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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国家语委等相关主管部
门正式对外发布中国申报的甲骨文项目顺
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
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甲骨文向世界证明了它的魅力，实现
了中国记忆向世界记忆的升级。

“汉字对世界尤其周边国家产生过长远
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正是其价值得
到世界公认的体现。”教育部副部长、国家
语委主任杜占元如是评价。

有文字记载历史提前1000年

100多年前，清代学者王懿荣在一种被
称为“龙骨”的中草药上，发现了细小的刻
画。后经专家考证这些刻画是甲骨文，由此
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过
‘安阳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
遗址’，这是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进程的角
度，高度评价甲骨文的价值和意义。”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关强说。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甲骨学殷
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介绍，甲骨文堪与
西亚两河流域发现的距今5500年左右的泥
版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口发现的距今
5000年前的古埃及碑铭体圣书文字及后来
衍变出的纸草僧侣草体文字、公元前2000
年前后的古印度印章文字、美洲民族公元初
期发明的玛雅文字等交相辉映，是世界人类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五大古典文字。

“甲骨文属于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
纪殷商王都内王室及贵族人群的占卜刻辞
与记事刻辞，也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古文字文
献遗产。刻辞载体主要是牛肩胛骨和龟甲，
也包括其他动物的骨骼。其内容为研究中
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与人
文社会传承形态，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贵的
第一手史料。”宋镇豪说，“是寻绎中国思想

之渊薮、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特质、品
格与演绎渊源的最真实的素材。”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

宋镇豪认为，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是研
究汉字原初构形与汉语言语法最早形态的重
要素材。甲骨文的字体构形和文辞体式，与
当今的汉字及现代汉语语法结构一脉相承。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林沄
以“璞”字为例解释说，“从这个字的刻写形
态看，像巨岩上长满了石林，巨岩下是双手
持握工具挖凿玉石。从中可以了解当时采
矿的情景，是非常客观的史料。”

在宋镇豪看来，早在3000多年前已经
有一个比较健全成熟的、自成体系的语言、
词汇、句法和语法系统。现代汉语语法中的
名词、代词、动词、介词、数词、某些量词等，
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具备。

“此外，甲骨文内部有比较统一的语音
系统，它构成中国秦汉以后汉藏语系的重要
源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使汉语言学的原
初形态和汉语语法的早期特点已经由很难
讲清变得可资精细研讨。”宋镇豪说，“值得
一提的是，甲骨文书体造型与行文走向具有
的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学要素，先声
正源而导流后世书艺。其刀笔、结体、章法
三大要素，显出早熟性的特色，直接或间接
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成为中国书法艺术
的滥觞。”

甲骨文要从书斋走向大众

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
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传承至今，书写出了一部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但甲骨文其实离
我们很近，就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中。”中
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给笔者举了个例子，

“比如我们常见的汉字人、手、口、足等，都是
由甲骨文延续到现在的。”

数据显示，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至
今近120年以来，先后出土约15万片，单字
量约4400个，可识可读可厘定的约2400
个，其中约1400个见于现代汉语字典。

但是认识并释读甲骨文却并非易事。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对破译未释读甲
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
单字奖励10万元，由此可见破译的难度。

据黄德宽介绍，在3000多年的发展过程
中，甲骨文中的一些字被淘汰，如今可见的一
些疑难字需要专家的释读。“但我们所说的真
正把甲骨文认出来包括厘清一个字的字形构
造、读音、用法、含义等，这非常不容易。”

从“一片甲骨惊天下”到如今，近120年
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
成果显著，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集大成
的甲骨著录与文献集成相继问世，甲骨文相
关工具书也越来越完备。尤其是近年来，殷
墟甲骨正得到更为全面精细的整理与研究。

以此次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11家甲
骨收藏单位之一的故宫博物院为例，收藏甲
骨约23000片，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该院对这些院藏甲
骨已经展开了专门的保护与整理研究工
作。“2014年，我们申请到了国家立项，计划
用6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整理研
究，并向社会公布。”

