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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
令·常记溪亭日暮》）“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李清
照词篇中的佳句，令人沉醉神迷、久久难忘。
但你是否知道：这位被后世誉为词家大宗的女
词人，她的作品曾一度流传沉寂，差点亡佚不
存。

宋代时，诗文俱佳的李清照就极有才名，
受到时人的推重。她创作的词因体格新颖、别
树一帜，被宋人呼为“易安体”（李清照号易
安居士），还引起过辛弃疾等人的仿作。李清
照的词集也普遍流行于世，被人传阅，被人记
载。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李
易安集》十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记“《漱玉集》一卷……别本分五卷”。另外
宋人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宋史·艺

文志》中均有对李清照词集的记录。当时的词
话作品对李清照词作也有许多评论。如南宋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近时妇人，能文
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此语亦妇人所难道
也。”王灼的《碧鸡漫志》对李清照词的艺术
成就也屡有称赞。

但随着南宋末年词体创作的衰微，李清照
的词集流传也渐趋沉寂。随着元代俗文学的兴
起，词体衰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李清照的作
品也愈发被人轻视。在元人的文集中，李清照
的才情故事往往是杂剧创作的对象，而她的词
作反而成为零碎的片段记录。

到了明初，流失的情况更加严重。李清照
的诗文全部亡佚，而词作也残缺不全。明中叶
的文学家杨慎非常喜爱李易安词，称赞她“宋
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于
秦七（观）、黄九（庭坚）争雄，不独雄于闺
阁也”。但纵然他如何努力搜寻，也找不到李
清照的散佚词篇，并为此抱憾不已。

后人要管窥李清照词篇，只剩下从他人文
集中辑佚这条途径了。明末著名的藏书家毛晋
偶然发现了明初的李清照词集抄本，将其奉为
至宝，刊入汲古阁编印的《诗词杂俎》中。他
在跋中说：“庚午（公元1630年）仲秋，余从
选卿觅得宋词廿余种，乃洪武三年（公元1370
年）抄本，订正已阅数名家。中有《漱玉》
《断肠》二册。虽卷帙无多，参诸《花庵》
《草堂》《彤管》诸书，已浮其半，真鸿宝
也，急合梓之，以公同好。”

该本是李易安词“最早的辑本”。但毛晋
此时已找不到宋本，只能从明初抄本中搜罗，
并仅得词十七阕而已。入清后，随着“小学”
的兴盛，考据学者从各家文集中搜检散乱于其
中的易安词。李清照的词作数量越来越多，但

也渐趋杂乱。
因为材料不可靠、审核不严谨，许多他人

的作品、后代的仿作，也托名李清照混入了辑
本中。近世以来的《漱玉词》不仅卷数不同，
连阕数也不统一，甚至词调都不尽相同，令读
者东西莫辨、无所适从。

为此，济南社科院研究员刘瑜搜检现存史
料、考辨是非正误，历经甘苦著成了《漱玉词
全璧》一书。他期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尽可能
还原李清照词的本来面目，“千古之下，期不
负李清照矣”。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刘瑜即开始对李清照
的词作进行赏析和考证研究。该书是他在多年
李清照词研究基础上，对《漱玉词》所作的一
次集大成研究。书名中的“全璧”二字，比喻
完整而无缺损，隐隐透露着这位耄年老人的自
信和期望。

《漱玉词全璧》既名为“全璧”，其首要
特色便是“全”。该书对宋代至民国关于李清
照词的历代文献加以搜集整理，其中不乏史料
珍品，“所收善本、孤本殆应有尽有”。为了
尽可能搜罗材料，作者亲赴国家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
等，先后考辨校记历代载籍所收李清照及其存
疑词三千余阕次，一一摘抄记录存档。

是书一百余万字，堪称李清照词集研究的
鸿篇巨制。全书主体分为“漱玉词及佚句”
“存疑词及佚句”两部分。历代典籍中所收录
的署过李清照名字的词作、佚句俱为收录，共
得词六十四阕、佚句九，存疑词二十七阕，佚
句四。全书又于每首词后设考辨、注释、品鉴
和选评诸条目，从四个维度全面认识李清照
词。

