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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峰

不能选择的天禀自然
夏桀王、 殷纣王都是史有记载
的美男子。 楚国的宋玉是美男子，
使他的东邻的姑娘三年中天天登墙
头来对他观赏和示爱。 西晋的潘岳
是美男子， 他出游洛阳， 在大街上
遇上素不相识的女子们， 她们都手
拉手地把他围起来进行观赏， 有的
甚至对他献花奉果。 容貌丑陋的名
人也多有记载。 孔子长相非常丑，
荀子说他“面如蒙倛”， “蒙倛”
是古代驱逐疫鬼和出丧开路用的方
形面具， 其状凶恶可怕， 这是说孔
子之面可以吓跑厉鬼， 可见丑的程
度如何了。 曹操也长得丑陋， 有一
次匈奴使者来晋见， 他自惭形秽，
怕不足以雄远国， 于是找来崔季珪
来代替自己， 而自己却提刀站立在
崔季珪的身边充为侍者。 比之于男
性， 女性的美丑更为世所关注。 历
史上向有“四大美女” 之誉， 她们
是西施、 王昭君、 貂蝉、 杨贵妃。
而丑女则有黄帝的妃子嫫母， 齐
宣王的王后无盐君钟离春， 诸葛
亮的妻子黄玉英， 她们都是貌丑
而德行出众的女子， 她们的存在
给长相不美的女性以很大的自信
和感召。 不论男女， 德行才是人
的生命价值的根本所在， 这也从
正面印证着“婢美妾娇， 非闺房
之福” 的格言。

不能自主的被选择
西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是双重
的因容貌美艳而致害的人物。 皇帝
使画工毛延寿画妃子的像， 看中了
谁就召幸谁。 这时妃子们争相以重
金贿赂毛延寿， 唯有王昭君自恃美
貌， 不求美化， 以致不得召幸。 汉
元帝竟宁元年 （前33年）， 匈奴呼

惜容诗演化成的意想不到
在唐代诗人中美男子刘希夷的
遭遇， 与他的“美姿容” 有很密切
的关系。
刘希夷是河南汝州人， 唐高宗
上元二年， 二十五岁的刘希夷考中
了进士。 他作诗好写闺闱题材， 辞
情多哀怨格调， 善弹琵琶， 不拘礼
法。 他在落魄饮酒的时日中， 对于
岁月空添中无谓地消磨了自己的好
年华与美姿容， 以及他所见到的许
多俊男靓女的容颜变老， 都为之感
到特别地惋惜和怅恨， 带着这种沉
重的生命体验， 他写了一首 《白头
吟》， 诗中有些语句是唐诗中的绝
唱， 一直流传到今天。 刘希夷有一

个舅舅叫宋之问， 在初唐也是很有
名的诗人， 与沈佺期齐名， 世称
“沈宋”。 宋之问这个人虽有诗才但
品行极为低劣。 他看中了刘希夷这
首诗的价值， 尤其特别想窃夺“年
年岁岁” 那两句谁见了都会多生感
慨的名句。 他向刘希夷提出： 你这
首诗尚未示人， 就转让给我吧。 刘
希夷虽答应了他， 但并没有把手稿
送他， 宋之问认为这是欺骗他， 于
是就派家丁把刘希夷骗进自家别
舍， 用土袋子把他活活压死。 刘希
夷因慨叹自己俊美姿容的流逝而写
出好诗， 竟遭舅父窃夺未成而被害
丧命， 这是缘起于诗句而终因为美
貌自怜而导致的悲剧。

切勿自为美姿容所累
说起晚唐诗人杜牧， 他身上可
资骄傲的条件实在太多了： 出身世
族， 十六岁开始全面熟读经、 史，
二十三岁即写出令国人齐赞的 《阿
房宫赋》； 二十六岁进士及第， 同
年又应制举登科， 从校书郎、 节度
推官、 刺史， 做到考功郎中、 中书
舍人， 中间并无什么大的坎坷； 在
有上述那么多条件之外， 他还具有
很多人没有的“美姿容”。 但是，
杜牧在一段时间里为此却自累其
身。 他登科入仕之后， 在文宗大和
七年到淮南节度使牛僧儒幕中作推
官， 后转为掌书记， 很受牛僧儒重
视。 当时扬州是一个商业繁华城
市， 饮食娱乐等事甲于全国。 杜牧
到了这样一个歌舞繁华之地， 平时
又不拘细行， 再加上美男子的相
貌， 在“高楼红袖” 间流连忘返，
那些“娉娉袅袅” 的青楼女子也以
能得他赏识为幸。 杜牧在将近三年
的日子里， 在此尽情所好， 在“春
风十里扬州路” 留下了纵情声色的

