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演奏家李云迪
一年有上百场音乐会，平均每两天就要登
台演出一次，乐迷对他演出成功习以为
常。唯独2015年他在首尔忘谱的事，却
能让即使在音乐会上打瞌睡的观众都为
之一振，津津乐道至今。

这种古典乐界的崩溃时刻，不是高光
现场却是灾难戏剧化的巅峰。大众直觉
认为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古典乐界的
崩溃日常》却向我们展示了一部古典乐界

“飞来横祸”的灾难史——花样繁多、防不
胜防的崩溃时刻，如同纺线上的接头，虽
然并非随处可见，却绝对在所难免。

本书就像一本音乐家的“倒霉词典”，
你能想到的巨星，你无法想象的混乱，都
在这里汇聚。它可以是天灾，也可能是有
意的恶作剧，有时又只是说不清的疏忽。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古典音乐的崩溃要比
人们印象中常见得多，有时很悲惨，又很
搞笑，但无一例外，它们都很难忘。

贝多芬一度认为自己在维也纳没有得
到应有的报酬与厚待，打算离开奥地利。
在告别演出上，由于天气寒冷，剧院没有供
暖设备，上座率极低，有限的观众需要围着
毯子瑟瑟发抖地观看；而贝多芬由于已经

开始失聪，又性格暴躁，在舞台上大声责骂
出错的乐手，又因为指挥动作幅度太大差
点打伤扶灯架的孩子，导致哄笑不断，一场
演出下来现场惨淡，评论毫无波澜，收入微
薄，这对贝多芬来说是巨大打击。但也让
他彻底放弃了移居海外的念头。一次崩溃
的演出，无意中帮维也纳挽留住了乐圣。

古典乐界今天形成的一整套登台、观
看、返场、谢幕、退场以及管理的规范，并
不只是为了体现矫情的优越感，它保证了
剧场的有序和安全。一所剧院的管理疏
漏，有时会变成惨剧。指挥家巴伦博伊姆
在委内瑞拉独奏时，一头驴子悠悠然登上
了舞台。这种魔幻时刻，即使在马戏团也
不多见。音乐家愤怒又无奈，观众困惑又
好笑。原因是这头驴子在前几晚的歌剧
里跑龙套。而今天歌剧已经停演，管理驴
子的人，却毫不知情也不在意，只是在固
定时刻他又把驴子放上了舞台。

但是1881年12月维也纳剧院那次，
则是一场惨剧。当时后台在使用煤气灯，
操作不当引发了爆炸，此时观众们已经入
座。因为没有安全幕，火势蔓延到了观众
席。绝望中歌剧院的主管人员却关闭了
所有的照明系统，并拒绝使用油灯作为紧

急照明。剧院大门只能向内打开，许多人
在门打开前就被挤死了，烟雾几乎让一半
的观众因此丧命。整个乐队在这场火灾
中基本全部遇难。古典乐界的这场悲剧，
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演出现场需要那么
多人引导、管理，为什么入场和退场要有
序，以及烟火管制如此重要。

大多数崩溃时刻，都是无伤大雅的演
出小事故，只是近100年古典音乐优越感
的氛围场，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要谦卑而
忐忑。仰视压迫感带来了心理另一个维
度的逆反——在最庄严神圣的殿堂里，每
一个长期约束自己的人，都潜意识盼望出
点混乱，这样自己就能毫无负担地放松，
看圣人的慌乱，只要倒霉的不是自己。

正因为这种隐秘的人之常情，最周全的
准备也有可能出现意外，每个音乐家都诚惶
诚恐，都有一套自己的有趣“小迷信”来趋吉
避凶。包括反话式的祝福，障眼法般的幸运
符，约定俗成的手势，这一切都像安慰剂一
般，抚平表演者台前的焦灼不安。即使这样，
舞台上的“休克”噩梦还是随机挑选音乐家。

