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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的《蒙娜丽
莎》，声名远扬。有关这幅
名画及其人物原型的考
察，迄今已经深挖细查，议
论纷叠，而新的作品仍在
不断推出，引发一次次的
阅读回望。

美国作家黛安娜·黑
尔斯的这部《蒙娜丽莎发
现史》（严忠志译，浙江大
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一
次对蒙娜丽莎的艺术史考
察，更是对那段佛罗伦萨
历史的重新发现。作家以
文化学者的名义亲临佛罗
伦萨，对当地的史学家进
行了拜访。通过各个专家
身份的展示，我们可以大
致明白这部作品主要涉及
的话题：围绕达·芬奇的艺
术风格和成就，丽莎身处
的盖拉尔迪尼家族和她丈
夫的焦孔多家族的谱系，
穿插当时佛罗伦萨的掌权
人美第奇家族的影响力，
并且提及欧洲战争和文艺
复兴的形势。线索比较多，
借助访谈来展开、串连，转
换之间比较自由，不失为
一种好的方式。

这些专家还能提供有
洞察力的意见。蒙娜丽莎
的微笑表达了什么意思？
自从弗洛伊德理论流行之
后，通常的论断是达·芬奇
对母亲的移情。专家钱基
不以为然，别扯了，不是你
想画就能画出来的！那么
多画家尝试过表现微笑的
方法，最后都失败了，达·
芬奇为什么能成功？因为

他经历了多次的实验。看
看他的手稿，看看他以前
的作品，蒙娜丽莎神秘的
微笑，早就隐现在《圣母
子、圣安妮与圣约翰》《圣
母子与圣约翰》等画中，艺
术探索从来不能一蹴而
就。

这部作品最得力处，
我认为，突出了当时佛罗
伦萨的女性生活境况。

作家不仅写了丽莎，
还写了其他几位女性。玛
格丽塔是比丽莎早了半个
世纪的家族长辈。那时候
的佛罗伦萨，男人是家庭
的主管，妻子儿女相当于
财产。玛格丽塔必须容忍
丈夫达蒂尼的出轨。达蒂
尼的私生女吉内芙拉很有
个性，绰号“雌虎”，以名媛
的姿态穿梭社交圈，拒绝
结婚和生孩子。玛格丽塔
粗通文墨，打理部分生意，
并且有书札存世。达蒂尼
夫妇这批珍贵的文献档案
的打捞，是本书的一个成
就，可以看作女性意识的
萌芽初探。

当然，“她们不是女性
主义者”，专家比安基尼说
道，“她们不想改变世界”。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
来讲，她们并没有女性解
放的冲动，却依然能够在
历史和文化进程中留下自
己的痕迹。

作 家 描 述 了 妇 女 们
的困境，比如，生育之痛：
丽莎的父亲安东马里亚
的前两任妻子均死于难

产；养育之恸：丽莎生育
了六个子女，其中一半夭
折；婚姻之悲：如果不能
出嫁就只有出家，老处女
会被视作“怪物”，女孩出
嫁的前提是拥有一笔好
嫁妆。安东马里亚的贫寒
给女儿造成了很大的惶
恐，幸而贵族名望和商人
联姻的模式让丽莎得到
了 一 位 丈 夫 。丽 莎 的 美
貌、温良和操持家务的能
力，让她得到了丈夫的喜
爱。佛罗伦萨政局动荡不
安，安稳的家庭生活难以

奢望，丽莎的两位女儿先
后选择遁入修道院。

丽莎本人活到了 79
岁。对她来说，虽有一些缺
憾，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女
人，她过得已经够好了。最
幸福、最烂漫的岁月，大概
就在丈夫延请知名画家，描
摹她的容颜的那些时刻。佛
罗伦萨成了传奇，达·芬奇
成了传奇，蒙娜丽莎也成了
传奇。在她身后，那些热闹
喧哗，那些围观聚讼，与她
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在画里
微笑，直到永远。

◆新书赏析

蒙娜丽莎何以成为传奇？
——读《蒙娜丽莎发现史》

林 颐 弘征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具有诗人
气质的作家、继往开来的出版家和博大
精深的学者，他在新诗、旧诗、小说、散
文、评论、书法、古籍校勘、金石书画等领
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无论做工做编辑，
还是写书搞篆刻；无论“合同工”“临时
工”，还是“当社长”“作参事”，他都能驾
轻就熟、运用自如，广采博收，融会贯通。
他以丰厚的文化积淀、质朴的人生体验、
高洁的精神品格、飘逸的生活情趣，在诸
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编写的文集
《弘征：人与书》（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
收录了七十多位作者对弘征的评论文
章，为我们工笔描绘了弘征的生动形象。

诗人气质的作家

弘征原名杨衡钟，1937年出生于新
化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外高曾祖父是清代
最先编刊《船山遗书》和编纂《沅湘耆旧
集》等书的学者、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
兴之导师”的邓显鹤先生。他自小就浸润
在国学的氛围中，于古典诗词、历代典
籍、书画篆刻广泛涉猎，并对新闻学锐意
钻研，1953年即开始发表新诗、旧诗及其
他样式的作品。