浮薄名声。 杜牧智高才广未当上宰
相， 并且未老先衰， 虽然原因不止
一个， 但浮薄行为与名声， 不能不
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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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 人们会容易得到一
个印象： 美貌致祸遭损， 相貌丑陋
可能就好了。 其实也未必。 丑貌也
有丑的困难与不幸。
西晋时， 与潘岳同时的著名诗
人左思， 貌丑， 还有口吃的缺欠，
出身也很低微， 他虽然有旷代才
华， 诗文创作水平独冠一代， 所著
《三都赋》 曾在洛阳引起全城传抄，
造成了纸价上涨， “洛阳纸贵” 的
成语就是对左思文才的口碑肯定。
但左思“貌寝、 口讷”， 也就是相
貌丑陋身材矮小， 说话口吃， 这又
导致他不好交游， 大大影响了他的
仕途命运， 以致只能当一个不入流
的管理文书的“秘书郎”。
唐代诗人罗隐也是个相貌丑陋
的人。 他从年轻时就进入科场考进
士， 连续十次入闱， 考到了五十五
岁， 一直没有沾上进士的边， 还是
一个白衣秀才。 几十年中他辗转在
高官显宦的门下混饭吃， 生活全靠
别人周济， 为此他恃才傲物， 落落
寡合， 但投诗于名人求得提拔引荐
却一直没停止过。 有一次他投诗于
唐武宗朝宰相郑畋， 郑畋以罗诗给
了他爱诗的美貌的女儿读， 郑女读
到诗中有“张华谩出如丹语， 不及
刘侯一纸书” 两句， 十分仰慕罗
隐。 有一天忽然得知罗隐来访郑
畋， 郑女从门帘后面偷看她的梦中
情人， 这一看全凉了。 假如罗隐的
长相不是这么丑， 引得宰相之女的
一见倾心， 就不难一朝得跃龙门，
真是先天造成的遗憾！

喜欢您这张照片。” 我把父亲的
照片庄重地送给了山田。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
片， 嘴里反复念叨着： “你爹是
八路， 这就是50 多 年 前 的 八 路
军。” 他看着看着笑了。 我看见
他没有门牙， 没有槽牙， 只有两
颗犬牙。 他的舌头， 像一颗蠕动
的红色宝石。 他看够了， 就满意
地双手把爸放在自己胸前。
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

轰炸重庆
一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
的忙， 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 开摩托车去
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
道。 如果中途不停车， 问题倒不
大， 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 偏偏
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
我得停一下。 等我再起动时， 由
于油门过大， 摩托像一匹脱缰的
野马， 大吼着从我两腿间蹿了出
去。 只见它“轰” 的一声， 腾空
而起， 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 惊
魂未定， 我发现松井老头儿订的
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 在坡道上
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 它一转
一歪、 一转一歪， 顺坡而下。 阳
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 忽明忽
暗， 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儿订的饭叫“中华
盖浇饭”。 中国国内没有这种国
粹， 日本全国倒有这种中华料
理。 这种中国饭卖700日元， 合
日本工人半小时工资， 它是由一
大碗米饭浇上肉炒白菜一类的东
西组成的。 卡路里、 维生素、 蛋
白质、 脂肪和植物纤维的含量，

● 韩春燕（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把个人生活
植入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记述。感受
到历史的律动和触摸到历史的脉
搏 。 《胡 世 宗 日 记 》记 述 生 活 的 视 角
除了平视之外 ，还 有 俯 视 ，站 在 时
代 的 精 神 制 高 点 俯 视 生 活 ，不 只 是
个 人 的 心 灵 史 ，记 载 个 人 的 心 路 历
程， 同时也是一代人的精 神档案，
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历史感、时代
感共存。 日记充满理性的力量和向