但关强同时强调，申报不是目的，而是
开始，“甲骨文的释读、研究、甲骨文文物的
保护、利用等，任重而道远”。如何让甲骨文
从“书斋走向大众”，更需要在普及上下功
夫。“通过组织名家撰写甲骨文科普读物和
教育读物，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专题展览，图
书馆举办名家讲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对甲
骨文知识进行推广，尤其是在青少年中进行
宣传普及，这样才能更大地激发民众关注甲
骨文的热情，推动甲骨文焕发生机、代有传
人。”关强说。

古老的甲骨文，离我们并不远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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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赏析

这首诗被前人评价为神品，
是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为什么
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首先是气势不凡。你看，明
明是作者眼前的一轮明月照耀着
大漠边关，诗人却说这明月是秦
朝的，这边关是汉朝的，而当年那
经过万里征途来到边关戍守的人
们血洒疆场，至今还没有回去。

这样一下子就把历史的时空拉开
了，带给我们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和空间的辽远感。大家知道，中
国古代的北方边疆，自先秦以来
始终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历朝统治者都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设置边关，征调名将，征发戍
卒，抗击外来侵略，以保卫边疆的
安宁。这两句诗浓缩了这段历
史，浸透着边疆将士的血泪，带给
人们复杂的况味。

其次是诗歌昂扬的时代精
神。诗歌最后两句情调陡然一
扬：如果当年抗击匈奴的飞将军
在，一定不会让胡人的战马度过
阴山而来。诗人注视着塞外边
关，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不禁想
起了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
蒙恬，想起了让匈奴人闻风丧胆
的飞将军李广，想起了奇袭龙城、
七战七捷的卫青，想起了善于长
途奔袭、勇猛剽悍的霍去病。赞
颂名将，表现出边疆将士同仇敌
忾、奋勇杀敌的勇气和决心，也有
呼唤名将、希冀国家安宁的意味，
充满了昂扬的时代精神，体现出
盛唐的气象。 （雨果/文）

从河北省沙河市市区出发，驱
车向西，穿过土黄的山丘，一路抵
达40公里外的太行山深处，一抹

“暗红色”逐渐显露。
这里是沙河市刘石岗乡大坪

村。100多户人家依山而居。红
石板铺成的台阶，红石砖砌成的房
屋，泛出幽幽古香。

细看这里的建筑，其院落样
式多见“四合院”，当地称作“四格
斗房”。房舍墙壁厚约0.5米，与
石块厚度相当，石块间均采用白
石灰勾缝。

87岁的彭志民是土生土长的大
坪村人。他说，村房墙体的用料均
就地取材，为当地自产的赭红色丹
霞岩石块。多数房屋依地势而建，
虽没有地基，但百年来坚固如初。

大坪村四季景色分明，春季
梯田麦苗铺绿，油菜花黄；夏季山

垴绿树成荫，翠鸟啼啭；秋季黍禾
丰收，金玉满坡；冬季虽略显萧
瑟，但若下了雪，则会呈现出银蛇
飞旋之美。

一路上，跟随彭志民慢踱在
村中小巷上。伴着间或出现的狗
吠声，以及拎着农具与我们不断
擦身而过的村民，他讲起了大坪
村的历史。

村子始建于清朝康熙九年
（1670年），时有一个名为彭楼之
人，携妻带子迁居此地，占产置业，
繁衍后代。如今，大坪村除一户人
家为牛姓外，其余均为彭姓。

大坪村地势险要，自古即为兵
家必争之地。上至春秋，下至明清
的一些诸如大仓、小仓、娲皇宫、秦
王湖等古代战争遗留的痕迹，在村
周仍可见到。

村里的石头房屋具有浓郁的

古代战争防御色彩。如巷道与巷
道之间，多处留有石拱门洞，一旦
有敌来袭，村民可随时将洞封死，
以阻进犯之敌。按照地势不同，有
的巷道被抬高，与低处巷道相交处
垒砌落差可达四五米，形成陡峭的
红石高台。如遇敌侵犯，村民可迅
速登台，居高临下进行打击。

红色的大坪村，背后还有一段
红色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
军129师先遣支队在队长张贤约
的率领下，自山西出发，进入河北，
支队总部就设在了大坪村。此后，
大坪村成为军用物资的中转地，也
成为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百团大战
的主战场之一。

