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周有光、冯其庸、杨祖陶、郑孝燮、霍松林、夏传才
等文化名家先后辞世，引起大众关注。人们忙于缅怀他们的生平
事业、学术思想，却常常忽略他们身后留下的宝贝，那些手稿、书
信、藏书、藏品到底有怎样的未来，很多还是未知数。

近5年来，去世的文化老人为数众多。记者调查发现，因疏于
整理、保存以及整理难度大等问题，很多大家的手稿等都面临被
埋没的危险。抢救文化大家留下的珍贵遗存，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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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文化大家留存的手稿、
信札、藏书等，对于研究其
生平、学术思想、为人治学、
艺术造诣等方面，都有极珍
贵的文献价值，这一点不言
而喻。

但事实是，不少大家生
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而
身边往往缺乏助手、帮手，
很多手稿、藏书、信札就胡
乱塞到床底下、柜子里、纸
箱里，无暇顾及。有的大家
突然离去，其生前只求清净
独立工作，对身后事没有交
代，留下的手稿身藏何处，
数量多少，就如同谜团一
样，难以破解。

一些单位对于名家手
稿、信札、藏品管理不善，也
造成一些手稿、信札流失，
让其在民间交易市场异常
活跃。编辑部、出版社有
严格的编辑流程等各类制
度，但对作者手稿不仅不
退还，而且一直缺乏严格的
管理制度，这对大家手稿的
整体保护、研究也带来了巨
大损失。

文化大家的手稿、信札
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其
文化价值、文献价值不可估
量。保护大家手稿，就是为
民族留下时代印记和文化
记忆。

北京安贞里一套普通
的住宅里，著名古建筑学家
罗哲文曾在此居住 30 余
载。他已逝世5年，但家中
仍保持了其生前的样子，一
切都未改变。

罗哲文一生四处考察，
亲自摄影是他多年养成的
习惯，他留下的照片多达数
万张。在罗哲文家里，一摞
摞厚厚的照片，分别堆放于
书柜里、走廊过道的柜子
里，还有的码在纸箱里，更
有很多照片藏在连罗哲文
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从表面看去，照片大部
分是黑白的。用于标注的
纸条插进照片缝隙，早已落
满了灰尘，字迹颜色也已黯
淡。罗哲文生前对这些照
片进行了分类，纸条上写着
各种地名加以标注，如丽
江、青城山、广元等，还有波
士顿、意大利、新加坡、瑞士
等。但也有不少纸条上标
注着“待分”。

这些数量惊人的照片，
从未有人整理过。另外，罗
哲文晚年用数码相机拍摄
的大量照片，也是个未知
数。罗哲文夫人杨静华说：

“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
隔行如隔山。”而罗哲文之

子、著名书法家罗杨去年
刚退休，他说之前忙于工
作，根本没有时间整理，接
下来他计划先将照片清点
一下。

罗杨透露，国家文物
局、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
出版集团都曾提出要整理、
出版这些照片，但罗杨和母
亲都担心不懂行的人会弄
乱，更担心照片运输途中会
有遗漏。

杨静华老人知晓这些
照片有多珍贵。她回忆道，
1972年开始，湖南马王堆
汉墓陆续发掘出来，由于发
掘文物都处于真空保存状
态，急需有人拍照，而罗哲
文因摄影方面深得恩师梁
思成真传，于是相关部门
将其紧急召唤了过去。但
当年马王堆汉墓的照片是
否就藏在家中，杨静华也
不清楚。

罗哲文拍摄的大量照
片，同样为业内所关心。“罗
哲文真正留名的该是这些
照片，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
说，这些照片记录了新中国
成立前后古建筑与文物保
护、抢救的重大事件、珍贵
细节。

走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生前的
家，到底未能成行。周汝昌先生于
2012年5月去世，其女周伦玲诚恳
地说，即便来家里也看不到什么了，
她父亲留下的书籍、手稿、书信、研
究资料等基本上都捐出去了。

周汝昌的手稿、书信等，于
2014年正式捐赠给了恭王府。恭
王府源于周汝昌的著述观点，打
算要为周汝昌建立一个纪念馆，
并于2013年5月与周家达成捐赠
协议。

周伦玲透露，周汝昌留下的东
西最后装了六七十个大塑料箱。其
中包括许多珍贵信札，像胡适写给
周汝昌的六七封信，还有张伯驹、徐
邦达、启功等名人写给他的信，以及
周汝昌一生精心收藏的老师顾随的
百余封信。

周汝昌留下的手稿数量很大，
前期手稿是繁体的蝇头小字，有的
是草书，有的是铅笔字但快没色了，
还有他的一些英文稿，这些都不易

辨认，“整理起来很艰苦，肯定有的
整理不出来了。”

周汝昌的重要遗存已捐出去两
年多了，但至今手稿整理没有具体
进展，纪念馆也没有下文。

家里还有他留下的众多纸片，
家人还是不舍得扔。周伦玲如今就
在一张张破烂纸片上，进行着仔细
辨认。她发现那些写在日历上、纸
片上的，竟然有不少父亲创作的诗
词。周伦玲计划把藏在日记、信件、
文章里的诗作搜集、整理出来。她
遗憾地说，父亲给友人写过的信中
就有不少诗词，但当年的友人都老
了，或者早已故去，想找寻到所有的
诗作根本不可能。