考辨一栏，专为厘清每首词的归属，为全

书的重点和难点。刘瑜将收录李清照词的历代
典籍，以年代先后为序，将载籍出现之时代、
编纂者、书名、版本、卷数、页码皆为写明，
典籍记录模糊者则略加考证。“考辨”几乎对
现存记载李清照词的典籍几乎一网打尽，称为
“全璧”当之无愧。

全书的学术突破颇多，如发现了李清照的
爱国词篇《真珠髻·重重山外》，以及新收的
三首存疑词，也都为他本所未见。

另外全书还纠正了今人研究中存在的谬误
和不足。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词，今
人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下文简称“王
本”）载：“《瀛奎律髓》卷十六王諲《观
灯》诗，方回注曰：‘如李易安月上柳梢
头’，则邪僻矣。是宋人已误以此词为清照作
矣。”刘瑜查阅典籍，发现此批其实是“方回
对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诗之批……”
且方回的原话为“则词意邪僻矣”，王本疏漏
重要的“词意”二字。这个重要发现，纠正了
王本审核不严、张冠李戴的错误。

再如古人收录词作时，将南宋女词人“朱
希真作”误为“李希真作”。此后有的文集就
直接将其误省为“李作”。今人不加细察考
证，径直认为是“李清照作”。《漱玉词全
璧》经过典籍的考辨，匡正了这种错误。

《漱玉词全璧》对各种版本的异同条分缕
析考察辨证，详细考证李清照每首词的真伪，
形成了迄今为止《漱玉词》最完整、最全面的
文献学整理与文艺学评析，对推进李清照词研
究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被誉为呕心沥血
的“集大成之作”。

《漱玉词全璧》
刘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他无法尊重自己，因为“尊重自己，就等
于背叛父亲”。当讲师多年，学生常倾心于他
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但当他回到家，却像
个不会讲话的木头人。“你跟学生谈笑风生，
为什么在我面前就变成了哑巴？”“我哪
有？”“要你开口很难吗？你有什么毛病？”
“砰”，他把门用力一关，转身出去。每一次
太太说他有毛病，他就很难受，他也是有自尊
心的啊。他到车库开车，头也不回。

不准有自己意见的小男孩

他有一个权威的、不准孩子反抗的父亲。
每次他只要一提出自己的意见，就被责备。但
最令人煎熬的是，即使他已经认同爸爸的意
见，却仍始终得不到爸爸的认可。记得小时候
到百货公司，父亲常会问他：“你要买哪个玩
具？”但往往等他选好玩具时，耳后却传来爸
爸的笑声：“选什么小孩子玩具，你已经不是
小男孩了！”“你应该玩的是这个！”

他一愣一愣地看着爸爸帮他挑的玩具，心
里感到有些难受。后来，当爸爸再问他时，他
就不作声了。他害怕答错，心中猜测着爸爸要
他选什么。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爸爸却不耐烦
地跟他说：“身为男人，连选个玩具都这么
慢，你能做什么大事？”老实说，他常有被玩
弄的感觉，好像无论说什么都错。他受制于爸
爸，但又渴望爸爸的爱。

只是，接受这份爱好难。要爸爸带他出去
玩，爸爸却几乎忙得腾不出时间。他往往不知
道爸爸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或爸爸
比较想听什么话。他时时揣度爸爸的心情，而
当他反应太慢时，又被爸爸取笑无能。

长久以来，他躲在爸爸的喜好底下，不敢
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他也无法尊重自己，因为“尊重自己，就
等于背叛父亲”。他认为做人要孝顺，如果做
不到孝，至少顺吧！而偶尔看到爸爸满意的神
情时，他才能确定自己拿到爸爸手中“是个男
人”的徽章。

“你还是失败了啊！”

其实，他知道他想维护的只是爸爸的尊严
而已。他知道爸爸的人生并不顺遂，妈妈在与
爸爸结婚后，又回头找她的前夫。深夜里，爸
爸坐在客厅喝到烂醉，对他说：“告诉你，不
听我话的人，一定会失败！你也是！”

