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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与“相知”是扬之水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
言；
“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

以物之名

翻《说文解字》，
“ 名”的解释很
有意思：
“名，
自命也，
从口从夕。夕
者，
冥也，
冥不相见，
故以口自名。”
名字而已，为何这般重要？这
问题先贤早有论证。《论语》 中：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
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
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
无所措手足。”孔子此处之“名”，
虽已由本义生发出“名分”的内
涵，但此番生发，仍根植于其本
义。张岱年先生认为，此处所谓正
名，就是要让名实相符。在孔子环
环相扣的逻辑链条里，“名”是构
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孔子论
名，强调其在政治中的应用，至于
公孙龙、墨子、荀子等人，则进一
步推演出“名”对于普通事物的重
要性和“名实相符”
的意义。其实细
细想来，便可知道，倘若万物无名，
则人大概近乎失语。构建在语言文
字 中 的 一 切 灿 烂 辉 煌 ，将 瞬 间 黯
然。倘若“名实不符”，则世间的一
切讨论将失去准确，鸡同鸭讲。
正因如此，董仲舒说，“万物
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
万物之名藏于其自身，但却只有圣
人能观其象而察其质，给予它合适
的名字。这等描绘当然不免过于理
想化——物件如此之多，圣人如此
之少，哪里忙得过来，不过却很能
说明古人为物命名的审慎。而在时
间隧道中畅行之文物，又常有历朝
历代有识之士修正其名，物名背后
的文化内质和讲究，由此层累成
壳，更增深厚。只是，时过境迁，
沧海桑田，古今易变，物是人非，
物的寿命往往比人和记忆的更长
久。古物散落于今人之手，物不开
口，今人瞠目古时月，多数时候只
能落得“物我两忘”的尴尬。而这
一困窘，正是扬之水在 《定名与相
知》 中试图解决的难题。

纵使相逢应不识
也不是没有前辈尝试解决这个
问题。
历朝历代都有文物出土，零零
碎碎的抚今追昔，不绝如缕。文物
研究真正在文化界掀起波澜，还要
数宋代的金石学。不过，吕大临、
李清照等人关心的器物范围相较于
今日文物要窄得多。他们的心头所
好，一是青铜器，为金，二是碑
刻，为石。对二者的研究合为金石
学。而在青铜器中，雅士们又更偏
重带铭文的器物，关注其中的文
字。说到底，真正让这些文人兴趣
盎然的，还是古时传下的文字和其
中蕴含的信息。不过，通过对铭文
的解读，竟时常发现铭文中有器物
的 名 字 。 器 名 之 谜 ，由 此 迎 刃 而
解。如此“定名”，关键在于认字和
类比。铜器之名惹人关注，当然也
因为这些铜器事关礼法秩序。宋徽
宗着意于礼制改革，
追溯古意，
制礼
作乐，
倘若所做礼器张冠李戴，
无论
是当时后世，终不免贻笑大方。正
因如此，宋人研究器物，虽范围有
限，
但却以探源、补经、纠错为目标，
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分类定名体系。
此后元明清各代金石名家的工作，
几乎未能超过宋人圈定的范围。
近代以来，考古学家接手金石
学家的工作，致力于对文物的研
究。在考古学时代，无论是文物的