即便设法找到了，字迹的辨认
也是困难重重。不久前周伦玲就将
父亲的一篇文章交给一家报社发
表，文末缀有诗，编辑审阅后说，这
诗的韵脚不对呀。于是通过邮件发
去截图，大家费了半天劲猜来猜去，
才算有了答案。

事实上，许多大家的手稿长期
处于疏于整理状态，已成普遍现象。

《梁思成传》作者窦忠如发现很
多老先生去世后，家里都保持原
样。他到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
兰坡家，桌子上还摆着北京人头盖
骨的模型，而贾兰坡留存的资料长
期未能得到整理。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
也证实，老诗人牛汉于2013年9月去
世后，其书信至今没有整理。

不仅如此，已过世的黄苗子、王
世襄、史树青、郑孝燮等等大家，都
留下很多东西，但因后人无暇整理
或整理难度大等原因，手稿等就一
直堆在家里。

面对如此局面，窦忠如解释，一
代大家手稿未能整理，一方面是因
不少老先生的家学没有得以延续，
家属无人能承担整理工作；另一方
面，由于相关部门的重视度不够，很
多老先生都没有助手。

记者调查发现，因为种种原因，
一些名家的珍贵手稿、信札甚至已

流散。草婴于2015年10月去世，
其女盛姗姗透露，草婴上世纪五十
年代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八十
年代翻译的《复活》《安娜·卡列尼
娜》，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译稿，一
直没能找到。

调查还发现，名家手稿整理及
时、完整、规范，与相关单位的重视，
和名家生前就拥有好助手、好帮手
都不无关系。侯仁之先生于2013
年10月辞世，手稿、手绘图等文献
的搜集、整理已历时7年，目前还在
有序进行中。侯仁之女儿侯馥兴
说，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侯仁之采
集小组，北大老师、硕士、博士等参
与整理的人员，前后共有十余人。

而去年辞世的杨绛先生的手稿
整理，在其生前就委托助手吴女士
帮助完成。年逾八旬的吴女士学养
很高，将庞杂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杨绛去世后，她依旧完成了相关
后续工作。吴女士介绍，杨绛去世
一周年之际将办展，届时杨绛手稿
也将展出。 (本报综合）

罗哲文家存数万张照片
非常珍贵却至今未整理 周汝昌珍藏书信尚未面世

留下众多诗词未整理出版

大家手稿待抢救并非个案
及时整理靠好助手与机构

大家手稿不可再生
不能变成一笔糊涂账

内容简介：近年
来，共享经济的触角
伸向了大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在一片溢美
声中，本书作者追踪
了多家著名的共享经
济公司的发展历程，
起底共享经济不为人
知的行业内幕。他用
事实证明，网络共享
平台或许正在威胁个
人的安全与隐私，破
坏社区和城市的良性
发展，消蚀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本书给读
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共
享经济的不同视角。

作者:汤姆·斯利
出版社:后浪丨江西人民
出版社

《共享经济
没有告诉你的事》

内容简介：当今
世界正处在一个全球
创新创业的时代，如
何把握宏观经济规
律、寻找创业机遇都
在困扰着广大创业
者。本书围绕综合提
升创业者素质的四个
维度展开，包括大师
谈、实战经营、管理精
研、创业之路等，相信
更多的创业者将从书
中获益。

作者：北京大学校友工作
办公室 北京大学党委政
策研究室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15堂创业课》

内容简介：“晚清
四书”包含《觉醒》《维
新》《国变》《革命》，叙
述 了 1894—1911 年
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
而自救，自救失败直
至倾覆的全过程。作
者为我们重新认识和
思考这些历史事件和
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马勇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马勇讲史：晚清四书》

内容简介：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20条铁律，论述了各级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如何做一个守纪
律、讲规矩的“明白
人”。本书以经典的案
例、生动的细节、朴实
的语言展开多维度的
论述，可读性、知识性
强，富有哲理，不少案
例评析更是点石成金，
给人以启示和警醒。

作者：李松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从政底线》

“白痴”这个词，在现在看来无非是一个
骂人、讽刺的贬义词，但在俄国作家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笔下“白痴”却成了一个纯洁、善
良、让人喜爱的角色。

小说《白痴》描写了在19世纪60年代的
俄国，一个忠厚、善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
年轻人梅什金公爵(即小说中的“白痴”）从国
外归来。他被两个女人爱，也爱着两个女
人。一个是将军女儿阿格拉娅，另外一个是
从小父母双亡，被人面兽心的地主经常蹂
躏，收为外室的纳斯塔西娅。由此引起了一
连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冲突、斗争乃至
凶杀，最后以悲剧收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我是时代的孩
童，甚至进入坟墓时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孩
童。然而他又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
基督教家庭，很小就接受基督教的熏陶。这
种矛盾与挣扎贯穿他的一生，也深深反映在
他的文学作品中。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世上最为美
好的人格典范便是耶稣，在《白痴》中，他书
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便是他理想人格的
化身。这位公爵在当时物欲横流的俄国，却
保有一颗如同水晶一般的透明的心，对世人
充满爱。