但是，他听话、表现好，仍然没得到任何
好话或肯定。

他只会说：“你如果不努力，下次成绩一
定会掉下来。”为了不让爸爸说中，他拼命考
上第一志愿的学校。他永远搞不清楚爸爸的
话，真正的用意到底是损他，还是帮他。就像
爸爸常这样嫌他：“你看看你，当讲师那么多
年了，你得到了什么？还不是只有兼任，你还
是失败了啊！”这一句“你还是失败了啊！”
抹去了他所有的努力。他向爸爸证明自己的一
切努力，好像都成了虚幻。他以为是爸爸不放
过他，但其实不放过他的，是他自己。他让过
往的伤痛一次次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他真正担
心与害怕的，是自己不被爱、不被认同啊。

当案例里的讲师长期躲在父亲的喜好底
下，关上自己的感官知觉，尽可能避免去感
受，一切以父亲为尊的时候，他主动忽略自己
的想法，一味照单全收。

爸爸铁口直断地损他，接着又高谈阔论自
己的高见，他当下逃避的是自己的不同意和不
耐烦。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顾虑爸
爸，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藏得很深。他希望当

他表现好，且卖力地讨好父亲后，能舒缓父亲
心中的苦，他因此也能获得关注和疼爱，但长
期下来，这似乎是一种奢求。

这样的男孩，承接着父亲内心的愤怒。
对一个男人而言，太太离开是一件打击很

深的事。当一个父亲无法处理这样的失落时，
很容易就将焦点转移到孩子身上。

所以，当他看到孩子无法作出决断，还在
犹豫或考虑时，他对孩子说：“你怎么这么无
能？”“你这样做，一定会失败。”

他将自己与孩子的成就和决定绑在一起，
他将孩子当成自己的延伸，无法承受孩子作不
出决定的“软弱”的打击。这些都是来自他内
心的愤怒，他觉得自己完美无缺，而完美的
人，不会有脆弱，所以他看不见孩子的需求、
期待需要被协助的那一面。

安全感到底是什么？

小学二年级时，他的父母离婚了。他记得
那一天晚上，爸爸陪着他睡在双人大床上。爸
爸对他说：“我和你妈离婚了，如果你想跟
我，就转过来抱我。”整整一个晚上，他没有
合眼。他哭了一夜。最终他躺平身子，没有转
过去。“我该怎么办？”他其实想了一整夜，
他是比较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清晨，他
忍不住困意，睡着了。等他起床时，爸爸已经
不在身边了。其实，他很害怕，而他多么想跟
爸爸说：“我只是睡着了……”但他后来也开
始气爸爸：“为什么你要我选？为什么我只能
选一边？”

最后，他跟着妈妈生活了。但痛苦的是，
他已经失去爸爸了，而身边仅剩的妈妈，也让
他难受不已。当他渴望能像过去那样对妈妈百
般依赖、撒娇时，往往会猛然想起，自己只剩

下妈妈了。如果他像原来一样依赖妈妈，妈妈
会不会觉得他很烦？他会不会被抛弃？而被抛
弃是他最害怕的。

童年时的感受，影响着他的婚姻关系。他
想被好好疼惜与照顾，但心里却又有许多害怕
与纠葛，怀着这样的心情长大的他，在婚姻关
系里，往往一方面想获得照顾，但另一方面却
又很难去珍惜对方。

他用不成熟的态度和对方沟通，希望能依
赖对方，但又批判这个对象，就像他希望对方
强大到足以支撑他，又怕对方强大到不需要
他。而这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需要太太，却又
鄙视太太，他将童年时被羞辱和害怕自己不够
好的愤怒情绪丢到了太太身上。

当他无法梳理情感上的矛盾时，他就会变
得很郁闷。他愈郁闷就愈依赖，愈依赖就愈容
易被对方的话语所刺激、发怒。而当对方逃
开，无处依赖时，他就变得自我贬抑。在这种
患得患失的情况下，他很难面对自己，更难在
心理上独立。