星期五

⦾文苑

远去的乡村鼓书
段伟

“平除四海藩王顺，
无道辽东又猖狂。” 越陷越深，颇具诡异的口技营造出险象环
说书先生开门见山，
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
生之境，神到了极点，奇到了绝处，让人
语调瞬间点燃了庄稼人的情绪。倏地，他
汗毛竖起、脊骨发凉。
丁雨
“啪”
的一声，
惊堂木响起，
四下阒然。
“明君
他清楚村妇农汉涸裂的精神荒漠更需
御驾亲征辽，一纪班师过海洋。”放慢节奏
要文化滋润和知识给养，因此合理取舍原
时代范围还是材质范围，都远较
后，
他抿了口茶，
一曲江湖由此展开……
著，穿插“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
“金石学时代”为宽，不止三代，
这是说书人的开场白，说的是 《薛仁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
贵征东》。
吴越楚，
再看梁唐晋汉周”
等规劝乡民积德
连宋元明清的日常器皿也是文物
三根细亮泛黄的竹子中间用铆钉铆
行善、知足常乐的警句。一般说书人男女
了。金银铜铁、陶木漆骨，但凡能
住，成了交叉自如的鼓架子，一块惊堂
偷欢的那些荤段子，
他会用
“胳膊弯弯搂耳
留下的东西，都是考古工作者的研
木，一副檀木牙板，外加一柄折扇，就是
睡，
含羞带笑把灯吹。”
变得含蓄而有韵味。
究职责之所在。不仅如此，在考古
工作者的理想中，对文物信息的发
一个走村串户说书人的家当。
秋日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乡民无暇
掘也应该更为深入全面，诚如中国
初春的夜晚，
乍暖还寒，
闲着的庄稼人
听书，一进入腊月的门儿，人闲地歇，县域
考古学之父李济所描绘的，“古器
带上马扎凳子到湾子里阔绰的人家去听
内颇负盛名的说书艺人马先生如约而至，
物学的原始资料……必须经过有计
书，
“咚咚咚”
的扁鼓声敲过三遍，
预示着今
他随口诙谐，满含机锋，尤其是对《说岳全
晚的说书即将拉开帷幕，接着“鸳鸯板”快
划的搜求、采集和发掘，最详细的
传》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话本，
烂熟于
记录和尽可能的校勘，广泛的比
如暴雨敲窗，
慢若蜻蜓点水，
疾徐有致地响
心，
到了
“鼓板轻敲，
便有风雷雨露；
舌唇方
较，方能显出它们真正的学术价
了起来。说书人合仄押韵，
绘声绘色，
时而
动，
已成史传春秋”
的妙境。
值”。从发掘源头到整理分析，强
闲庭信步，时而快步流星；时而眺望远方，
讲鲁智深扔众泼皮进粪坑时，马先生
调全方位的细致，目的在于最大限
时而俯首寻珠……于是，
前朝往事、刀光剑
且说且演，将众泼皮的丑态表演得惟妙惟
度地发掘文物可能存在的信息。可
影，犹在眼前活生生地上演。无论神话里
肖。只见他全身蜷缩成弓，左手紧掩口
问题是，随着文物范围的拓宽，绝
的深明大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
还是大宅
鼻，右手在鼻前猛扇，不迭地说“好臭！
大多数文物身上可都是没有字的，
院内的情仇爱恨、名利场上的暗斗明争，
都
好臭！臭杀洒家也”，引人捧腹。说至林
记录文物的发掘地点和地层位置，
在富于变化的鼓点中若流水时而喷薄，时
冲与妻悲别离时，则声凄情切，如丧考妣，
可解决不了文物的身世问题，连文
而涓流。听着这谈古说今，品着那正典野
弄得几个妇人也跟着泫泣殒涕。他擅长无
福州茶园山宋端平二年墓出土
木仿真鱼袋
物的名字都定不了，那该怎么讨论
史，
台下的庄稼人如临其境，
如痴如醉。
中生有、即兴发挥，即便是“老听书”的，亦
文物相关的种种问题呢？面对“纵
到了上伏夜，
庄稼人挂锄消暑。洒了水
感到出人意表，
别有洞天。尤其是
“公子落
使相逢应不识”的窘迫，通行的解
的稻场，
尘坌不惊，
水气洇洇，
与薄薄的土腥
难，
小姐相助”
的故事，
他一波三折，
丝丝入
决方案是，起个标本代号，或者根
气息杂糅在一起，
袅袅弥散，
令人舒泰。
扣，
细腻丰满，
干净脆生。
据类型学研究的结果起个新名字，
夏夜说书人乡民们都尊称为先生。他
听书时常有花絮，乡民虽大多胸无点
先行讨论其他基础问题——考古工
住邻村，60 来岁，身材清癯瘦削，长脸
墨，但听书却仔细挑剔，有一年腊八节听
作者并不是不想搞清楚文物原本的
骨棱分明，头发蓬松。父辈们都说他是一
《白蛇传》，白娘子、小青坐船上岸后，马
名字，但经历过田野考古的人都清
个“人尖子”，曾是重庆国民政府文书， 先生走了心，忘了说系住船缆，有好事者
《春游晚归图
春游晚归图》
》 局部
楚，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能把
经历过风雷激荡的历史，参与起草过制掣
立马发声“船漂走了”。众人以为这下马
故宫博物院藏
一个工地的大小事务梳理得清清楚
时局的文献，因受排挤贬谪乡野，回乡后
先生定会十分尴尬，不料他淡定自若，从
楚、让考古报告在几年内出版完
一直读书冶性，靠说书养家营生。
容补了一句“不碍事，小青作法把船吹回
选自扬之水著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 插图
成，已经足以让人精疲力尽了。
