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敏希望，人们在看完这本
书后，可以从各种各样艺术作品
对抑郁症的描述中，更深刻地了
解抑郁症，而不将这种疾病归咎
于某个患者的“玻璃心”，说他
“没能力”，因为这是“从古至今，
人们一直在经历的悲伤和绝望
的历史”。

“

书吧

唐纳德·卡根是耶鲁大学最高学术职级史特林讲
席荣休教授。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是“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阿
奇达慕斯战争》《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雅典
帝国的覆亡》）。本书为第二卷。其他三卷已出版，至
此，中文版四卷本全部出齐。

四卷本堪称一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
战略、外交注疏”，因为它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外
交与战略问题几乎逐一进行了分析。

本书是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十年的史述，承上
启下，按照时间顺序写作，详尽展示了在这场冲突的
每一个阶段中作战双方所拥有的选择。此外，作者还
聚焦于雅典与斯巴达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
的发展，以此评估双方所使用的战略，并重新审视了
几个关键人物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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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与苗族是什么关系？在百年前的关帝庙看戏是
什么体验？鸟居龙藏是近代东亚人类学、考古学的开
拓者，其足迹曾踏遍大半个东亚地区。本书是他百余
年前的西南中国行纪，记述了他一路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想，并收录了他拍摄的一些影像资料，展现了那
个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风貌，弥足珍贵。

鸟居龙藏在一生的研究生涯中，除日本本岛外，
还涉足中国西南、千岛群岛、库页岛、西伯利亚等东亚
地域，著述极为丰富，曾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
大学）人类学研究室教授，后脱离大学成为独立研究
者，晚年曾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系中国人类学发展
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 （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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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作家默音的小说《甲马》出版后好评如
潮，本书是其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

小说从十多年前就开始构思，有明暗两条线。小说
真正的核心人物———女主人公，一出场就已死亡。放在
明面上的另一个女主人公，患有失语症的咖啡馆点心
师，她是死者的好友，也是案件的第一发现者。案件发
生后，与死者密切相关的人们对于凶手各有推测。在警
察的调查中，在日常对死者的回忆中，这些人的过往也
悉数展开。书中有六名男女，生于上世纪 70到 80年
代，这场谋杀案揭开了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故事
发生在 2016年，从中可以看到微信时代、公共网络
以及碎片传播对人和事件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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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膺 201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也
是同年度布克奖入围作品。

小说的主线是一条被誉为犬类中的阿波罗的巨
型犬———大丹犬与主人公相知相伴的故事，讲述了失
去与重生的互化。女主人公的导师（也是情人）自杀身
亡，留下三位心术各异的夫人，还有一个无言的哀悼
者———大丹犬阿波罗。大丹犬对于再见到它的主人已
经不再抱任何希望。它不自杀，不哭泣，但是各种迹象
表明它可能甚至真的会崩溃。

小说多条支线并进，涉及战争创伤、性别歧视、婚
姻伦理、“Me Too”运动等当下诸多热点问题，充满了
当代知识女性对自身生存环境和女权问题的探索、拷
问与自省。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经历的悲伤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抑郁症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边缘
词汇，但是人们往往通过有抑郁行为的表征
或者心理评测以及生物指标来对其加以理
解，很少有人从历史发展、哲学角度切入看
待“抑郁症”。《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
历史》一书，从古希腊人对抑郁症的认识说
起，将文学家与哲学家作品以及话语中提到
的抑郁症娓娓道来。
《从犯愁到解愁———忧郁症的历史》一

书的序言中记述了文坛泰斗塞缪尔·约翰逊
与抑郁症抗争的故事。

这位著名的启蒙运动泰斗不仅编纂了
大型英语词典，还非常拥护“理性”，但就是
这样一位伟人，在他朋友詹姆斯·鲍斯威尔
眼中却是位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在鲍斯威尔
所著的《约翰逊博士传》的描述中，抑郁症几
乎将约翰逊击垮，使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之
中，境况悲惨。

约翰逊的故事引领读者进入了抑郁症
历史长河的大门，从这里开始，作者带领读
者从社会学、文学、艺术和医学角度去看看
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

跨领域看抑郁症

约翰逊与病魔作斗争的故事成功地吸
引了此书译者崔敏的目光。崔敏毕业于中国
科学院大学外语系，目前在一家国际组织担
任翻译。“约翰逊是一代大文豪，成就那么
多，却还是饱受身心疾病的困扰。他是个完
美主义者，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却又因
为没法做到而特别焦虑，像极了每天发誓下
班之后回来要学习、但一到家就瘫在沙发上
刷手机、临睡前又觉得什么都没做的我们。
他有拖延症，总是下决心要 8 点起床，但从
来没能实现；他也非常害怕自己因为得了抑
郁症而被别人嘲笑，一气之下就和泄露病案
的医生绝交了。”崔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说道。