而李云迪那种突发的空白，即使封神
的音乐家也有同款时刻。失忆同样的突
然，但音乐家处理危机的方式各不相同。

风度翩翩的梅纽因凭记忆演奏贝多
芬的《克鲁采奏鸣曲》时忘记了主调，在一
片窃窃私语中他微笑着，以他那令人无法
抗拒的魅力说：“我忘了怎么演奏。”观众
则报以善意的大笑。梅纽因得以重新开
始，最终成就了一场伟大而振奋人心的演
出。克莱斯勒就没那么幸运，他在二重奏
时忘谱向钢琴搭档拉赫玛尼诺夫求助“我
们（演奏）在哪儿”，对方居然残忍地讽刺

“在卡内基音乐厅”，好在克莱斯勒迅速跟
上了演奏，没露出破绽。

古典乐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轰
炸，有的音乐会被空袭警报打断过，也有
过头一天彩排第二天音乐厅却被夷为平
地；有时音乐家在火山爆发后即使航班全
部取消，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抵达演出
现场；可也有指挥为了镇静或兴奋，在演
出前本来小酌一杯变成酩酊大醉；有时上
一场满座，下一场空无一人，音乐家就要
鼓起勇气面对空荡荡的大厅演奏。

看起来优雅高贵的音乐家们，几乎在
每个时代都遇到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尴尬、
危险、压力和奔波，但是每当开场的钟声响
起，一切就会自动进入安静，台上台下如同
被催眠一般，进入那个有序而完美的世界。

音乐家的“倒霉词典”
王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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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本名沈锦文，1931年9
月26日生于上海。祖父早年做厨
师，后来在一所中学做总务，再后
来做“包饭作坊”，家境很好。祖父
去世后，由祖母打理生意。父亲沈
汉英，自幼家中溺爱，29岁过世，那
时沈昌文只有 3岁。不久家道败
落，举家避债逃亡到宁波，一年之
后又回到上海，依靠祖母开一间米
店艰难度日。童年的生活，给沈昌
文留下三点难忘的记忆：一是父亲
的事情，使他一生痛恨鸦片，后来
在小店打工，见到客人使用的烟灰
缸，也会感到恶心；二是受母亲影
响，认为上海人懒惰，宁波人勤奋；
三是祖母经常说“我们是好人家子
弟”，不准跟“野蛮小鬼”玩耍，不许
说脏话。

祖母说，好人家的孩子，一定
要读好学校。当时教育家陈鹤琴、
葛鲤庭、章印丹等人，创办一所很
好的北区小学，沈家却交不起学
费。好在沈昌文二姑妈的王姓婆
家，有人在做政府文员，而文员的
子弟可以免费入学。于是祖母将
沈昌文落到这位亲戚的名下，改为

“王”姓，又按照王家孩子的排行，将
锦文改为“昌文”。就这样，沈锦文
以“王昌文”的名义，进入北区小学
读书，6 年毕业后，才将姓氏改回
来，但名字未改，就称沈昌文了。
祖母还说，不跟“野蛮小鬼”玩耍，就
是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后来沈
昌文学徒谋生，余下的精神生活，
只有多读书了。他曾从垃圾堆中，
捡到生活书店的“世界文库”，爱不
释手，还借给邻家女孩於梨华阅
读，於梨华后来成为名作家；他还
捡到《万象》杂志，以至于他六十几
岁后念念不忘，创刊新版的《万象》
杂志。再者，沈昌文边学徒边读
书，陆续念了二十几个学校、夜校、
讲习班，学过的课程包括速记、会
计、摄影、英语、西班牙语、世界语、

