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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荟

2022年 7月20日，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张实先生的新著《苍凉的
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增订本，并
配发了很有分量的推荐语：“作者视野广阔，
兼有史才、史学和史识，积三十多年之功，博
观约取，以典雅文笔，成一家之言。其特点
是：1.立论除旧创新。力排张之洞办钢铁‘三
大错误说’的陈言，厘清史实，刮垢磨光，再现
历史真相，使人耳目一新。2.史料翔实，长于
考证。作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
种汉冶萍档案史料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梳理，
并据以甄别后期的资料和评说，用史料说话，
言必有据。3.视野开阔。将这一创举放在晚
清特定的历史转型期中审视，既展现时代风云
提供的机遇，又剖析了洋务运动内外相煎、全
局茫然无序、局部各行其是的局限。4.初版即
可读性强，新版又增强了学术严谨性”。

得知张实先生再次推出(《苍凉的背影——
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增订本)，真是喜出望
外，感慨万千。201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苍
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一书，
今年，人民出版社重新推出增订本。12年的打
磨完善，凝聚了这位老人的多少心血。

作为他的部下，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目
睹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感受了他坚韧求实的
学术精神，也见证了这本书写作的艰辛历程，一
幕幕感人的场景浮现眼前……

1992年，作为黄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黄石市文联主席，张实负责组织和策划电
视剧《总督张之洞》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就对这位中国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对中国
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他具体策划、胡燕怀编剧、王新民执导的八
集电视剧《总督张之洞》，先后荣获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电视剧“飞天奖”。

1996年，张实退休了。在工作岗位上辛苦
了一辈子，也该好好休息，享享清福了。然而，
他却选择了一条“自找苦吃”之路，一条更加艰
辛的“圆梦”之路。

他曾经对我说：“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要求
我写这本书，而是我对退休后新的生活方式的

选择，是对青年时期向往学术工作未能如愿的
一种补偿，也是借此略尽一个生于黄石、长于黄
石、在黄石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读书人应尽的
本分。”

正是带着这种“选择”、这种“补偿”、这种
“本分”，他开始在浩瀚的史海中艰难跋涉。他
在构思和写作本书时，定下了四条原则：一、发
掘原始资料；二、梳理事件脉络；三、再现历史细
节；四、探索幕后真相。

他坚持“论从史出，史必有据”，依据第一
手材料，还原特定历史环境中历史事实的本来
面目。

“发掘原始资料”，是他遇到的最大难
题。因所处城市图书馆馆藏有限、书店进书
品种有限，难以满足专业学术研究的需求。
几十年来，张实只要外出，必去书店看书购
书。一次去珠海，遇到一套十二本的《张之
洞文集》，一连去书店看了五六天，终于从网
上购得。网上购书、旧书店买书，已成为搜
集资料的主渠道，只要是涉及张之洞及汉冶
萍的史料，他都想方设法收入囊中。我在张
实的书房中看到，书柜里、书桌上，到处堆的
都是关于张之洞和汉冶萍的史料。

“再现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真相”，是张实孜
孜以求的目标。他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通过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拂去了泼在张之洞身上的
污水，对张之洞创办中国钢铁工业，给予了应有
的新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评价是一个艰难求证
的过程。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他查阅了大量的
电报，当时张之洞与朝廷及李鸿章、盛宣怀等人
主要是通过电报联络，正是依据大量电报的具
体时间、具体内容，他梳理出汉阳铁厂的创办过
程，对长期流传的一些不实之词都一一订正。
作者就是以这种严谨作风、求实精神，还原了一
段长期让人误读的历史真相。

作者坚持以原始档案资料为依据，采用考
证、叙述、论说等方式，全面翔实地展现张之洞
创办中国钢铁工业的全过程。同时，实事求是
地考证了百年来备受非议的购炉、选址、质量、
效益等问题的由来及真相，对客观评价张之洞
直抒己见；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张之洞与慈
禧、李鸿章、盛宣怀、翁同龢、刘坤一等人复杂而

微妙的关系，揭露晚清政局中各种错综复杂的
矛盾，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艰巨
性、局限性及其必然的历史命运。

为什么本书取名《苍凉的背影》呢？这是
经过深思熟虑，也是寓意深刻的。张之洞所处
的时代，所处的环境，注定了他的一生是“苍
凉”的，留给后人的必然是一个“苍凉的背影”。

张之洞是在一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创办
中国钢铁工业的。他处在新旧矛盾交替，各种
思潮激荡的晚清时代。作为洋务运动的最后一
员主将，他受到了皇族势力和守旧派的挤压；作
为晚清重臣，他又受到革命派、维新派的批判，
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背景下，在当时的政治、
经济、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中国钢
铁工业的艰辛创业，呈现出的必然是一种无奈
与苍凉。

