱、责任和道德，

也有犯罪和杀戮。

那么，人类与虫类，谁在地球上更适者生存？

半夏在书中写道：“蜜蜂研究者近年来发现， 地球
上蜜蜂种群的数量一直在减少，蜜蜂们患一种‘蜂
群崩溃错乱症’，具体表现为一个蜂群的工蜂外出
后再也不回蜂巢来，因为它们找不到家了，像患阿
尔茨海默病的人一样。”然而，令工蜂患病的主要
原因，竟是人类在郊区大量使用杀虫剂，还有肉眼
看不见的电磁波。但反之，爱因斯坦也说过，如果

世间没有蜜蜂，人类只能再生存四年。没有蜜蜂，

就没人类。道理就这么简单，没有谁更合适。

半夏爱虫， 不仅体现在深情文字里，B部那
些拍得细致入微的照片也难得一见。镜头下的碧
凤蝶、七星瓢虫、菜蝽、萤叶甲等数百种虫子，无
论在泥土里，还是草叶间，都那么小而美，活泼且
迷人。

半夏说智利天才作家波拉尼奥的 《荒野侦
探》，是她最爱的小说。小说里的主角不是真的侦
探，而是两位探寻生活的诗人。半夏也常去荒野，

只不过窥探的是虫子的生活。 于是，“荒野虫侦
探”的绰号，便实至名归了。

《与虫在野》
半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