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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先生不是摄影行家，也从未接受过摄影的任何训练，只

是拎个不入流的相机，“很不专业”地拍了一大堆“不怎么艺术”的

照片。那么为何要编辑出版他的摄影画册呢？这跟他是钱理群有

很大的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难道一个思想文化名人随意拍的

照片就值得出版吗？这是不是一种流俗的“名人效应”呢？

还有另外的视角。就是在社科领域某一方面思考深刻的人，

他在其他方面的思考与行为会不会有独到的价值呢？也就是说如

果鲁迅画了很多画，他的画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面世呢？答案

很可能是值得的。因为这些画即使很不专业，但是起码是鲁迅的

另一面的反映，起码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史料。编辑钱理群先生影

册的想法，源于1995年我与他的第一次偶遇。当时几个年轻人刚

刚出版了各自的杂文集，邀请钱先生、王富仁先生等开个小座谈

会。座谈、吃饭都在一个不起眼的饭馆的小包间，很不正规的样

子。我的现场感觉是，两位老先生事先都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发言

犀利、厚重、逻辑清晰，还不乏激情。闲聊中，钱先生说他拍过一张

照片——人在荒漠中，就是一个小黑点儿。他想以此表现人与大

自然的关系。我猜想，这很可能是一张形式平淡却很有意味的照

片，与我看腻了的那些内涵空洞、形式花哨的照片完全不是一码

事，并引发了我对于一个资深思想者拍摄的照片的好奇心。我说

有机会看看您的照片吧，他连忙微笑摇头说，他的那些照片只是

自己拍着玩儿的，实在拿不出手给别人看。

与钱先生真正熟络起来是十多年后的事情，经我多次要求，直

到2017年，我才翻看了他装了小半个大衣柜的影集，并且被他的

一组“怪脸照片”所深深地打动——这位严肃的学者原来还有如此

调皮的一面！钱老说他的照片和他的文字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另

一个世界，还说他更看重自己的这个世界，这是他从不示人的自己

的另一面。对于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已经唠

叨了大半辈子历史、社会、鲁迅……并已经出版了4000余万字的

钱先生，他那绝望之中的希望的烛光，可能就要随着他生命的衰亡

而熄灭了，所以心生了隐隐的惆怅及复归生命本真的欲望。钱老

常说自己是“五四之子”，但更是“自然之子”。他不愿示人的这部

分，很可能是更加接近其生命本真的那部分。我想在钱先生这里

寻找的，也正是在他那支蜡烛下面的生命朴初的烛台。至于钱先

生的照片艺术上的“不专业”，这是我的另一个兴趣点——我想看

看，人类非艺术套路的表达，是否会更加地自然、朴实、真切，是否

更容易得见艺术之真谛。

我以为，人类的审美意识与人类

的起源同始，审美意识支配下的艺术

表达是人的本能，而人类艺术发展到

今天，其形式标新立异的变幻及内涵

的越发褊狭或平庸，已经让艺术有了

冷漠、晦涩、小圈子化的倾向，加之资

本社会背景下的商品化的异化，使得

所谓的严肃艺术越发地远离人间烟

火，就此有的人甚至表达了“艺术的终

结”之忧思。于是，我便想象，艺术是

不是该向返璞归真的路数靠一靠了？

于是，我便想知道在钱先生这里，一个

“摄影艺术外行”是如何用摄影来朴素

地表达思想情感的。

基于这样的思考，钱先生的这本

摄影集子的所谓的“艺术质量”如何，

就变得不很重要了。他的作品好，我

们就多一回审美享受；不好，就当个艺

术的失败案例罢了。然而我相信，不

管它好与不好，都不妨碍它会启发我们的一些思索。钱先生多次说自己在写作之外

是个缺乏爱好、生活极其枯燥乏味的人。这让我想到了不走出柯尼斯堡小镇的康德，

他可能比钱老还要乏味。可是，康德真的乏味吗？我对钱先生去过哪儿、拍了什么并

不怎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于自己发表的那些文字之外还想了些什么。交往中

我观察到，钱理群与邵燕祥、朱厚泽、张思之、李洪林、戴煌、郑仲兵等这些老先生一

样，他们都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聚会时钱先生的开怀大笑同样像个毫无城府的大男

孩儿。

对于这类老人的“赤子之心”，我曾深受感动，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他们深怀赤子

之心，原本是那样的普遍而又自然而然的。没有赤子般的单纯、质朴、真实、率性，他

们又何尝能够成为如此卓越的老者？我很想知道的是，这“赤子之心”的下面是些什

么东西，这“赤子之心”又升华出了些什么。于是，我在钱先生的照片中寻觅。

（摘自《钱理群的另一面》，钱理群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进入新时代，以报告文学为龙头的中国纪实文