“鬼子入侵了村庄，他们实行
‘三光’政策，好多房子被他们一把
火烧毁了！”说到这里，彭志民的眼
角闪着泪光。后来得知，抗战期
间，他在大坪村担任儿童团团长，
他的童年在炮火中度过。

时光荏苒。如今的大坪村宁
静、祥和，不时引来游人参观。夕
阳西下，走得有些乏了的彭志民坐
在石阶上歇息。他黝黑而泛着红
光的脸庞和背后的红砖石墙，似融
为一体。

古时的“睡”字，不作“睡觉”讲。
《说文》释曰：“睡，坐寐。”就是坐着打
瞌睡。“目”从上向下才是“垂”，躺着
就不是“睡”，是闭是关是合了。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既
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
听。”此处的“睡”就是“坐寐”——打
瞌睡。如果理解为秦孝公时时躺下
睡大觉，不仅语法上讲不通，情理上
也说不过去。

《战国策·秦策》说苏秦“读书
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欲睡”的“睡”也是打瞌睡，不然就
讲不通。

“睡”是“坐寐”，那么古代表示
“睡觉”的字又是哪些呢？

《说文》又说：“寐，卧也。”“寝，卧
也。”说明“寐”和“寝”才是“睡觉”的
意思。《诗·卫风·氓》中“夙兴夜寐”至
今仍在使用。《诗·邶风·柏舟》的“耿
耿不寐”，《国语·晋语》的“归寝不寐”
以及我们现在说的“梦寐以求”等都
是这个意思。至于“寝”字，古籍上也

是数不胜数。《论语·公冶长》中的“宰
予昼寝”，《论语·乡党》中的“食不语，
寝不言”，还有《战国策·齐策》里的

“暮寝而思之”。
除此以外，古代指“睡觉”的词还

有“眠”“卧”等等。《后汉书·第五伦
传》记载：“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
夕不眠。”《论衡·订鬼》说：“暮卧则梦
闻。”“眠”字至今还与“睡”字并用，

“卧”字也有“卧铺”“卧室”相袭。
“睡”字从“打盹”转化为“睡觉”，

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到了
唐朝，“睡觉”已开始普遍使用。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有诗为证：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
彻。”白居易《长恨歌》也有“云鬓半偏
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之句。

“睡觉”“睡眠”等词汇的出现，并
没有让“寐”“寝”“眠”“卧”等字消失，
如今的很多词语中还是沿袭了古代
的用法，比如我们现在把睡觉的地方
称作“寝室”“卧室”，有谁听说把它称
作“睡室”的？

古代“睡”字无睡意
●刘绍义

读文解字■■

■■

游客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中参观刻有甲骨文的卜甲。 李嘉南摄

诗词鉴赏

出 塞
●（唐）王昌龄

■■

哲人其萎，风飒木萧。1月6日凌晨，寒流南
侵的冬夜，汉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
101岁。

笔者两年前采访过饶先生，最近正欲联系他
再次采访。去年底，饶先生专程到北京出席“莲莲
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并把10件
作品捐赠给国家。10天前，饶老在港参加了一场
聚会，身体尚可，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然而，如雪片飞过的唁电都告诉我，这位善长
仁翁确实驾鹤西去了。饶宗颐弟子、香港大学前

副校长李焯芬表示，饶公是安详离世的，近期没有
患病，可谓寿终正寝。香港各界人士的悼念活动
随即进行。

1月6日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
在副主任杨健的陪同下赶往饶老家中，代表中联办向
其亲属表达哀悼和怀念之情，望他们节哀珍重。王志
民表示，饶宗颐先生毕生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
止，文化传承不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践行者，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
率。他的学术造诣、艺术成就和国家情怀受到广泛称
赞，他是香港的自豪，也是国家的骄傲。

“饶公，你是香港和世界在学术和艺术界的瑰
宝，我们永远怀念你！”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与饶先生感情深厚，1月6日下午，她代
表特区政府看望饶老家人。