作者为了使这一纯学术性的著作，更具可
读性、更有感染力，取了这样一个具有散文色彩
的标题。平实、典雅、清新，是张实先生的一贯
文风。他用典雅清新的笔触，抒写错综复杂的
历史；他用平实优美的文字，描写人物的个性特
征；他用说理创新的文体，融考证、叙述、评说于
一炉。洋洋几十万字的鸿篇巨制，读起来毫无
枯燥乏味之嫌，只有亲切生动之感。

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很荣幸能在
张实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这八年，是
我人生最难忘的八年，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
八年，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我至今
还保留着张实先生为我修改的文稿，哪怕是
改动一个标点一个字词，都使文章增色不
少。2007年，我出版散文集《磁湖秋月》，请
他作序。他放下手头正在创作的《苍凉的背
影》的写作，20万字的文稿，他认真看，精心
改，包括历史年代、历史史实都一一订正，并
为此写了一篇长达 5000 多字的长篇序言，
浸透了一个长者对后辈的殷殷关爱之情。

张实最喜欢一句话：“白发书生，平淡如
水”。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
照。85岁高龄的这位“白发书生”，依然没有停
笔，下一部鸿篇巨制《悲怆的绝唱：盛宣怀与汉
冶萍公司》，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
期待着！

书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

雎鸠是个什么鸟？相信很多人在吟诵《诗
经》名句时，心中不免提问。

自然摄影师张海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16年，多年沉迷于自
然摄影和写作的他，忽然冒出个点子，想写一
篇关于“古诗中的鸟儿”主题的文章。

关于雎鸠为何鸟，历史上有多位“大咖”给
过解释。

明代汤显祖借《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私塾
老先生之口解释：“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
也。”当春香用斑鸠打趣时，老先生也没有反驳

“雎鸠即斑鸠”这种说法。
周振甫的《诗经译注》中说：“雎鸠，一种水

鸟。”余冠英的《诗经选》有：“雎鸠，即鱼鹰。”马
持盈《诗经今注今译》有说：“雎鸠，水鸟，即鱼
鹰。”张海华总结称，在自然科学没有那么发达
的古代，普遍认为雎鸠即水鸟或鱼鹰。

结合史料梳理、圈内共识和自己野外拍鸟
的经历，他又将雎鸠锁定在“东方大苇莺”和

“白胸苦恶鸟”两种鸟身上。他曾亲耳听闻，两
种鸟的叫声都类似“关关”之声。

每年5、6月份，张海华在杭州湾湿地芦苇
荡边都会听到“关关”声，那是一整片东方大苇
莺大合唱，声音颇为洪大。不过，东方大苇莺
虽然发音类似“关关”，但喜欢群居，鸣叫也相
当热闹，听起来并没有那种孤独伶仃之感。

又一年初夏，他听到白胸苦恶鸟的鸣叫。
那是一只单只雄鸟，正在不知疲倦地鸣叫“关
关，关关”。经了解，原来孤形吊影，喜欢于晨

昏鸣叫求偶，正是这种鸟儿的生活习性，这让
他断定，“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
反侧”的这位君子，听到的应该是河中沙洲上
正在求偶的白胸苦恶鸟……

这个观点获得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但
张海华称，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的“原创”，他只
是在罗列了各种关于雎鸠的猜测性意见后，给
出了自己的倾向性答案与理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什么鸟的叫声听似“关关”？什么鸟孤形吊影
立于沙洲？原来是一只正在求偶的白胸苦恶鸟。

之后，张海华一发不可收拾，花了近4年
时间搜罗、研读相关学术著作，野外走访拍摄，
追寻诗经中的飞鸟的故事。

这些著作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跟《诗经》注
析有关的部分著作，如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及
现当代学者余冠英、程俊英、陈子展、高亨等人
的书；二是跟《诗经》名物有关的著作，也涉及
古今中外的十多本。

在逐一考察学者们对《诗经》中所涉及鸟
类的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十多年的野外观
鸟经验，他对《诗经》中的鸟类作出自己的判
断，然后进行写作，最终出版了近500页结合
文字、摄影和插画的集子。

有人可能好奇，诗经中到底写了多少鸟？
根据张海华梳理，《诗经》共305篇，有62首诗
明确提到了鸟儿，有的诗中还提到多种鸟类，
所涉及的鸟类有42个，合并重复的鸟类，整部
《诗经》中实际提到的鸟儿有30多种（类），涉
及25个科。当然这些统计很难按照现代鸟类
分类学来进行，只是一个大致情况。

据张海华统计，《诗经》里提到最多的鸟是
雉鸡类的鸟。诗经里至少有八首直接提到它
们，如果加上与雉鸡相关（如羽毛、服饰）的诗，
则超过十首。比如《邶风·匏有苦叶》里就有

“雉鸣求其牡”，《邶风·雄雉》中有“雄雉于飞，
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那么，古人也会观鸟吗？在张海华看来，
两三千年前的先民们，尤其是那些《国风》的作
者们，其实都是“草根诗人”，他们经常行吟于
野外，所见草木，皆可入诗。