学发展势头良好，占据了时代思想精神的高地。传

记文学顺势而上，表现突出，不断有优秀作品问世。

作家吴因易的长篇传记作品《唐之诗祖——陈子昂

传》就是其中最为厚重的一部，也是近期传记文学的

亮点。陈子昂是唐代的大文学家。他所开创的一代

诗风，影响了整个时代和后来的文学精神，在中国文

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站在今天的思想基础

上，为这样的人物写传，难度非常大，很不容易写

好。对陈子昂无限敬仰的作家吴因易知难而上，攻

坚克难，以极大的热情，激活了自己深厚的思想积

累，发挥了自己最有优势的才华，完成了这部传记作

品的写作，塑造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陈子昂的

人物形象，折射并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这

部作品不仅内容是厚重的，而且意识上更是创新的。

吴因易是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家，也可称是陈子

昂专家。多年来，他就一直在做案头。认真收集了

大量资料，熟读历代研究成果，深思熟虑，反复琢磨，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准备，才开始进入创作。这为一

部优秀厚重的传记作品打下牢靠扎实的思想和艺术

基础。

读《唐之诗祖——陈子昂传》，立刻能看出作家

是一个讲故事的行家里手。我们会先从一个颇具匠

心的故事入手，一点一滴地读出作品深刻的主题和

丰厚的内涵，建立起对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和人文的

认识。我们由此知道，虽出身书香人家，但18岁之

前，陈子昂居然“不知书”，甚至不愿当文人整天舞文

弄墨，而一心想带兵打仗，建功立业。当他在朋友郭

震的引导下，知道只有通过科考入第，才能实现自己

的抱负时，突然开了窍，闭门读书，准备入京考试。

到底是个文学天才，赴京赶考途中，居然能写出《白

帝城怀古》这样的诗歌作品，不经意就奠定了他在初

唐诗坛“文宗”的重要地位。因为这首诗挑战了当时

在朝廷里流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上官体”诗歌，给

当时的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明快的诗风。实际上，

陈子昂一直就不在意自己的诗文名声，而更想成为

一名政治家或镇守边疆的将领。他的仕途并不像他

的文运那么顺利，可以说很不走运。他的不懂得官

场的“潜规则”加文人的气质，造成他在仕途上的许

多困难。好不容易考中了进士，却碰到了一个改朝

换代的时期，命运不断地捉弄他，一次又一次地打击

折磨他的心灵和意志，残忍地破灭他的政治抱负，粉

碎他的人生理想。一个文学大家终于成了一个政治

上的悲剧性人物。这个故事情节结构，突出了传奇

性和冲突性，营造了一种悲剧的氛围，奠定了基调，

预示着一个坎坷的命运与不幸的人生。

《唐之诗祖——陈子昂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

写当时的经济社会现实，描写当时朝代的更替和宫

廷的斗争。不仅构成作品故事展开的时代背景，更

是传主思想性格，精神品格成长的时代的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历史，

理解传主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李家王朝的衰

落，而武姓权势的强大，这种差距的不断扩大，加速

了国家政权向武则天的政治统治集团的转移，加剧

了宫廷各种政治势力的殊死角逐与流血斗争，从而

加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给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动

荡。武则天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为了巩固自己

的政权，实行了严酷恐怖的特务统治，给社会带来深

重的灾难。这种矛盾冲突，必然反映在时代文化精

神上，使一个时代的精神道德和价值取向都带着这

种冲突现实的烙印。陈子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

文化时代，他的故事必然和那个时代的现实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更加深刻厚重，也更加令人深