足可以保证一个健康人工作半
天。
中国料理经过日本厨师的革
新和改造， 变成了适合日本人口
味的外国菜。 这些中国料理的表
面又罩上一层透明塑料薄膜后，
就使原本平常的食物增添了神秘
色彩。 撩开以前就能窥视到它的
色香味形， 能让人产生垂涎欲滴
的冲动。 日本的中国料理外卖，
都必须罩上塑料 薄 膜 “面 纱 ” 。
它的作用除去引发食欲刺激之
外， 还能让人感到卫生和温度。
这样就可以让客户在没有心理障
碍的情况下放心享用。
松井老头儿的家在坡道拐弯
处。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
了他家的门铃。 一个一瘸一拐的
老人开了门， 露出一张慈祥的
脸， 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 我老
实对他说： “对不起， 让您久等
了。 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 其实
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
了 ， ——
—我 刚 才 在 坡 道 上 翻 过
车， 实在抱歉。”
“华尔兹？ 你说它跳过华尔
兹？” 松井老头儿乐了。 他慈祥
地看了我一眼， 说： “你是中国
留学生吧？ 咱们初次见面。 既然
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 那么你就
放在这儿吧。 我吃不吃没关系，
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
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 他关心
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 这
碗先放下吧， 一会儿你再给我送
一碗来。 小伙子， 驾驶摩托和驾
驶飞机一样危险， 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 助人为乐。 这是
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
象。

上的力量。
● 吴玉杰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 博士生导师）：《胡世宗日记》
时间含纳 1960 年至 2015 年， 作为个
人的生活流，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形成历史的链条。 不同的读者由于
期待视野的不同在阅读的过程中各
取所需，形成对日记的多向度回溯，
达成文本解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
再创造。他尊重历史真实，观照心灵
真实，时间越是久远，《胡世宗日记》
史料性的密度与纯度越彰显出非凡
的意义与价值。
● 刘恩波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研 究 员 ）：在 作 者 笔 下 ，那 些 生 命 是
鲜 活 的 ，丰 富 的 ，有趣的，像浩然、刘
白 羽 、臧 克 家 、 郭 凤 莲 、 艾 青 、 周 涛
……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 从而带
给我们一种有效的还原，一种个性化
的彰显，一种地地道道的生命记忆的
打捞。 这些日记是信史，也是心史，在
琐事和小事里有心灵的颤音， 在大
事和大关节上有历史的法眼在，可以
随之读出时代的风云 ，社 会 的 气 象 ，
还有人生的起落沉浮的乐章。

连
载
编
辑
盖
云
飞

责
任
编
辑
于
勤
电
话
22690171

我接着说， 1939年， 我爹那
个村出来18人参加八路军。 村子
被烧了， 粮食被烧了， 活不下去
了。 1949年， 这18人中只活下来
3个人。 我问山田： “你看这张
照片上， 我爹脸上还有战争的风
云吗？”
山田认真看了一会儿说：
“已经没有了。”
照片上， 爹满头白发， 在金
色的阳光下闪烁出银一样的光
泽。 他灰色的中山服笔挺。 他
绝 没 想 到 他 灰 色 的 中 山 装让老
日本鬼子联想到八路军军装的颜
色。
爹的皮鞋锃亮， 是母亲在北
京细心擦过的。 爹背后是中国驻
新西兰大使馆的白色建筑。 建筑
门楣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闪亮的
国徽。 建筑上空的蓝天里， 飘扬
着我们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 山
田老鬼子就挑中了这张照片。
我对着照片中的父亲说：
“爸， 再见了。 50年前的老鬼子

● 滕贞甫 （省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 、主 席 ）：这 是 一 部 堪 称 一 个 人 的
文学史的作家日记， 这部日记有很
重要的史料价值。打捞和挖掘史料，
是对历史的负责。 这是一部创造了
历史的公开出版的作家日记。日记，
是一个作家的年谱。 这是一部折射
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发展历程的作家
日记。 这是一部体现新时代辽宁精
神的作家日记。 日记彰显了长子情
怀，体现了传承与担当。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0周年纪念版）荩荩荩
作
者： 特里·伊格尔顿
出 版 社： 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是一

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在本书中，特里·伊格尔顿对当前西方社会十种
典型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并相应地从十个不
同的角度分析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
性。 他的持论有理有据，文字酣畅浅白，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兼
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丑也有丑的难处