弘征最早是以诗人的姿态步上文
坛的，18 岁起弘征的名字就常常出现
在评论家挑剔的文章里，郭沫若先生曾
给他的《每当我走上长江大桥》一诗撰
文评述。目前他已出版《浪花、火焰、爱
情》《当你正年轻》《青春的咏叹》三本诗
集和《艺术与诗》《书缘》《诗品今译简析
附例》《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等散文
集、古典诗歌诗论译析二十余种，并点
校有《南村草堂文抄·诗抄》等。

弘征先生的诗感情纯真，是发自肺
腑的呐喊或咏叹，他从不忸怩作态和无
病呻吟。著名老一辈评论家萧殷在为

《浪花、火焰、爱情》写的序中说：“弘征
的诗，我感到有两个特征：一是激情，二
是意境。”“构思巧妙，饱含哲理，能寓真
理于感情和形象之中。”此外，未央、秦
牧、芦荻、钱君匋、阿红等文艺界知名人
士纷纷撰文，对弘征的诗予以了极高的
评价。

弘征之所以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因
为他有丰沛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优雅闲
逸的生活情趣和朴质纯真的个性人生。
弘征一生待人诚笃，珍视友谊，广为交
结，即便在生存状态艰危时亦如此。他
交友的意旨，一为找到同道，可推心置
腹，把酒倾谈；二为学人之长，补己之
短。所以在他的师友中，既有文坛艺苑
的巨擘，如夏承焘、林散之、程千帆、黎
泽泰、沈从文、汪曾祺、艾青、刘绍棠等
等，还有儒雅擅诗文的资深领导者、故
里的乡贤亲旧。

弘征认为正直的人格、纯净的心灵
才是一个诗人最宝贵的财富。是的，他
永远那么忠厚、正直、谦虚，热情地扶持
着一批批文学青年的成长。正如马雅可
夫斯基所说：“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就得
先使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成长起
来。”弘征就是这样走着自己的人生之
旅，认真写诗、认真做人。

继往开来的出版家

说起对弘征的印象，我们首先想到
他是一位编辑出版家。正如老出版家、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先生
在文集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

“他不但编辑工作做得很出色，而且在
文学艺术的很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
诣。”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底，在出版工
作的岗位上，弘征才能游刃有余。

1979年，弘征先生调到了湖南人民
出版社当编辑，他开始是主编少年儿童
读物，尔后又负责编辑大型文学丛刊《芙
蓉》的诗歌、散文、理论版，同时他还兼任
了王蒙、陈国凯等众多知名作家书稿的
责任编辑，有时还担任湖南美术出版社
和教育出版社有关篆刻、书法书籍的特
约编辑。他编辑的《张天翼童话选》精选
了张天翼生平的童话佳作，并自己担任
版式和插图的美编工作，出版后一抢而
空，以后多次重版，至今还是湖南少儿出

版社的保留书目。脍炙人口的《新诗日
历》由他首创，连续出版十一年，每年一
本，印数达十万余册，长盛不衰，被读书
界誉为“开拓美的、别具一格的艺术佳
品”，引得出版界同仁纷纷效仿。

1985年，弘征被任命为湖南文艺出
版社副总编辑，1988年又被选举为社长，
1989年1月他被推举为湖南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和省文联委员。作为领导者和出
版家，弘征有着超前的战略意识，他继承
了前任社长黄启衰同志甘为孺子牛的精
神，又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冷静地观察思
考，沉稳执着地走自己的路。

在30余年的出版生涯里，弘征担任
责编的图书约有150种，他所负责的图
书均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和学术性，同时
也赢得了经济效益。如 1984 年出版的

《于右任诗词集》“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
版国民党要人著作”，海内外报刊纷纷发
表评论，认为“尊重历史，缩选得宜，比台
湾的本子要完备得多”；由他主持策划并
责编的《当代杂文选粹》丛书四辑共四十
本，广受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好评，被《人
民日报》称为“中国文坛和出版史上一次
盛举”。其他如《袖珍诗丛》《黎明散文诗
丛》《瞬息京华》《新散文十二家》《当代作
家中篇小说选》等在选题上各具特色，多
次重印；《三毛散文系列》更是历十年不
衰，印数累计达数十万册。

博大精深的学者

弘征先生不仅仅是诗人、出版家，
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论家、书法家和篆
刻家。在《艺术与诗》一书中，他纵论古
典现代诗歌、金石书画、装帧艺术……
读过的人无不惊叹其学识渊博。他的书
法俊逸飘洒、他的篆刻海内外闻名，出
版有印谱《望岳楼印集》《现代作家艺术
家印集》，还曾与人合出过《书画用印
选》。

弘征自幼习诵古文辞、性耽文史，
表现出多才多艺的艺术天性；而最能体
现弘征学者功力和水平的当推古典诗
论、诗歌的研究。除所著《艺术与诗》一
书外，他在八十年代就成功推出了《司
空图〈诗品〉今译·简析·附例》，引起学
术界的广泛注意。