思。一个充满热情、一心想为国家干事的有识之士，

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做出任何

选择都会是矛盾的、冲突的，结果都必然是悲剧性

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加入了故事，人物的悲剧结

局就注定了。

可以看出，作家一系列精心的安排，都是为了挺

立起陈子昂这个人物形象，都是围绕人物性格的确

立而展开的。传记文学就是写人。把人写好了，写得

有血有肉，写出时代的精气神，才能凝聚起主题思

想，体现文化的力量。很显然，作家突出人物性格和

内心世界的矛盾关系，从而反映出传主个性性格与

现实的冲突关系，由此浓墨重彩地刷出传主性格的

底色。他具有很高的文学才情，但却志在理国安邦，

报效君国；他本可以按宫廷的“潜规则”顺利通过科

考，却因自己随性随意而搞得焦头烂额，艰难曲折。

中第后，本以为可以大展鸿图，却因为主张魏晋气节

文风，挑战惊艳的“上官体”而得罪了上官婉儿，不停

受排挤；他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武则天方面，上书支

持武则天对造反者的镇压，但当武则天发起政变自

己当皇帝时，他那文人顽固的正统观念又无法真正

认同这个政治现实；他恨整个宫廷告密成风，酷吏当

道，但又无力改变现有的政治生态；他终于有机会参

与到北方边境的战争，但却不是领军指挥作战的统

帅。他一生努力追求，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到头来

只能站在高山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

些关系复杂地纠结在一起，注入了他的人生，构成了

陈子昂内心痛苦的精神世界，也成了他性格的宿命。

科考的几经反复很有戏剧性。不过，陈子昂性

格内涵真正丰盈起来，却是从《谏灵驾入京书》开始

的。皇帝驾崩，灵柩安葬，虽是军国大事，也是顺理

成章之事。但陈子昂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皇帝

的灵柩，从洛阳运到长安，沿途千里，要动用全部国

家资源和力量，劳民伤财。而这个时候，边境战事紧

急，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所以他才站出来说真

话。他没有私心，也没有迎合当时武后的心思，但客

观上却在李家与武家的权势纷争中选了边，站了

队。对于一个并不懂阴谋权术的文人来说，后果是

严重的。他有机会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却也

开启了他悲剧人生之路。作品就是抓住这些矛盾冲

突关系来塑造人物性格，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

追求与命运，突现形象的社会思想文化品质。

《唐之诗祖——陈子昂传》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还

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选择从文化角度去写

文化，写文人，而是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写

文化，写文人，因此能在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时代背景

下揭示生活规律，打造人物精神品质。陈子昂不仅在

政治上很有思想，在文学上也很有思想。某种意义上

说，他的文学才华与思想可能比他当政治家更游刃

有余。他特别崇尚魏晋风骨，轻视流行的“上官体”，

与上官婉儿在文化上存在本质性的冲突。这种创新

性的文学思想，还奠定了他在当时文坛的领袖地位，

能够团结起当时一大批有思想求变革的文化人。如

郭震、卢藏用、乔知之、王适、杜审言等人。作者本可

以在这方面展开，淋漓尽致地写，也会很可读，但作

者却把大量笔墨花在传主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官场

上，写传主希望得到武皇帝的赏识和提拔，写与上官

婉儿的周旋，写在边疆参与军事行动等等，把他融入

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纠葛里去。在这个领域里，传

主完全没有在文化人当中的领袖风范，只像一个愣

头青到处乱撞，更像一个政治失意者满怀无奈与悲

哀。这样鲜明的对比，反而突现了传主那种文化人天

真纯厚的个性。这种写法，表现出作家对文化的深刻

认识。当代文化人以为文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动

不动就把文化捧得高高的。殊不知，没有整个经济社

会的发展，文化从何而来，意义价值何在？

作品正确认识和处理了历史现实与文化之间的

关系，也就正确塑造了传主的人物形象。这部作品人

物形象内涵丰富，也因了作家正确把握了这种基本

关系。作品在高潮处，传主登上幽州台，面对辽阔的

天空，发出了他悲催一生的最后的感慨：前不见古

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根

本不会想到，就这样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呐喊，却是

一首流芳千古的伟大诗歌。一个政治家失败了，一个

文学家却挺立起来了。千百年来，人们没有记住政治

家陈子昂，却记住了作为文学家的陈子昂。这种神奇

般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复杂的面临

危机的时代，将会催生伟大的作品。时代矛盾冲突，