17卷本《胡世宗日记》带你“打捞记忆”
日前， 17卷本 《胡世宗日记》
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作
协也举办了 《胡世宗日记》 研讨
会， 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弘扬文
学精神、 回望历史、 打捞记忆、 重
温友情的研讨会。
《胡世宗日记》 是沈阳籍军旅
作 家 、 诗 人 胡 世 宗 从 1960 年 到
2015 间 5 6 年 的 日 记 ， 2006 年 和
201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分前8卷
和后9卷出版， 共17卷、 972万字，
配发数百幅历史图片。 贺敬之题
写书名， 袁鹰和何建明分别作序。
这部日记记录了作者的中师时代、
军旅生涯和所见文坛风景， 实录
了他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和社会面
貌， 学生生活和从军历程， 还有
辽沈及中国文坛诸多名家的音容
笑貎和众多文事活动， 记录了巡
走南海北疆、 国外见闻和作者经
历的唐山大地震现场、 毛泽东主
席逝世追悼活动、 两次重走红军
长征路及边界战事， 还有家族轶
事特别是记录了著名歌手胡海泉
（盖云飞）
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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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貌不能承受之重
韩邪单于来汉廷求和亲， 汉元帝依
据毛延寿画的不被见怜的王昭君图
像召出了她， 到匈奴给呼韩邪单于
做王后。 当昭君被召出现于大庭广
众面前时， 她“丰容靓饰， 光明汉
宫， 顾影裴回， 竦动左右。” 汉元
帝特别惊疑， 怎么这么美丽的后宫
妃子， 在画像里是那么平常， 他这
时非常后悔自己按图召见的失误，
但名籍已定， 不能改悔更人， 只好
把昭君让匈奴王带走。 他为自己被
骗失美而怒气横生， 下令杀了毛延
寿。 王昭君嫁到匈奴之后， 生了两
个女儿； 呼韩邪单于死了之后， 他
的前妻所生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又
按父王“遗产” 该由儿子“继承”
的习俗娶昭君为妻。 这对于一个从
传统文化中走来的绝代佳人来说，
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 她有无穷的
怨恨， 曾向汉成帝请求回归故国，
但并没有被允许， 不久即忧郁而
死。 今天有人“古为今用”， 把她
说成是民族友好的亲善大使， 也太
不顾历史事实了。

美编： 马

历史， 总是存有无数的黑色
幽默！ 岂容清史尽成灰！ 焚书，
始皇帝和李斯确实干了， 而且遗
毒深远；
但坑儒一事， 确实还值得我
们后人大加商榷。 发生在始皇三
十五年的“坑儒” 之事， 司马迁
《史记》 中这样记载：
侯生、 卢生相与谋曰： “始
皇为人， 天性刚愎自用， 起诸
侯， 并天下， 意得欲从， 以为自
古莫及己。 专任狱吏， 狱吏得亲
幸。 博士虽七十人， 特备员弗
用。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 倚辨
于上。 上乐以刑杀为威， 天下畏
罪持禄， 莫敢尽忠。 上不闻过而
日骄， 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
不得兼方， 不验辄死。 然候星气
者至三百人， 皆良士， 畏忌讳
谀， 不敢端言其过。 天下之事无
小大皆决于上。 上至以衡石量
书， 日夜有呈， 不中呈不得休
息。 贪于权势至如此， 未可为求
仙药！”
于是， 乃亡去。 始皇闻亡，
乃大怒曰：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
用者尽去之。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
众， 欲以兴太平， 方士欲练以求
奇药。 今闻韩众去不报， 徐市等
费以巨万计， 终不得药， 徒奸利
相告日闻。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
厚， 今乃诽谤我， 以重吾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 吾使人廉问， 或
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 使御史悉案问诸生。
诸生传相告引， 乃自除犯禁者四
百六十余人， 皆坑之咸阳。 使天
下知之， 以惩后。 可见， 活埋
“诸生” 的事件， 与其说是“坑
儒”， 不如说是“坑方士”。

临床儿童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荩荩荩

作
者： 王永柏、 陈耀、 栾燕主编
出 版 社：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 《临床儿童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 一书以发展心理学

和行为科学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为基础， 以循证医学的资料为依据，
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儿科医生、儿童保
健医生、儿童健康工作者、父母及教师提供科学、实用的“促进儿童
心理健康发展和早期防治各种心理问题”的参考工具书。《临床儿童
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的问世，旨在解决目前儿童主要存在的心理
健康问题，走出养护、教育孩子的误区，提供给读者一本专门针对儿
童早期身心健康发展、儿童常见情绪和行为问题预防以及早期识别
和合理治疗各种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临床儿童心理疾病诊断与
治疗》 一书特邀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定医院副院长、 博士研究生导师郑毅教授担任主审并做序。 由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陈耀院长和栾燕书记分别撰写前言和后记，
对本书寄予了期望和厚爱。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沈阳市精神医
学与心理卫生重点实验室、 沈阳市安宁医院、 沈阳医学院等单位
部分专家参与了编写。