饶先生在亚洲文化、艺术、学术领域拥有很高
声誉，以饶宗颐名字命名的文化馆、学术馆、国学
院，在粤港多达七八个，例如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
馆。1月6日，港大署理校长谭广亨代表师生向饶
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称“饶教授是香港大学大
家庭的灵魂人物”。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说，浸大的饶宗颐
国学院将继续秉承饶公弘扬国学、贯通中西的精
神，致力融合东西方汉学、经学研究优势。

他与钱钟书被称为“南饶北钱”，钱钟书曾称
他是“旷世奇才”；他与季羡林被称为“南饶北季”，

季羡林曾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
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学术界尊他为“整个
亚洲文化的骄傲”。

饶先生是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获得者，
还获多项海内外的重要奖项与殊荣，包括法国法
兰西学院的汉学儒林特赏、俄罗斯国际欧亚科学
院院士、香港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荣誉博士、香港
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西泠印社社长、天一阁名
誉馆长等等。2011年10月，编号为10017的小行
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

饶先生著作等身，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
集》14卷20大册，就逾千万字。上世纪50年代至
70年代，他先后游历了法国、美国、德国等地。此
外，首次辑《全明词》、首次研究敦煌白画……在学
术领域，饶公创造了许多“第一”。

学术界很推崇饶公治学的“奇正论”——“正
以立身，奇以治学”。他解释：立身做人要正，但做
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做学问是文化的大事，是从古人的智慧里学习
东西。”在饶先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精
神富矿。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他90岁时仍壮心不
已。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他呼吁建立“新经
学”，光大“五经”的精髓，重新发现传统经典的价值。

与饶先生近距离接触过的人，会感到他有一种
超凡的单纯和自在。最近几年，饶先生偶尔出席一些
活动，很少见客。两年前采访他时，约到一家潮州馆

子餐叙，他被两个女儿搀扶着，但握手依然很有力。
用餐时，饶清芬女士把挑出刺的石斑鱼夹到父亲盘子
里。她说，父亲这一代人，过去没吃太多高档的东西，
一生养成了粗茶淡饭的习惯。

饶先生去世的当天，无数人在网上表达缅怀，有

香港学者接到来自海内外的多篇唁电，要求转交给
饶先生家人。他的影响在香港、南粤、内地，也在亚
洲乃至世界，正如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所评
价的，饶公博古通今，多年来述作不断，以大智慧启
迪世人，他的逝世是香港人乃至全球华人的悲痛。

一百零一岁的饶宗颐仙逝

正以立身 奇以治学
●连锦添

饶宗颐，字伯濂、固庵，号选堂，1917年8
月生于广东潮安，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80余年。他学养广博而专精，通晓多国语言，精
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
乃至书画音律，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汉学家。

【河北沙河大坪村】

红砖古村藏太行
●史自强

大坪村的红砖房屋。

浩荡光风静相候
●杨雪梅

不知从何时起，学术界就用饶公来称呼饶宗
颐先生。这些年，越来越多像饶公这样高山仰止
的学者飘零而去，哲人已萎，大厦将倾乎？似乎也
没有。看着铺天盖地的文章把他们人生的枝蔓细
细梳理，虽然关注不同，取舍有异，但相同的是，我
们多么庆幸曾经有他们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他们
是纯净的学者，更是真正的智者、无畏的仁者。所
谓见贤思齐以德为邻，他们汪洋无涯的学问足够
我们慢慢汲取，他们这种把学问做到极致、把人生
越活越简单的本事也可以让我们懂得怎样从生命
中获得快乐。

你当然可以说，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王
国维一样，这样的人都是五十年一百年才一遇，完
全不可复制。试问谁能如饶宗颐先生一样在满世
界留下脚印？要考证甲骨文，就出现在日本；想要
研究敦煌学，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可以去印
度。他这个号称“无家可归的游子”，自由地从一个
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还能做出各种开创性的成
绩，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如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平常。

但其实并不仅仅如此。
我的朋友邓聪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史前考古，

他说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或者文物出

土，饶公都会立刻关注到。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
刊物之熟悉，是国内许多考古人所不及的。还有
几个朋友是研究简帛的，他们说，虽然已是耄耋之
年，但对于上博简、清华简等重要的简帛文献，饶
宗颐一直十分关注，还写文章进行阐释。