将造就伟大的作家。陈子昂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时代

中产生，也就深刻反映了这个时代以及时代精神。

《唐之诗祖——陈子昂传》在传记文学艺术上的

探索值得我们注意。作品在塑造人物时，突出了故

事性，却很好地运用纪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写人物

的原则，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了一条故事情节展

开的通道。故事丝丝相扣，引人入胜，却不是任意虚

构，任意延伸，而是严格遵守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真

实。发挥作者想象力的优势，却也把故事控制在纪

实结构的范围内，没有向历史小说方向伸展。这样

的叙述控制反映出作者高超自由而又扎实严谨的艺

术功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品为当代传记文学

的创作提供了创新性的经验。

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厚重之作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厚重之作
————读吴因易长篇传记文学读吴因易长篇传记文学《《唐之诗祖唐之诗祖————陈子昂传陈子昂传》》 □□张张 陵陵

一

我和于是之在一起过了60多年，在他没有

患病之前，我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忙。他

忙他的，我忙我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总是很

难得闲。1992年，他因病退下来了，虽说许多未

了事宜还要办，各种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但毕竟

可以不坐班，不管剧院那一摊子行政事务了。就

在这时，我们居然有了一段极其难得的清闲日

子。早上迎着朝阳，漫步来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

公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头脑也觉得清爽了许

多。我和拳友一起锻炼，是之表示也要学些太极

拳了，这真是难得。他整天紧锁的眉头松开了，偶

尔遇到一些老观众，围着他聊起过去看他的演出

的感受，让他在精神上又得到了些安慰，心情开

朗多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闲聊时，曾谈起

将来谁先“走”的事。他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

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

了，那我可怎么过啊！”我说，趁我们都在，应该把

我们这么多年经历的事都写下来。等将来不论是

谁，只剩下一个人时，看着它，也是个纪念。他同

意了。并且，他还提出原来总想写的有关“良师益

友”的文章，最好也能一并写出来。这样我们就做

了分工，我先准备材料，包括整理他的年谱，他的

演员日记，还有他未发表的文章手稿，以及多年

来我俩的通信等。他随手便在一张废纸的背面，

拟了他准备写的“良师益友”的提纲。可惜这张纸

现在找不到了，我只记得最后一段是他要写

“我”。我当时很惊奇，他会怎么写我呢？可没来得

及问，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可惜，好景不长。他还没能真正动笔，新的任

务又来了。为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准备

要出两本书，其中《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本专

著不仅要由他来组织、安排，而且他还要写一篇

“论文”式的文章，即《论民族化（提纲）诠释》。这

个任务对是之来说，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眼看着

他写文章一天比一天吃力的情况，我心里明白大

概我们原来那“美好的写作计划”恐怕是难以实

现了。

二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同志，为他们

政协的《北京文史资料》，曾向是之约稿，希望他

能写些自己的事情。可是到了1996年以后，她发

现是之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于是，她就找到人

艺的剧作家、是之的好友李龙云（他也是政协委

员），对他说：“看来于是之写不了自己了，希望你

能答应下来，写一写于是之。”龙云经过慎重考

虑，同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2003年完

成了他那篇约8万字的文章《我所知道的于是

之》。2004年刊在北京政协的《北京文史资料》

上。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为单行本。文章

发表后反响强烈，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深受读者

欢迎。

记得是之的好友童超去世后，他的夫人告诉

我说，就在他卧病在床时，正赶上《北京晚报》上

转载龙云的文章。他每天都盼着早点得到晚报，

好叫他女儿读给他听。他边听边发出各种感慨，

有时笑，有时落泪。他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是之

啊，我的好兄弟！我想你啊！”