俄语、无线电、古汉语等；遇到的教
育家、名师有黄炎培、潘序伦、储安
平、丁文彪、刘硕甫、顾执中等。

回忆那段生活，沈昌文说，他
真正读完的学校，除了6年小学，还
有一所无线电收发报夜校，完整地
学了两年，其余的学习都半途而废
了。另外有两所学校是被迫辍学：
一所学校是育才中学，那是他从北
区小学毕业时，沈恩孚、沈有乾父
子资助优秀毕业生学费一年，他得
以直接进入育才中学读书。读到
初二时，学校要求沈昌文交学费，
他下半学期只好悄悄离开学校，去
宁波人的金店做学徒。育才中学
的教师很优秀，英语教师丁文彪博
士毕业于牛津大学，语文教师陈汝
惠是小说家。沈昌文一生惋惜、怀
念那段中学生活，晚年回忆时，眼
中还会闪出泪光。另一所学校是
1949年六七月，沈昌文考上民治新
闻专科学校新闻电讯系，后转到采
访系。这所学校由上海《新闻报》
记者顾执中创办，其中名师很多，
如陆诒、恽逸群、胡星原、笪移今、潘
孑农、盛叙功、姚士彦等。沈昌文
俄文很好，俄文老师顾用中曾把他
介绍给姜椿芳，保送到上海俄文专
修学校读书。而在民治新闻专科
学校读了一年半之后，还是因为交
不起学费，辍学去找工作。他离开
不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并入复旦
大学。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北京代招校对员，要求大学2年
级以上学历，沈昌文投考录取，翌
年 3月，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
此后从事出版长达60余年。

有两件事情，使沈昌文的人生
发生了转折：一是在此期间，出版
社派沈昌文去上海校对《英华大词
典》，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时年八十
几岁的蒋维乔。蒋维乔教沈昌文
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沈昌文遵循
其法，反复锻炼，最后使身体达到

无异常人、胜于常人的状态，一生受
益。再一是1954年，沈昌文翻译的
俄文版《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
他还发表了几篇相关文章，受到出
版社几位大领导的赏识，不但未遭
遣返，还被提拔为总编辑办公室秘
书，由一个月薪33元的科员，一举提
升为行政17级，月薪99元。大领导
是谁呢？胡绳、王子野、曾彦修、陈
原、史枚、范用、戴文葆等人。

从1954年到1960年，大约有6
年时间，沈昌文进入出版生涯的第
二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
段工作经历，等于念了6年的研究
生：“我到了大概十来位全国最优
秀的共产党的编辑和出版家身边，
做他们的下手，每天听他们高谈阔
论，为他们做记录。我拼命地学
习，从他们身上学了好多东西，这
是我做校对、做编辑工作之初根本
没有想到的事情。”再有，当时曾彦
修宣布资料室开放，沈昌文几乎把
那里的几万册书读了一遍。1954
年三联编辑室成立，旨在出版“虽
然有某些缺点，但有用处的作品”，
陈原兼任主任。而在总编辑办公
室中，沈昌文与陈原坐对面，目睹
并参与了许多工作。沈昌文称那
时的三联编辑室，“是知识的大本
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后
来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那些前辈
组织作者和书稿的一些事情：范用
任期刊室主任时，出版《新观察》《翻
译通报》，沈昌文担任校对员，结识
了许多翻译家，如郭从周、石宝嫦、
王以铸、杨静远等。刘大年在人民
社出版《美国侵华史》，曾彦修主张
用三联的名义，再出一本卿汝楫的

《美国侵华史》。陈原亲自跑到西
安，找到陈登原，在三联出版《国史
旧闻》。还出版岑仲勉《黄河变迁
史》，《胡适思想批判》，张荫麟《中国
史纲》等。陈原、戴文葆、史枚按照
上级指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

验，计划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汉
译名著”，第一本黑格尔《小逻辑》，
接着是凯恩斯《就业利息货币通
论》。那些年，沈昌文记录的人物
还有李慎之、汪子嵩、董乐山、施咸
荣、黄雨石、马元德、王荫庭、林基洲
等，留下许多故事。比如陈登原在