约翰逊有着不凡的成就，但他同时也是
一个真实、可爱、接地气的人，也为治病而暴
走，去想尽一切办法抗击病魔。抑郁症其实
和名气没有什么关系，它不是天才的特权，
只不过有时正好发生在天才身上。普通人也
一样会得抑郁症，也同样应该堂堂正正地接
受关怀和治疗，而不是被病耻感折磨，导致
病情恶化。“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和这本书
希望传达的一点信息。”崔敏说。

讲罢约翰逊，此书的正文从一位古希腊
英雄伊阿宋开始。伊阿宋的船在利比亚海岸
搁浅了，女神们前来帮忙，但是伊阿宋却显
得不知所措。在描写这一情景的《阿尔戈英
雄纪》中，女神们用温和的话对伊阿宋说：
“不幸的人啊，困境怎么让你们受到了这么
严重的打击。”

有意思的是，这段描述引发了后人对伊
阿宋是否患有抑郁症的争论，有人认为一个
虚构人物的经历怎么能等同于现代的抑郁

症，有人却认为可以，还有人在思考抑郁症
到底是生来就写入人类的基因，还是受文化
的影响而形成的。而这一观点不仅在文学中
有所体现，在艺术、社会学、医学甚至营养学
等领域也都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例如，18 世纪末的哥特式文学和抑郁
症之间是有联系的，墓园派诗歌就是从抑郁
症中汲取了灵感；从莎士比亚创作的经典人
物形象哈姆雷特的抑郁性格里，我们能看到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费奇诺、盖伦等人物，
以及占星术、体液学说、人文主义、炼金术等
各种理念的影子；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喝太
多深色的烈酒、吃大量陈年的奶酪将使黑胆
汁（忧郁体液）分泌过多，引发抑郁症；在现
代世界，标准化的抑郁诊疗手段推广，制药
业资本巨头参与抑郁症的概念建构，新型抑
郁症被定义，全球抑郁症患者激增。

翻译的“一仆两主”

此书涉及的领域繁杂，相当考验崔敏的
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的知识水平。“在内容
层面上，虽然这本书并非心理学或是医学书
籍，而是一部抑郁症的文化史，但是其中还
是涉及到了各个流派的一些主要专业术语、
疾病名称和最重要的概念，我自己并没有多
少心理学背景，所以需要格外确保专业性。
书里提到了很多文学典故、神话故事，在介
绍古代历史的时候还引用了过去的文学作
品，涉及到古英语句式，甚至还包括一些诗
歌，理解起来需要费一番工夫。”崔敏说。于
是，她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医学词典，
查找书中提到的人物生平、作品介绍和中英

文的概念解释，以及心理学相关的资料。
“这本书在前半部分介绍古代历史时引

用了很多作品，需要查找确定有没有中译
本。如果有的话，还要去定位对应的段落。”
崔敏说，因为中文有时候是节译本，而且因
为疫情期间不方便去图书馆，所以有时对照
英文找中文的效率不高，甚至忙活一通却发
现那一段在中译本里压根没有被翻译，就只
能一切重来。

更让崔敏感觉吃力的是，原文风格十
分学术化，很多背景知识没有介绍，而且用
词讲究，句式长且绕，有时候一句话就写了
七八行，既考验阅读能力，也给翻译造成了
困难。为了厘清每一句、每一段和每一章节
之间的逻辑关系，崔敏先根据目录和各章
节小标题对全书进行了整体把握，然后集
中精力在安静的环境下通读各个章节。遇
到比较困难的部分，崔敏会反复阅读，实在
不懂就先跳过，最终将前后逻辑理顺之后，
才动手翻译。
“杨绛先生说过，翻译可谓一仆二主，同

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
读者。”崔敏说。既要照顾作者，又要顾及读
者，崔敏时常提醒自己不能翻译出“英式中
文”，即看到汉语就能大概推断出英语句式
的译文，这样的译文一方面降低阅读欲望，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让人看不懂。“所以我
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尽量能让译文好读好
懂，避免出现英文句式，也就是我们学翻译
的时候讲过的‘得意忘形’，理解原文的意
思，但不照搬原文的形态。经过和编辑老师
的沟通，也曾经有过返工，我最终把原文又
长又绕的句子切碎，除了引用的文学作品之