《诗品》的艰涩费解，通过弘征清新
优美的译析，变得明晰晓畅。著名作家
秦牧说：“那相当优美的译笔使我惊
奇。老实说，我所认识的新诗人中有这
样文笔的并不多。”《唐诗三百首今译
新析》是他九十年代的杰作，周谷城先
生认为这是：“一本青年应当熟读的好
诗选。”其今译采取对译的形式，抒情
处传达了原诗的神韵，述意处复现了
作者的诗情，其新析则采取古典文学
批评、印象派批评笔法，重在对具体作
品的审美直觉和审美感受的阐释，富
于感性又特具文采。同时，弘征在古典
诗词上的成就，与他丰富的新诗和旧
体诗创作经验是分不开的。他的旧体
诗词与新诗一样有名。从幼时起他就
习作旧体诗和古文，在《当代百家旧体
诗词选》中，他是入选最多的诗人之一。
他平时不常写，更不为作诗而作诗，但
在各种场合中即兴题诗、出口成章，同
伴们无不佩服其才思敏捷。

◆读者感悟

才情并茂的弘征
——读《弘征：人和书》

欧阳恩涛

《红楼梦》中的薛蟠，给人的印
象是大字不识几个、言语粗俗、性情
骄奢、任性弄气的呆霸王。他最喜斗
鸡走马，寻花问柳；而倚财仗势，强
买香菱为妾，喝令手下打死冯渊等
劣迹，更是为千夫所指。但是，这只
是他的一面；另一面，人们往往忽视
了。

第六十七回里，薛姨妈听说尤
三姐以死明志、柳湘莲出走，和薛宝
钗说起。任何时候都显得理智的薛
宝钗说了些这样的话安慰其母：“俗
话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
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这时，
薛蟠进来了，眼中尚有泪痕，他向母
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
三姐的事么？”又说：“我一听见这个
信儿，就连忙带了小厮们在各处寻
找，连一个影儿也没有。又去问别
人，都说没看见。”下文还写到，第二
天他请伙计们吃饭，也没精打采的，
还对众人说：“城里城外，那里没有
找到？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
还哭了一场呢。”

薛蟠之泪痕，之哭，应该不是表
演，是为失去朋友而真的难过。他也

不计前嫌：在赖大家的酒席上，碰到
柳湘莲，动了勾引之意，被柳湘莲骗
到北门外的苇子坑打得“面目肿破，
浑身上下滚得似个泥母猪一般”。这
说明，薛蟠有善良的一面，他看重感
情，也算个性情中人。

最有趣的是第二十五回的一
段。宝玉和凤姐中邪祟，贾府众人都
来看望，薛蟠也在其中。这里曹翁给
了薛蟠一个特写镜头：“别人慌张自
不必讲，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
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
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
——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
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
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

这里可以看出薛蟠多方面的性
格特点。

第一，薛蟠是个孝子，他是关心
母亲的。薛蟠是个好哥哥，他是关心
妹妹的——在那个时代，未出阁的
小姐是不宜被人看见的——他并不
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呆霸王。

第二，他当时还很在意漂亮丫
环英莲，说明对喜欢的人，他还是关
心的。

第三，他是善于观察，因而很了
解周围的人，如贾珍之类，知道他们
在特定的场合下会做什么。

第四，他特好色，终究是个色中
饿鬼。有诗为证：母亲妹妹诚要管，
丫环不能被臊皮，一旦见了天仙女，
立马酥成一滩泥。

有了这一段描写，薛蟠这样一

个人物形象，就不是扁平、单一的，
而是立体化的了。

当然，在这样一段描写里，也可
以看出《红楼梦》的批判色彩。人世
间，谁没有父亲母亲？谁没有兄弟
姐妹？所喜欢的人，也不只是你薛
蟠有。你薛蟠，对自己的亲人、所喜
欢的人这样关心，可你是怎样对待
别人的亲人、别人所喜欢的人的？
你担心自己的妹妹被人看见，自己
却又马上偷看别人的“妹妹”了！你
特反感贾珍之流在女人身上做功
夫，自己却也是这方面的内行，甚
至还在男人身上“做”这种“功夫”。
不将心比心，只许自己做，提防、不
许别人做，这就是薛蟠一类人的生
活逻辑。

此外，薛蟠不是感情专一的人，
他朝三暮四，得陇望蜀。他看上了妻
子金桂的丫环宝蟾，趁金桂不在家，
要和宝蟾苟且，不料被香菱撞见。宝
蟾跑了，他就把气发在香菱身上，又
骂又打。后来妒妇金桂为了除掉香
菱，设计诬陷香菱，说香菱在枕头内
放了写有她生辰八字、有五根针钉
在心窝的纸人，害她生了病。薛蟠听
说，便抓起一根门闩，不由分说，将
香菱“劈面浑身打起来”。薛姨妈和
宝钗见香菱在金桂那里过不下去，
把她要了过去，让她跟着宝钗。这与
宝玉相比，就判若云泥了。宝玉对所
喜欢的女孩，从没有厌倦过。他何曾
厌倦过哪个丫环？晴雯死了，还作

《芙蓉诔》以祭奠。

◆读《红楼梦》

薛 蟠 的 另 一 面
黄三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