《国史旧闻》序中写道：“稿成，书贾
来，乃付之去。”这里的“书贾”，就是
指前去组稿的陈原了。沈昌文读
后大吃一惊，问陈原怎么办？陈原
闻言一笑置之，照样放行。

沈昌文出版生涯的第三个阶
段，应该是范用派他到三联工作的
那一段经历。值得记忆的事情太
多，先说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
刊，1980年3月，沈昌文担任三联编
辑室主任，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
工作。此时前辈们已经做得风生
水起，最难忘的文章有三篇：李宏
林《读书无禁区》，范玉民《图书馆必
须四门打开》，李以洪《人的太阳必
然升起》。此后沈昌文时代到来
了，他面上表现为萧规曹随，内外
隐忍；后来王蒙以无能、无为、无我，
点破了《读书》编辑部的做事风格；
再附以编辑部“五朵金花”的组合：
董秀玉、吴彬、赵丽雅、贾宝兰、杨丽
华，使《读书》杂志个性渐露，蒸蒸日
上。沈昌文回忆那时的作者如数
家珍：专栏作家有冯亦代“西书拾
锦”、吴岳添“远眺巴黎”、李长声“日
知漫录”、蓝英年“寻墓者说”、王佐
良“读诗随笔”、董乐山“译余废墨”、
樊纲“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
凡“哈佛读书札记”、辛丰年“门外读
乐”等。他提到的作者，还有张中
行、舒芜、吕叔湘、夏衍、许国璋、金
克木、王宗炎、陈乐民、徐梵澄、柯
灵、王蒙、钱满素、张宽、李皖、丁聪、
葛兆光、王小波、江晓原、何为、汪
晖、李零、谷林、胡乔木、罗孚、黄仁
宇、陈四益等等。沈昌文称胡乔木
为乔公，他说乔公肯定了《读书》杂

志的存在价值，还投稿《〈人比月光
更美丽〉后记》。编辑审稿时，改动
原稿两处，胡乔木专门复信感谢。

再说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
独立，沈昌文出任总经理。上任之
初，他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范用
任主任。此前的作者积累，以及后
续的资源添加，尤其是沈氏作者阵
容的壮大，逐渐形成了新三联的基
本形态。如陈翰伯提出重译《西行
漫记》，同时出版史沫特莱《大地的
女儿》，《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
录》，泰德·阿兰《白求恩传》。范用
组织书稿如杨绛《洗澡》，巴金《随想
录》，《傅雷家书》，“研究者丛书”。
还有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黄仁
宇《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
历史》，《巴金译文选》，房龙《宽容》

《人类的故事》，茨威格《人类群星闪
耀时》，瓦西列夫《情爱论》，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新知文库”，“中华文库”等。

1996年1月1日，年已65岁的
沈昌文接到电话通知：“你已于昨
天下午五点钟退休。”此后他的情
绪小有波动，但很快又快乐起来。
有自身的文化积累与责任，还有晚
辈的渴望与追随，推助着他开始重
塑自己的江湖地位。此后沈昌文
策划了许多出版项目，他重点记录
的作者与著作有：追随王云五出版
理念，策划“新世纪万有文库”400
余册；创刊海派风格的《万象》杂志，
陆灏主持，辽宁出版；策划“书趣文
丛”60册，实际是《读书》杂志的图
书版；还有《吕叔湘全集》《古希腊风
化史》《古罗马风化史》，尹宣译注

《辩论》，昆德拉《认》，西田裕司《美
丽与孤独》等。直到2010年，沈昌
文又参与策划“海豚书馆”，陆续出
版80多册。

2021 年 1 月 10 日，沈昌文去
世，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无尽的哀
思。

沈昌文与他的作者们
俞晓群

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书，其
中各类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而

《书籍的历史》不仅记录了印刷书
令人震撼的历史，还聚焦了人类文
明进步的串串脚印。此书以年鉴
学派的历史观来探讨印刷书300多
年（1450 年到 1800 年）的前行足
迹。透过书籍史，我们洞悉到书籍
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众所周知，书籍的流通与印刷
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印刷术开启
了书籍印制的新方式，赋予了书籍

“无与伦比的渗透能力和扩散能
力”，使思想变得奔放，并得以更广
泛地传播，让印刷书和整个世界有
了血肉联系，有了温度和厚度。《书
籍的历史》内容跨度很大，从手抄
本到印刷书，涉及经济、文化、科技、
绘画、文学、地理、历史等学科，包括
纸张、印刷技术、书籍外观、书籍的
商品身份、印刷的生产方式、书籍
的环境地理等方面内容。从欧洲
最早的羊皮纸、中国的龟甲和兽
骨、木片、竹片和丝帛到纸张的出
现过程以及原因，从金属浇铸的活
字、油墨到印刷机。呈现在读者面