个人的禀赋和沉浮经历令他对世态百
来哉”
，博得心领神会的满堂彩。
精力有限虽是个很充分的理
种不知名的遗物，
三者对照，
寻寻觅
学科不同方向，而鸡犬不相闻的情
相、人间万状有很深的感悟。说书时，他
“一块惊堂木，拍一拍春去东来；一
由，爬梳经史考订物名难度太大， 觅，
自然能有所收获。一番对比，
不
况，层出不穷，遑论不同学科的壁
能揣摩人心，尤善渲染气氛，将情节拿捏
柄折扇，挥一挥金戈铁马；一副好嗓子，
也是令人羞赧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原
仅能把物名弄清，
往往还能顺便把工
垒。中国考古学原本系出于历史
得恰到好处，扣人心弦而又引人入胜。你
表一表恩怨情仇。”
因。能像宋人那样辨析金文已属不
艺源流、类型式样研究得清清楚楚。 学，但两者分道扬镳之后，各有侧
满以为前峰无路，可他巧舌如簧又柳暗花
那个年代，说书人为乡村寂寞的夜生
易，面对周身遍体找不出一画字来
如《定名与相知》中谈及花头钗簪，
其
重，渐行渐远。考古人知书不足，
明；话到平淡处，他就用恰当的方言插科
活打开了一扇明亮欢快的窗口。而今，世
的文物，想要叫它一声让它答应， 名称由宋元话本中的名称
“花头”
谈
史家知土难懂，谁也看不明白谁的
打诨，逗得笑声肆意；说至欢快处，他又
殊事异，曾经活泛在家乡的鼓书渐渐失
起，
物证取于宋墓所见的金钗银簪， 成果，那便谈不上利用。考古学与
就是宋人也难有这般能耐。虽然考
眯眼如一弯新月，叙述似秋日长河、浪敛
传，但说书艺人口传心授的才子佳人出将
同时又附上出土壁画上的妇人形象， 历史学如此，中文、哲学就更插不
古学引进之初，蔡元培、李济等人
波平。“说了个怕，给了个怕，见了个苍
入相的故事、先贤侠士睿智风骨的传奇，
多重证据展开，
让当时妇女头上风景
上话了。由此造成的断裂，使得学
仍保持着对传统智识的清醒：
“我们
狼比驴大。说了个紧，给了个紧，碗粗的
经过岁月的浸泡和时光的擦洗，仍然在情
的可能性一览无余。
科间的交流无法真正碰撞出火花
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自
长虫瞪眼睛。”若主人公独自行于孤山旷
感深处滋长复活、鲜亮如初。
这方法看起来甚为轻巧，似不
来。扬之水的定名，正跨越在文史
宋朝以来，中国考古学这段光荣的
野性命攸关时，只见他的眼睛越缩越小、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教师）
过是现成材料的对应，呈现的成果
与考古文物之间，以物之名，为文
历史。”但是现行教育体系下，众多
从业者鲜有旧学基础，难以用实际
似乎也不过是个名字身世。用扬之
史研究和文物研究构建了曼妙的桥
水的淡雅笔调说来，仿佛是自我介
梁，文史学者由此而知物之工巧，
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形成互动。展
行动响应这一号召。当然也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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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如宿白先生所撰《白沙宋墓》，
是
绍的头一句，一切都理所应当。看
考古学者由此而知物的身世。有桥
览开幕当天，李刚田、马国强、朱天曙等书
似简淡，其实是扬之水举重若轻。 上相会之日，方有学科相知之时。
画名家分别以书法、国画、诗词等为主题举
对考古学与传统考订之学的完美结
第九届海峡两岸
合和全新开拓，
堪称典范，
但此本一
难易究竟如何，一试便知。倘若不
定名之力，功莫大焉。
办公益讲座。李刚田认为，书画艺术是中
少儿美术大展在京开幕
是对文、画、物三者极为熟悉，此
《定名与相知》 副标题为“博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当下最重要也是
出，却几成绝唱——不是不想学习
模仿，
实在是太难模仿了！
类研究根本无从着手，就算上手也
物馆参观记”，意欲彰显博物馆展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以“自由自
最根本的，是提升创作主体——人的传统
难免顾此失彼。难便难在于海量文
览于新知所获的贡献，这是扬之水
在”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
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当代书画艺术如何
在“人”“物”面面相觑的狼
狈中，方能见出 《定名与相知》 以
献、文物资料数据中的贯通自如。 对博物馆众多帮助的感念。但实际
展近日在京开幕，从近三万幅征集作品中
更好地承载渊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是
而扬之水或由文入物，或由物及
上扬之水这样的定名者对众多博物
精选 200 余幅优秀作品，以“悠然”“酣
新时代赋予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及扬之水众多其他著作的意义来。