在原生家庭受的伤

我们在原生家庭不能满足的心愿，以及从
未说出的需求，在我们踏入婚姻后，往往想在
伴侣身上获得。而这个心里的小剧场，牵引着
我们怎么跟对方相处。

在一个离异的家庭里，父母往往会更需要
确认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但父母通常不会直接
说出自己的需要，而会以下列方式来表达：
“你应该听我的话，翅膀长硬了就想自己飞，
你把我放在眼里了吗？”“你都不关心家人，
是要让长辈伤心吗？”“你让我很反感，你这
种样子，枉费大家这么照顾你。”

这些话除了表面上的意思，往往还有一些

含义，例如：“你是多余的。”“养你，已经
很不错了！”“你怎么还有这么多要求？”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常常会觉得自
己是多余的，一如案例里的他，“我一直在
想，我爸妈离婚，是不是我害的”。但当别人
对他好的时候，他又会觉得不值得，或自己没
有资格，但他心里其实真正的渴求是，他也想
像普通人一样，获得关注、被重视、被视为家
中的一分子，如此而已。

童年时的经历，的确会影响到你成为怎样
的大人，以及选择一段怎样的亲密关系。很多
大人在自己的生命里并没有被照顾得很好，于
是通过和孩子的互动，弥补着自己过去的伤
痛，但这其实会伤到孩子。

《让我做你的心灵捕手》
黄之盈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速读

40岁的小孩——— 他无法认同自己
□ 姜涛 整理

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总会有或
多或少的心理匮乏感，或来自于父母
的教育方式，或来自于家庭其他方面
的局限性。长大以后，这些匮乏感会
变成我们潜意识里的声音，让我们不
够自信，不够有安全感，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只会不断责备自己“不够优
秀、不够坚强、不够争气”，但其
实，错并不在你。

“千古之下，期不负李清照矣”
——— 读刘瑜《漱玉词全璧》

□ 鲍青

在一档“非你莫属”电视节目中，通过求
职者与主持人及老板之间的互动，坐在旁听席
上的心理专家能够很快地给求职者打分，供雇
主参考。打分的项目包括开放性、责任感、外
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五种，基本上可以勾勒
出一个人的个性特点。这就是最近广为人们接
受的“大五人格理论”。根据节目现场的情况
看，很少有求职者对打分结果提出异议，可见
运用该理论看人还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绝大多
数人都不是心理学家，因此根本不可能在三四分
钟内根据一个人的只言片语，判断出他们的个性
特点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一些看人的艺术，了
解一些心理学常识，便会练就一双慧眼。

世间万事万物，看似纷繁复杂，实则都有
其内在规律。看人也是这样，一个人的言行举
止，都在释放出一些信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在掌握规律的前提下，
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观察、分析、总结，那么
我们也能成为看人高手。美国心理学教授山姆·
高斯林博士通过观察数以千计的房间和办公
室，发现了物品摆放方式所透露出的人物个性
信息。他在最新出版的《看人的艺术》中，通
过大量案例告诉我们，我们的物品以及我们布
置它们的方式甚至比我们最亲密的交谈还能展
现我们的个性。

高斯林博士首创“房间研究”，由整体环
境、摆放物品的特点精准判断物品主人的性

格，被广大媒体赞誉为“观察教父”。本书包
括《家庭细节里藏着你的气质》等十一章，这
是一本视角独特的读人识人指南，指引着我们
进入到那些看似神秘的自我空间，帮助我们了
解自己，了解他人，洞察身边人的真实想法，
有效地应对人际关系，提升我们人生的幸福指
数和成功指数。譬如握手，作为了解个性的关
键，从握手出现后研究者就对其感兴趣。它只
有坚定有力的握手者和无力的握手者两种类
型。坚定有力的握手者握手强劲而且有力，时
间也比较长，会有眼神交流。总体而言，人们
可能会认为男性的握手比女性的握手坚定有
力。有力的握手者往往更外向，不太神经质也
不会害羞。仅就女性而言，坚定有力的握手者
往往对新经历有较高的开放性。而用柔软无力
的手跟别人握手的人更倾向于内向的、神经质
的和不善于表达的。