街上的耳朵荩荩荩
作
者： 钟求是
出 版 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街上的耳朵》是当代作家钟求是的中短篇小说集。 在这

些文字中，作者语调舒缓，寄寓忧郁的深情。 他几乎揭示了时间流逝
的真谛，写出了普通人卑微而真实的欲望，也曾在死亡的绝境之中看
到天上明亮的星星。 本书献出了当代汉语中动人的诗性。

九个人荩荩荩
作
者： 张新颖
出 版 社： 译林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 《九个人》 是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又一部人物传记力

作。 这本小书讲述了沈从文、 黄永玉、 贾植芳、 路翎、 穆旦、 萧
珊、 巫宁坤、 李霖灿、 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 除了沈
从文， 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
—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
〇年代前几年之间， 到三〇、 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
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 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 他
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 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 带着这样的精
神血脉和人格底色， 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 去经历各自曲折
跌宕的人生。 这九个人的故事， 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
事； 与此同时， 却并未泯然其中， 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
体， 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 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
人的故事。

为爱朗读：爸爸与我3218天的读书约定荩荩荩
作
者： 爱丽丝·奥兹玛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为爱朗读》记述父女俩一起读过的书籍，每章开篇有所读

书籍的精彩摘录。 内容既包括父女两人多年朗读心路历程，描画出了
一个爱书的女儿是如何在爱读书的父亲的亲情和帮助下成长起来
的；还分享了他们学习与领悟的过程与收获，以及爱丽丝与父亲的关
系和亲情故事。 语言温馨、幽默，内容充实，令人不由得思考生活中爱
与承诺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建立起对亲人的责任等问题

首先带头逃跑的卢生， 本身
就是一个祸头。 他最早劝秦始皇
隔绝诸臣保持神秘才能获得仙
药， 使得嬴政又发无数黔首把咸
阳周遭二百里的宫殿以二百七十
条神秘复道相联结， 其营建过程
中， 肯定草菅无数人命； 接着，
由于得知丞相李斯知道自己所
在， 嬴政大怒， 又杀掉当时值班
的左右数百人。 所有这些， 都和
这位向秦始皇兜售神仙药方的卢
生有直接关系。
干了这么多坏事， 骗了始皇
帝那么多金银财宝， 这位卢生先
下脚为强， 自己和骗子搭档侯生
两个人率先亡命而去。 此举， 使
始皇帝怒不可遏， 所以才对留在
咸阳的“诸生” 下毒手。 咸阳
“诸生”， 显然是大骗子侯生、 卢
生的同行。 在秦廷狱吏严刑拷打
之下， 这些人为减免自己罪过，
互相攀引揭发、 编造诬告， 最终
一份大名单摆到了始皇帝面前。
余恨难消， 嬴政亲自勾决四百六
十多人， 下令在咸阳活埋， 以儆
效尤。
不知是误读， 还是有意曲
解， 从前言后语中就可以发现，
司马迁所讲秦始皇活埋的四百多
个方士骗子徒众， 虽然以“诸
生” 称之， 显然他们不是“儒
生”， 而是方士的门徒。 为此，
始皇帝的心急打假、 杀骗子， 日
后也成为他摧残文化的一大铁
证。
当然， 接读下文， 字里行
间， 从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嘴里，
似乎听得出那些被活埋的人和儒
家有些关系——
—始皇长子扶苏谏
曰： “天下初定， 远方黔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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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毅
天地出版社

集， 诸生皆诵法孔子， 今上皆重
法绳之， 臣恐天下不安。 唯上察
之。” 始皇怒， 使扶苏北监蒙恬
于上郡。
每天炼丹、 变戏法、 搞仙方
和忙于观星、 看相、 占卜的方士
诸生， 忽然在司马迁笔下成了公
子扶苏口中“皆诵法孔子” 的一
类人。 我们今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确实是这句话成了秦始皇“坑
儒” 的“证据”。 再细细琢磨，
扶苏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按理
说， 这位皇子如果劝谏老爸， 应
该先从骗老爸吃大力丸最后又逃
跑的那两个方士谈起， 可他却突
如其来地扯到被活埋的“诸生”，
掰扯这些大骗子的生徒都是诵读
和师法孔子之说的， 让人摸不着
头脑。
“坑儒”这事儿，从逻辑推，
也推不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方士卢生、
侯生，有名有姓有相貌特征，想逃
脱秦朝法网非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