外，正文部分主要作了比较通俗的表达，方
便理解。”

对于书中作者没有交代清楚的事情，崔
敏也会在查阅资料之后添加注释，尽量给读
者解释清楚。比如书中第 80页提到一个作
家自杀，留下了遗书，遗书中提到了若干人
名。如果不对此进行任何解释，就无法理解
原文的逻辑。于是崔敏添加了脚注，帮助读
者理解自己在阅读原文时所遇到的困惑。

至于书中提到的大量诗歌，也令崔敏十
分头疼。“我没有特别深厚的文学功底，也
没有专门的文学训练，遵循的原则还是先
找到原诗，通过上下文更好地理解书中选
段的含义。如果原诗有押韵的话，我会在译
文里也尽量押韵，自己反复默读，感受一下
节奏是否顺畅。比如序言第 13 页约翰逊的
诗歌，我就尽量押上了束 / 路、采 /怠、痛 /
种等韵脚。”她说。

读书是探索的过程

翻译过程令崔敏难忘，该书的内容也令
她受益匪浅，她将这本书形容为一部“非常
别致的抑郁症的文化史”。“我不打算重点推
荐某一个章节，这本书也并不能说是提供了
什么解决方案。读者可以把它看作是通往更
深层次抑郁症的大门。推开这扇门，它会带
领读者走过历史长河，看看沿路笼罩着阴郁
氛围的景色。”崔敏打了个比方，读者在一路
上会遇到很多岔路口，是散落在书里各章的
一些线索：比如这种病最初为什么叫
melancholy；坏脾气为什么是坏“脾”气；星座
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有的时代抑
郁症是男人的病，而后来却被认为是女性更
容易得的病；不同时代的人们怎样认识抑郁
症，这种认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怎样的关
系；患者的幻觉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有什么变
化；以往有哪些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法……顺
着一条感兴趣的小路走下去，再选择阅读一
些书里的参考书目继续探索，“我觉得读者
会发现一个神奇的新世界，就像我在查资料
时有许多惊奇的发现一样”。

近几年，抑郁症备受关注，但同时依然
被人误解，有人觉得这就是“精神病”，也有
人单纯觉得患者就是爱矫情、钻牛角尖，还
会不屑一顾地对他们说，“不就这么点事吗？
有什么想不开的”。这种对患者的污名化往
往会加重病情，使他们更加不敢向外界寻求
帮助。

崔敏希望，人们在看完这本书后，可以
从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对抑郁症的描述中，
更深刻地了解抑郁症，绝不应该将这种疾病
归咎于某个患者的“玻璃心”，说他“没能
力”，因为这是“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经历
的悲伤和绝望的历史”。“我们应该多包容、
多理解，帮助患者走出阴霾，拨云见日。这
样，患有此病的人就能够真正‘从犯愁到解
愁’了。”

《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
历史》，[美] 克拉克·劳勒著，崔敏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 11月
出版，定价：59元

12月 8日，故宫迎来了 600岁生日。大明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朱棣在北京皇宫奉天
殿（今太和殿）暨殿前广场举行盛典，宣告北京
宫殿“今已告成”。这一天的公历正是 1420年
12月 8日，到 2020年 12月 8日整整六百年。

600年，72万平方米，9000 余间房屋，24
位皇帝……故宫里有太多可以言说的故事。与
故宫相关的图书在今年也迎来一波出版高潮。
“自 1949年之后去了一千多次故宫”，86

岁高龄的历史学家阎崇年为读者带来他的新
著《故宫六百年》。早在 2012年，阎崇年就在
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大故宫》，撰写了三卷
本同名图书，向大众介绍故宫文化。
说到两本书的区别，阎崇年说《大故宫》

主要以建筑为线索，从横向来讲故宫；而《故
宫六百年》则是纵向的，以时间为序，从永乐
建都一直讲到今天，从故宫的营建、兴起、灾
难、再兴起到故宫博物院，再到新中国成立至
今的故宫博物院。
阎崇年将故宫历史中的帝后、臣子、妃嫔

等梳理成一个个人物小传，兼讲故宫的建筑、
珍宝，共 100 章节，独立成篇，让读者从各个
角度见证故宫走过的 600年。
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不能戏说，只能