我读了龙云的文章也很感动。我认为，他写

了一个真实的于是之，不像有的人只是根据一些

材料，再加上“合理想象”就编起来了。龙云则是

从他亲身和是之的接触，有感而发，好就是好，弱

点、毛病也不避讳。比如他写他们那次西北之行，

是之在一次表演中出现了失误，龙云用“心”描述

了是之作为一个演员内心的痛苦。当我读到这里

时，我的心也被刺痛了。

2008年，是之第一次被报病危。我先后约了

鲁刚、李龙云和童道明几位朋友，商量了有关是

之的后事。其中，我曾向龙云提出能否给是之写

个墓志铭。他觉得有些难度，但也没有拒绝。经过

协和医院大夫的抢救，是之的病情又趋于平稳，

我们紧张的心情也暂时放松下来。

2011年5月的一天，龙云和他的夫人新民，

还有市政协的张秋萍一起到协和医院看望是之。

龙云告诉我，2010年北京出版社约他在已发表

的《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一文的基础上，再重写一

个新的于是之。现在他已经写出了一个初稿，希

望我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就在我们谈论书中写

的一些往事时，秋萍站在是之床边说：“你们看，

就在你们说话时，于老一直睁着眼睛在听哪。”

“是吗？”大家一看，果然。我很奇怪，这段时间是

之白天昏睡的时间多，很少睁眼，夜里倒有时睁

眼。难道他真有些感应吗？我知道，是之是很惦记

龙云的，让龙云来写是之的事情，是之也会同意

的。想到这里，我决定把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关

是之的资料全部都给龙云，我想这对他要写的那

个于是之可能有些用处。

2011年10月28日，市政协的贾凯林同志来

我家，带来了厚厚的一本书。它就是李龙云的新

作《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她说，

龙云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

院，现在已经出院了。他叫我先把书送过来，叫您

别担心他的身体。我信了，我想先不去打扰他，让

他静养一段，等我把书看过后再和他长聊。

龙云是怀着极深的感情在写于是之的。他以

一个剧作家的角度审视、全面分析着他要写的这

个人物，用他亲历的事件和他了解的各方面素

材，不仅写了是之的生活、历史、性格、爱好等方

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他剖析了是之的心灵深处的

所思所想，也看到了是之内心真正的痛苦，他是

了解是之的。他还特别提到了是之的价值，说的

也是实情，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我同意他对

是之的这些评论。

为了表示对龙云的感谢，我找出仅有的一幅

是之写的字，寄给了他。过了几天龙云给我打来

电话，只简短地说了几句就挂断了。我当时有些

奇怪，感觉有些异样。没想到这竟是和他的最后

一次通话。

2012年8月6日，噩耗传来，我才恍然大悟。

我和龙云最后的一次通话，本应有许多话要说，

可他怕我问他的病情。他那时已经是癌症晚期并

准备放弃治疗了，他不想告诉我，但实际上他又

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干脆就把电话挂断

了。现在我真后悔，我真迟钝啊！龙云比是之小

22岁，竟先于他的老大哥走了。我没敢告诉是

之，只是默默地捧着那本《落花无言》哭了，感到

心像被针刺了那样疼。从报纸上看到戏剧界的朋

友含泪向龙云告别的情景，我注意到，在龙云的

遗像旁摆放着的是他那本呕心沥血的著作《落花

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我想，龙云没有

食言，在他那本书的最后写道：“我手下的这部书

稿，就是写给于是之的墓志铭……”他完成了我

对他的请求，我再一次谢谢他。现在，是之已经和

他的小兄弟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他们又可以在

一起切磋他们的创作了。

三

有了龙云这本书，我的心就踏实了，也不想

再多写什么了，只想一心一意地把是之的年谱整

理好，多补充些材料，写得详细些，也能当作是他

的“传”了。

就在这时，王丹出现了。

王丹，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王镇如的女

儿。镇如在世时曾热心帮我查找整理有关是之的

资料。她的病逝，对我打击很大。王丹常常和我通

信，关心、安慰我。现在她退休了，有时间了，便来

我家看我。她鼓励我，不要只写年谱，还应该写些

我所知道的于是之和我与他在一起的故事，这也

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也知道自己的

水平，要完成这件事是有困难的。王丹表示，她可

以全力支持我。在她的鼓励下，我们的合作便开

始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一般是我写了初稿，经她

整理打成电子版；或是我口述，她录音后整理出

来，我再修改。就这样断断续续，经过几年才初具

规模。其间，凡是我信心不足时，王丹总是不断地

给我打气。现在总算完成了。

这里，感谢王丹对我的鼓励、帮助。也感

谢一些亲友在知道我写这本书时所给予的鼓

励、关怀。

（摘自《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著，作家
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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