前的，不仅是印刷书的生命史，还
是由印刷术汇聚的欧洲文明乃至
人类文明的交汇史，时代的精华尽
在书中。

“一个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
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
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
说话。”此书整体架构的最大特点
是问题引领，每一章都设计问题、
提出问题，然后进一步解释分析。
为何最初的印刷书于15世纪中叶
出现在欧洲？古腾堡及其同时代
的研究者们如何克服了印刷书制
作过程中的困难？此书将史书以
叙述为主转为分析为重，借助史料
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内容
就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而是打破
了学科间的界限，实现跨学科合
作。探讨书籍外观变化的方向，需
要了解那个时代绘画的艺术潮流、
思想潮流和社会潮流。欧洲早期
的印刷书插画都是带有明显的日
耳曼风格的插画，因为雕版工业繁
荣的德国很早就用木雕版给书籍
印插画，莱茵河地区的印刷工散布
欧洲各地，用的就是刻好的雕版或

自己新刻的雕版。印刷法国第一
本插画书的就是德国印刷商，印制
该书插画的木雕版在德国科隆使
用过。此外，布鲁塞尔、鲁汶、豪达
等地的插画也借鉴科隆雕刻师的
风格。英国、西班牙的插画书都有
德国插画的影子。但后来意大利
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的雕刻师
受到壁画影响，汲取了意大利艺术
的风格营养，于是有了自己的插画
画派。欧洲各国渐渐形成了自己
的插画风格。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影响深
远，这是本书的着力点，也是一大
特色。作者为此单独设立了一章

“书籍地理学”，同时，这种理念也体
现在书中许多地方。1450 年到
1460年间，早期印刷工业的摇篮美
因茨几个作坊的一小群人掌握复
杂而棘手的印刷术秘密。最早一
批印刷商从美因茨和莱茵河出发
前往欧洲各地，走这条路的，还有
他们的学生及其追随者。有两张
图，一张是从1471年之前、1474年
至1481年的印刷术传播图，一张是
1481年之前、1481年至 1500年印

刷术传播图。欧洲各国印刷业的
发展得益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广
袤的欧洲大地是商业之地，有大书
商、印刷商和装订商，还有印刷技
术，有哥特字体、罗马字体、阿尔德
字体、希腊字体等，有许多印刷作
坊，还有富有却有良好教养的有产
者群体。这就是15世纪末印刷术
传播到欧洲所有国家的原因。

《书籍的历史》不仅从地理学
角度研究书籍史，也从社会心态和
精神面貌的视角来研究书籍史。
作者紧紧抓住不同时代的社会心
态来探究印刷业的起伏原因。从
16世纪到17世纪，经营印刷坊的人
通常是老印刷师傅，他们的帮手只
有他们的儿子，甚至他们的妻子和
女儿。他们一般在自己作坊附近
开书店，如果利润足够，还会当出
版商。有时也会跟书商合作，共担
风险。书商往往被归入城市中产
阶级，他们的子女和财富相当的商
人孩子结婚；更富有的书商则跟金
银匠家族、服饰用品商、蜡烛商、酒
商联姻。印刷商和书商靠书籍谋
生，生活中接触文人、学者较多，他

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像对生意
一样感兴趣。16世纪是欧洲文化
复兴的时代，某些作品已经有了广
泛的读者群，印刷术的主要任务是
传播经典作品。当时希望建图书
馆的人也在增多，大批学者和作家
以校对者身份在出版商那里工作，
许多人后来就成了出版商和书
商。许多书商自家作坊有明显人
文化的倾向：侧重出版经典作家作
品。但是在16世纪末，却出现了经
济危机，书商和出版商精神面貌又
有所改变，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如何
服务思想界，而是如何出版能够卖
出去的书籍。一直到了17世纪末，
尤其是18世纪，涌现了大量推动新
思想传播的记者和作家，随之，记
者印刷商、哲学家书商开始涌现。