之前听过美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梅维恒的几次
讲座，他也是研究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的大家，
他说他就是受了饶宗颐研究曲子词的启发。他觉
得不管是甲骨文、梵文，还是敦煌学研究，饶宗颐都
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穷追到底，坚
持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找到原典，追根溯源。

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
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
术之潮流。如果你能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情境，投身
于其中，一定会创获甚巨。这一百年成就了这一批
伟大的学者，下一百年又会成就怎样的学者呢？

饶宗颐在为人修学中也归纳了自己的“三境
界”：“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看夕阳西斜，林隙
照人更绿”“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他说，

“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
越是想探秘。”

此一去，想来应是“有浩荡光风相候”。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才能涵养出
真正的文化自信

我们离经典有多远？2018年的第一天，不少
人走进国家图书馆稽古厅，一睹文津阁《四库全
书》真容。原稿原书原函，离人们只有最后一层专
藏库玻璃门的距离。参观之余，领一页字帖，坐在
展厅里一笔一画地抄写书中内容，文韵也随着人
群流动。文化的书函，在这样一次“观四库、抄经
典”的读者体验活动中被打开。

读者、观众与经典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故
宫打开《千里江山图》卷轴，中国美术馆展示徐悲
鸿的“奔马”与“战马”，国家典籍博物馆将鲁迅生
前收藏的大量中外美术类书刊整理陈列……在不
同场地、以适宜的方式择精品而展，成了打开文化
的一种共同选择。虽然只是吉光片羽，却也让人
们在“拈花”之间，感受到穿越千年、跨越万里的经
典散发出文化的沁人芳香。

藏，是为了存，也是为了传。这个传，不仅是传
诸后世，也是传诸众人。一位学者在美国考察时，
佛利尔美术馆馆长允许他在库房里对感兴趣的玉
器进行测量线绘，并赠送了一些玉璧的原版彩色照
片。这位学者想在书中使用相关素材，致信征询，
馆长表示“很高兴在你的书里用了一些佛利尔收藏
玉器（照片）”。无论是历史文物还是经典文本，最
珍贵的莫过于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倘若不能被更多
人欣赏、研究、传承，也就很难实现“价值外溢”，更谈不上价值增值。

当前，我们的文化视野不断打开，但文物的“开放度”依旧有待提
升。例如，有的场所作为历史遗迹，长期以“保护”的名义被“铁将军”把
门；有的文保建筑，明明是开放的，普通群众却“没资格”进入；有的文
物，被一些单位藏着掖着，生怕失去了研究的“首发权”。“文化遗产有自
己的生命历程、自己的责任……服务于当下和未来，这样才是有尊
严”。就像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越来越大，展出文物越来越多，文创形
式也越来越丰富，才无愧于近600年积淀。可以说，从实物到数字，从
文物修复到展示，开放的文化有着更大辐射力，从“馆舍天地”走向“大
千世界”，才能涵养出真正的文化自信。

面对文明的瑰宝、文化的结晶，人们会有一种与时间对话、与历史
握手的感受。这是一代代人传承、发展着的文化，在最鲜活心灵中的投
射，促人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这样的震撼，很多人
感受得到，却表达不好。现代景观社会，各种“奇观”炫目，目迷五色却
难以静心，思想容易扁平化。这个时候，让现代人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
触、感受这些文明的宝藏，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文化观念、审美趣味，让心
灵和生活都更加丰盈；更有利于涵养时代的文化水位，让时代和社会都
更加丰厚。这又何尝不是美好生活、全面发展所需？

《文心雕龙》有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在古人看来，人可以
用内心感知天地之道、世界万物，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时，便容易产
生文学、艺术，最终积累成文化、文明。但别忘了，对世界的审美感知、
对文化的一次触摸不能空无对象。只有真正推开文化的大门、打开经
典的书函，让更多的人走进去，才能在新时代实现“美美与共”。

用
文
化
滋
养
时
代
的
心
灵

●

李
洪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