他认为，诗经中提到了那么多种名为鸮、
雉、燕、鹳、鸠、鹭、鸢、鹙的鸟儿，恰恰说明在两
三千年前，人类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农耕时代，
自然环境中的鸟类数量比较多。

当然古人“观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比较
务实，那就是狩猎需要。“将翱将翔，弋凫与
雁”，“鸳鸯于飞，毕之罗之”，说明在古代野鸭
和大雁都是捕猎的对象，因此人们对它们的
观察和习性也了解更多。比较遗憾的是，因
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它们的栖息地可能遭到
破坏，“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
我心”中的鹙，也就是秃鹳，近年来在国内几
乎绝迹。

产生《诗经》的时代，距今已有2500年以
上，相关地方的环境、气候都跟现代有较大不
同。至于那些鸟儿，在现代倒是基本都还在
的。只不过有不少在古代比较常见的鸟类，现
在已经成了濒危动物，如鹈鹕、东方白鹳、白
鹤、大鸨等。至于野鸭、鹰、隼、猫头鹰、白鹡
鸰、鸳鸯、伯劳、喜鹊、白鹭、雉鸡、麻雀等鸟类，
现在依然比较常见。

张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
近代以来求索民族复兴的历程、世
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人类现代化
探索等角度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
功之道，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了
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基因
密码、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
的核心主题、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成功的制度优势。

《语文漫话》
吕淑湘 著 张伯江 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的拳头产品“大家小
书”丛书家族再添吕叔湘的《语文漫
话》。吕叔湘是影响一个时代的语言
学大家。他像所有的学术大家一样，
把学术普及看得跟学术研究一样重
要。《语文漫话》分“语言和语言学”

“语文今昔谈”“语言与文化”“雕龙与
雕虫”4个主题，选收吕叔湘先生不同
类型的小品文字十篇。这本书是张
伯江教授从吕叔湘先生海量的语言
学普及著作以及语文教育文字中，按
照语言文字的内在理路，遴选最生动
活泼的部分，结集而成的一本系统清
晰的“大家小书”。

《故宫草木志》
那海 著

故宫出版社

该书是一部用散文笔法书写
故宫草木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与
草木相关的文物的文集。书中独
辟蹊径，将关注点放在故宫草木
上，又将故宫鲜活的花木与精美的
馆藏文物上的花木形象互相比照，
用富于禅意的语言将自然美景与
人文历史融合在一起，带给读者一
段独特的文化审美体验。

张实与《苍凉的背影》
○ 黄开才

《诗经》里的飞鸟
○ 徐颖

雁素鱼笺
○ 王锐

家中书房的书柜上，码着一摞厚
厚的信函。我似乎更习惯于称呼那古
雅的名称——“雁素鱼笺”。

这些码叠整齐的旧封故册，大
部分是我在军营时与家人往来的信
件。上千封书信所存放的那一格
哟，简直可喻之为书房里的“最惠
国”待遇了。那一隅有触手可及的
方便不说，还亮堂显眼呢！早晨穿
过窗棂的第一缕阳光，便照射在这
儿，让我思绪飞扬，总有要把多少年
的往事一眼望尽的冲动。

我轻轻翻看那些泛黄的旧页，
阅读着那些似曾相识的文字，回忆
那些与信函相关的故事，心田总是
甜滋滋的。盖着三角军邮戳抑或贴
着各样邮票的信件，似乎还保留着
当年的温度。

半个世纪的岁月，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打开尘封的记忆，固然
有些恍如隔世，可是重温起来，却有
见字如面的亲切。我随意抽出一帧
来，浅蓝的航空信封盖着三角军邮
戳，藏着久违的记忆符号。我小心翼
翼地展开有点发脆的印有部队番号
的纸笺。虽然那些蓝色的钢笔字迹
有些褪色与模糊，可旧忆如梦，场景
若昨，我几乎背得出来那信笺里的文
字。这是我在秦屿海边写给千里之
外的另一半的书信，信笺上是一首
诗。我抖擞了一下精神，以当年青春
年少的情怀，诵读着当时写的诗:风
轻轻地吹/海浪轻轻地打/思念你的
翅膀在飞翔/跑得比阳光还快/你的
影子时常徘徊在我的眼眸/隔山隔水
难隔心/浪花在海水中怒放/潮水漾
来耀眼的贝壳/我将紫贝串成串/权
作项链/到时亲手给你戴上/此刻/心
海莫名的潮汐/许是/羡慕那浪花的
吻岸。

读着自己曾经的文字，自嘲有
些青涩，却不缺失那个年代的激情、
纯粹。

我留恋那段“雁素鱼笺”的岁
月。因为信函藏着温婉，也藏着阅
读愉快，还藏着车、马、邮件都慢的
乡愁。

书信有着二千多年的文化传承
史。“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见
世人对它何等看重？哪怕下笔寥寥，
已是“停云落月”般的满纸思念。

随着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那书
信逐渐淡忘于岁月的长河之中。

落墨于这里，莫名的惆怅萦绕于
我的心房。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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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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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何以制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