正说。言必有据，是阎崇年对自己的要求。他
说为了考察，自己拿皮尺实测坤宁宫三口煮
肉的大锅直径多大、多深。雍正由乾清宫搬
到养心殿后，雍正从出家门到办公室的门距
离是多少，他也带着尺子去测量。
“《故宫六百年》里选了大约有一千个故

事，每一个故事都有根据，都有记载，没有一
个是我编的。”阎崇年说，“一本书没有故事
光有道理，不好看；光有故事没有道理，不深
刻。《故宫六百年》我讲了很多故事，但基本
上每一讲最后都抽出一些带有经验性的、总
结性的、规律性的道理。”

文学家祝勇，如今是故宫博物院文化传
播研究所所长，今年也出版了一本同名书《故
宫六百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十年里，他先
后写了《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和《故宫的古物之美》（一、二、三册）。
与阎崇年舍弃了空间线索以时间为序不

同，祝勇则是通过午门、太和殿、神武门等建
筑空间来展现故宫 10个甲子的过往云烟。
“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我

在书中把故宫分割成若干建筑空间，并为它
们选取一个代表性的时间片段，衔接成一幅
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我从午门这一故宫的
正门开始讲起，写朱棣时代宫殿的营造，随着
空间与时间的推移，写到神武门时，讲的是溥
仪 1924年从这里离开，由此形成了历史的闭
环。读者阅读也跟随着从午门进，从神武门
出，和现在的参观路线相同。”祝勇说。

大众熟知的多是故宫里帝王将相、后宫
嫔妃的故事。在《故宫六百年》中，祝勇着墨颇
多的是故宫里更广大的芸芸众生：从太医、工
匠，到太监、宫女，这些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
人，也被作者视为构成紫禁城 600年丰富历
史的重要部分。祝勇说：“从为保护太子而献
出生命的太监张敏，到以杨金英为首谋害嘉
靖皇帝的十几名宫女，这些卑微的小人物，甚
至影响到历史的走向。”

近些年故宫成为“网红”，充满着青春和
活力，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自诩为“故

宫看门人”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这位
“第一个走遍故宫 9371间古建筑房屋”的“布
鞋院长”在 2020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也出版
了《我是故宫“看门人”》一书。

这本书内容涉及故宫的文化传承、文物
保护、文化传播与交流等各个方面。谈及“如
何定义好的博物馆”，单霁翔说：“在我看来，
定义一个好的博物馆不是建一个高大的馆
舍。一定要深入挖掘其文化资源，举办好的
展览、活动，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博物馆对
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意义。人们休闲的时候愿
意走进博物馆，走进去就流连忘返、久久不愿
离去，回去以后还念念不忘、一来再来的博物
馆，才是一个好的博物馆。”

单霁翔曾庄严承诺———“要把一个壮美
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年”，在这本
书中可以看到他的理念和措施，因此这本书
更多呈现的是管理者眼中的故宫。

除了今年出版的图书，要了解故宫还有两
个人的书值得一读。其一是被称为“故宫的活
字典”的著名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朱家溍
（1914—2003）。他的父亲朱文钧是民国时期著
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朱家溍在抗日战争时
期就被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恒借来做书画

整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就正式成了故
宫的工作人员。《故宫退食录》是朱家溍的代表
作，荟萃了他的学术精华。“退食”一词来自《诗
经》，意思是从公家退朝回家休息。朱家溍到了
退休年龄，但他在故宫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
以他自称是退食。《故宫退食录》一共两卷，七
十多万字，分 12组，收录了 116篇文章。题材
从介绍故宫和文物、评述清史和清宫礼俗到讲
解园林、京戏、方言、饮食，以及个人经历、人物
评传等，广为涉及。其中的文物鉴定和清宫历
史类文章，都具有相当学术分量。

另外值得一读的是日本媒体人野岛刚的
《两个故宫的离合》和《故宫物语》。这两本书关
注了“北京和台北两座故宫”，比如他在《故宫
物语》中有一章节“访昔人”，是他作为记者对
故宫相关人物的对谈访问，野岛刚访问了四位
历任台北故宫的院长、一位北京故宫院长、一
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还
有那些曾经跟着故宫文物一起颠沛流离的“老
故宫”们，以及众多历史学者，追溯了两个故宫
诞生、发展、分离的历史。《两个故宫的离合》和
《故宫物语》在中国的销量和口碑都不错，野岛
刚认为他以第三者的立场，带给了读者新鲜的
感受。 （本报记者李芸综合整理）

祝勇版《故宫六百年》

《故宫物语》《我是故宫“看门人”》阎崇年版《故宫六百年》

书写一座“城”

《故宫退食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