微信、微博、交友网站，凡贴文必留下心
理痕迹；遣词用字深刻反映个性；空间规划，
暴露个人潜意识；浴室摆设，反映真实心灵面
貌。作者认为，你的一切私人物品都在不经意
间泄露你的自我。你的肢体动作，你的卧室、
办公桌、书柜、播放器歌单……你的所有外在
表现都源自你的内心。

《看人的艺术》
【美】 山姆·高斯林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由于“工匠精神论”的风靡，手艺得以在大
机器时代再受重视。它们的确不能由数据和公式
来完成，唯有专注和专业才能一步步攀臻巅峰。
然而，工匠领域又区别于职场环境。乔·欧文这
本《成长型思维》从领导者角度讲成功的另一种
形态，作为一个团队领袖，其思考和行动自然与
深情的工匠迥异。

乔·欧文曾就职于百余家企业，他以丰富的
行业经历为基，开创了一家毕业生招募机构，并
经多年沉淀得出结论，成功人士的不同之处在
于，不仅拥有扎实的技能底子，还具备另外七种
不同的思维。叔本华在《思想随笔》中记：“只
有独立思考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灵魂。”诚然，正
确的思维能指引我们发现更多的机会，让未来拥
有更多不同的可能，乃至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乔·欧文以独立的一章来阐述一种思维，表
明“从平凡到伟大，就是技能到思维的过渡”。
第一种，志存高远，设想一个完美的未来，抱负
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潜力。之后，便是第二
种，勇于行动；第五种，承担责任。只有付诸行
动，梦想才有望达成，期间纵然波折起伏，也不
致沦为笑话；如果说承担风险是一种勇气，那么
承担责任还需要改变看待自我的态度。由此才产
生第三、四种思维——— 坚韧不屈和积极乐观。这
两种模式的核心就是从逆境中获取力量，在挫折
中变得更加强大。单打独斗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时
代已一去不复，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

助，如今倡导的是第六种模式，善于合作。这需
要确立自身的影响力，组建和发展团队，赢得追
随者的信任和尊敬，而不是把自己当做明星让大
家来膜拜，更不是一味排挤竞争对手。第七种，
不断成长。只盯着过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囚
徒”，固步自封，直到被世界边缘化。任何事物
都是发展变化的，今天的成功之道，到明天就未
必奏效，不断学习才是一生的任务，用以适应接
踵而至的变化。

这七种思维模式互为因果补足，俨然已成为
一套完整的系统，一场思维的革命，而重中之重
的成长型思维则是成长的基础。古人讲，“活到
老，学到老”，作为一个延续人一生的课题，每
个人都迫切需要成长，每一个在努力成长的人，
都将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拥有更好的生活。

本书不光在梳理“是什么”，剖析“为什
么”，让我们对迷糊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重点还在于引导“怎么办”，如何才能拥有成
功、终身成长的七种思维模式，并将之渗透到日
常工作中。优秀的人并非都天赋异禀，很多也没
有强大的背景作支撑，他们从平凡到卓越是通过
思维模式的培养来实现的，而这只是一种习惯，
终将达成一个阶段式的循环：挑战、测试、学
习、适应。

《成长型思维》
【英】乔·欧文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成长是一生的任务
□ 江泽涵

识人的慧眼
□ 邓勤

■ 新书导读

《祖先Ⅲ》
安森垚 著
九洲出版社

不一样的历史讲述，让读者对于东西
方的历史差别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这套
史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地图进行讲
述，让读者有更直观的感受，能够轻松地
理解和掌握枯燥的历史，轻松地遨游在历
史的海洋。

《太阳部落两万年》
苏湲著
作家出版社

在这部有关史前文明、生存危机、人
类未来、爱情困境、权谋政治、生死轮回
等主题的小说中，浮现出一个个关于人性
的令人难以忘却的幻象，引导读者踏上追
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神秘之旅。

《鲤·匿名作家》
张悦然 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所刊登小说均隐去姓名，仅以收到稿
件的次序编号。作者有些是非常著名的作
家，有些是尚未出版过作品的年轻人。读
者唯一需要信赖的，是自己的感受。毕
竟，阅读的愉悦，文本的触动，才是欣赏
小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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