通过回溯15世纪中叶到18世
纪最后几十年间共300多年的书籍
发展过程，作者剖析其中的文化行
为及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正是书籍
的发展，带来了新思想的传播。所
以，印刷书是观察人类历史的一个
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时代更辽阔的世界。

印刷书这300年
曲 宏

■聊书

常识辞典

专 栏


《
退
休
后
》


《
追
寻
三
星
堆
》

生活要求钝感，甚至木然，阅读是你重启敏锐
的开关。

在书里，你会知晓，保有那些难以言说的细密
情绪，并不丢人。正是敏感，定义了我们。

沉睡太久，一醒惊天下。三星堆文物又上新
了：文身清晰的扭头跪坐像、不怒而威的直发冲
冠、神树加持的玉琮……

重点是，又新出来这么多宝贝，三星堆考古发
掘的部分，也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二。脑补
一下数学吧。

真是让人期待的文明现场。
这本书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对长

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了踏访和追寻，由
此，你会无障碍地走进三星堆和它的时代。书中
重点介绍了这一年新发掘的三号至八号坑的考古
发现，同时对长江流域的盘龙城、汉中、炭河里、新
干大洋洲等遗址进行了梳理。

书写得很通俗，我一边看书一边在网上找了
相关图片比对，那个完整的金面具和金树叶，薄得
跟纸一样，工艺精妙。

我翻来倒去地盯图片看半天。对金灿灿的东
西没有免疫力，我承认。

60后渐次退休。也许是年龄到了，这两年，遇到
和退休有关的书，总要翻翻。

其实，除了自己说了算的自由职业者外，几零
后都将劈面迎来退休后。

这本书的作者楠木新1954年生，经历过日本
阪神淡路大地震，他 47岁起病休在家，50岁开始
写作，60 岁退休创业。在职时，是一家保险公司
的副社长。书中讲的很多都是楠木新的亲身经
历，也有他采访得来的对话资料。

平时工作累到告饶，我们常挂嘴边的话：如果
退休了，我就怎么怎么样。大意是，退休后，要去完
成自己多年来想做却一直没时间做的事。网上那
些80岁练健美、90岁玩跳伞的励志老人也在召唤着
我们。不过，除了完成“遗愿清单”，我更关心的是，当
你没有了工作的烦忧，有了大段的闲暇，除了吃喝睡、
玩手机，精神何处安放？会不会因为隔绝而孤独？

书里，楠木新道出了多样化的退休群像，据他
统计，60岁之后人生自由时间长达8万个小时。我
旁边的同事核算，8万个小时相当于9年。这么少？

楠木新把退休后的生活分成了健康自主阶段、身
体病痛阶段和临终阶段，我认为这个规划实在，尤其是，
举的例子全是真人真事，你可以当作生活自洽指南。

来看。

这本400页的锁线书，可以平展开，是关于电
影的。书名起的有如网络小说写手的笔名，很鸡
汤，不知所云。

内容却好，没被书名耽误，文字简净利落，不
像一个建筑师写的。

在书里，你能看到这个90后章程是如何痴迷
电影的。他提及的三十几位导演，塔可夫斯基、安
东尼奥尼、费里尼、波兰斯基、大岛渚、阿巴斯……
全是导演界的顶流。

以前看戴锦华、崔卫平讲电影，从流派、主义
到镜像，说得广而深。毛尖的《非常罪非常美》浅
白跳跃，意味良多。章程的解读，则和前述几位有
别，他更感性，总有本事捕捉到电影中最迷人的片
段，进而勾连浮沉世事。

没等书看完，我找来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又
看了一遍。

还有，从建筑师的视角，章程把建筑引入了电
影。比如他写小津安二郎的时候，仔细分析了小
津的电影和日本家宅的空间关系。

不说了。
总之，电影有时可以帮你逃开生活中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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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文明现场
丁春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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