文，竟毫无滞涩之意，实在令人叹
馆来说也是难得的
“宝库”
。倘若无
然”
“飘然”
“翛然”为分主题展出。
服。再加上其文思泉涌，用力又
“扬之水们”
呕心沥血地在文海中乘
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大展特设
此名安处是吾乡
勤，撰文之快，让人应接不暇。无
风破浪、在书山中披荆斩棘，
展览中
“十年花开”纪念板块。此外，大展还特
2018 国艺基金“大提琴音乐
论是文史功力还是治学态度，我辈
不少精彩文物的名片——说明牌，
别展出“艺术无障碍”公益项目，使观众
从扬之水最早的著作来看，她
教育人才培养”项目开班
最初的兴趣似在于文，而非物。实
望尘莫及。
只能付之阙如。从这一角度来说，
了解盲童通过学习“触觉绘画”的方式也
让文物回归古名，而非囿于出
能创作出动人的作品。本次展览由中国宋
本报讯 （记者 梁杰） 由中央音乐学
扬之水的定名，又带来第三重“相
际上，若读书有穷根究底的精神，
庆龄基金会、中华文创发展协会、厦门市
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承办的“大提
则由文入物，既是“迫于无奈”， 土代号，其意义，在于相知。荀子
知”——也是众多文史普及工作者
说，名定而实辨。考古现场，脱离
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主办。
琴音乐教育人才培养”项目获得 2018 年
孜孜以求的愿望——让普通的博物
也是自然而然。就如国人最为熟稔
度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于近日在中央音乐
的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中间多少
情境的出土物，就算再精美，也只
馆参观者，亦能够借此步入窥探古
能弃用。因为出土情境包含了文物
学院附中举行开班仪式。
代世界的门径。这一重相知，让冲
物事描写，谁能一一说清？囫囵吞
最基本的信息要素。而文物本名， 在专业与公共对话边界的博物馆，
据该项目负责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枣倒是不影响情节，但却让原作者
“腊梅之乡”
举办
其命名之时，亦有情境，失其名， 真正实现了它的沟通功能。
校长娜木拉介绍，项目邀请俄罗斯人民功
苦心经营的画面感付之东流，诗意
“花开盛世”书画展
则失其境，即失其实。文物由古至
勋艺术家谢尔盖·罗尔杜金、世界著名大提
大损。如李商隐有“何当共剪西窗
柳永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
今，宛如时光远行，无法逆转，倘
低唱。但其实，倘无“浮名”，喝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国 营）“ 花 开 盛
琴家大卫·戈林加斯等作为培训专家，
探索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句，倘若
若失其名姓，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
世”当代中国书画摄影名家作品展，近日
集演、创、教、研于一体的新型艺术人才培
不知唐时需用烛剪调亮烛光，恐怕
不上小酒，倘若无“名”，喝了酒
中，文物亦再无“回乡认亲”的可
也唱不出词儿，那也就唱不出味
于“腊梅之乡”——河南省鄢陵县举办。
养模式。学员还将通过口传心授、采风交
对作者想要挑灯长谈、共诉衷肠的
流等方式，
提升专业技能，
加强艺术实践创
能。恰如动画片 《寻梦环游记》 中
本次书画展由鄢陵县人民政府、
《中国
心境难有体会。扬之水大概是不愿
儿。扬之水自谓寻名于微处，言极
新能力，
实现对大提琴演奏法的全面提高。
的设置，死者的名字如果在生者的
自谦，但处处寻微定名，已成就一
书画》杂志社主办，
与同时举办的第十八届
错失前贤的一番心血，便把目光转
记忆中消失，那么它在阴间的灵魂
向了海量出土的文物上，希望一探
片历史的星空。看似“点点星
也会消失——定名，着实是在为文
光”，不过是因为观者距离渺远。
究竟，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竟踏
物铺就回乡的道路，亦是为今人寻
出一条为物“定名”的道路来。
离得越是迫近，越是能知道每一点
找未曾抵达过的前世过往。
星光似微实巨。那背后蕴含着的聚
这道路说来也并不算新奇。古
扬之水的定名工作，在古今相
代诗词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物的名称
变式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知之外，亦能让学科相知。如今学
（作者系北大考古学博士，北
与描写，
出土壁画和传世绘画中有形
科越分越细，学者越钻越深，同一
形色色古代情境的描绘，
库房中有种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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