然而在悲惨的现实下，梅什金公爵即便

怀着基督似的爱，也
无法拯救任何一个
人。即便是他所爱的
女人纳斯塔西娅，最后
也被人杀死。最后人
们称他为白痴，引发了
他的癫痫病，他无奈到
国外养病，退出了这个
世界。找不到出路的
他，感到一片迷茫。

梅什金公爵的迷茫也就是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迷茫。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人到这
个世界上，是一定会经受苦难的，所以“苦
难”也是他作品的永恒主题。不过，他还有
着更深层的悲哀，苦难的出路在哪？

虽然小说里流露出迷茫，陀思妥耶夫斯
基也用一生在践行答案：他长期经历着癫
痫、躁郁症的折磨，贫穷、死刑、流放、负债，
然而，他选择与苦难共存，在苦难中成长，并
用自己的苦痛救赎世人，直到今天，他的那
些伟大作品依然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世人
前行的道路。

苦难与成长
——《白痴》读后感

记者 赵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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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鸡汤”除了畅销书的译本，
还有各类文艺杂志等。这种文章多短小
精悍，语句真挚，能迅速引发读者的共
鸣，取得广泛的市场和影响力。可是不
知道何时起，“心灵鸡汤”就渐渐变了味。

每天打开手机，社交媒体时代的
“鸡汤”图文并茂，微博、微信朋友圈随
处可见各式“鸡汤文”和“鸡汤图”，如

《成功人士必备十大条件》、《幸福就在
身边》、《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年轻时
别攒钱，要在最美的年华发出最亮的光
彩》等，甚至各种佛经、各种祈文、各种
名人语录……有些心灵鸡汤样式的文章
甚至会在结尾加上“若不转发，亲人就会
得病遭报应”等诅咒式营销语句，着实令
人哭笑不得。

人们依然热爱着微信，不停地转发
闲七杂八和卖货小广告，能够坚持发并
坚持看这些的，都挺让人敬佩。我一般
会从通讯录中把他们的名字找出，轻轻
蹭一下“不看他的朋友圈”，于是，整个世
界安静了。

此类鸡汤式的文字除了强制性的推
销传播，文章情节和构思也经不起推
敲。比如“某工人忙了老半天，也没法将
螺丝固定到机器上，他尝试了很多次，终
于成功了。这个故事教育我们，凡事不
要轻易放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

遇到了这种情况，最专业有效的处理方
式是赶紧停下，检查工具或者零件数据
是否有问题。有尝试很多次的时间，早
已顺利解决了问题。

剔除了事件中的曲折和事件外的错
综复杂，以一点小情绪、小聪明感化说服
读者，每天都有那么多过滤后的人间智
慧闪现在眼前，人家怎么能说得那么对
呢！在精心包装过的文字对面，我们的
大脑对号入座，总是把自己放在被救赎
的位置上反思，然后对着心灵鸡汤的若
干句子点头称是。

可是时间久了，读者也是会成长的，
或者渐渐掌握了系统的思辨方式；或者
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或者已经是人
至中年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大家能深刻
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问题都不是
孤立的存在，而是复杂的综合体，对此类
心灵鸡汤也会渐渐持讥讽和怀疑态度。

每一道微信鸡汤背后不知道有多少
挖空心思的“文字贩子”。所以，“鸡汤穿
肠过，平淡心中留。”无需花太多时间去
阅读，更不要当真，轻松就好。

警惕另类“心灵鸡汤”
记者 陈希子

简单是有质量的，简单地生活，穿朴素的衣服，
吃家常的饭食，住简易的房子，使用简便的交通工具
……于是所有繁华喧嚣都不再构成引诱和威胁，灯
红酒绿都变得如同黑白般明晰。

——毕淑敏《北极光的微笑》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外人可以打败我们，我们自
己却可能败于自己手下。想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
胜自己。而想要战胜自己，需要每一个人的进步与
努力，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有礼有节，保持冷
静，继续前行，才是当下中国最该有的态度。

——白岩松《行走在爱与恨之间》

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不
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也不可求，可求的只有
你自己，你要俯下身去，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
手去。

——刘瑜《送你一颗子弹》

生活要过得体面而省俭；要小心而勿小气；慷慨
而勿易于上当；享受生活乐趣，但切勿为满足一时欲
望而过分奢侈，即使当时觉得这种欲念不可或缺也
罢。这是种极不容易的艺术，只有性格坚强的人，运
用明智、意志力与极大的耐性，再经过一些大大小小
的惨痛教训，才办得到！

——傅雷《傅雷家书》

请放开眼去望一望，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物和
人，是值得我们去真诚地付出，也值得真诚地去投入
——这里面也包括你自己。请不要小看了自己，试
着自爱，而不是自恋，去试试看，好不好？

——三毛《亲爱的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