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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法涉獵異國藝術到希臘訪古探幽，王子雲
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國勢孱弱的祖國。一九三七年三
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前夕，學有所
成的王子雲毅然離開巴黎回國，投身於中華民族抗
日戰爭的行列。回到祖國後，他繼續任教於杭州藝
專（即前西湖藝術院）。一九三九年王子雲到達重
慶。這時國民政府中的一些愛國人士，提出保護大
西北民族文化和藝術搖籃的倡議。國民黨元老于右
任於一九三九年去過敦煌，回重慶後對敦煌藝術大
加宣揚，倡議保護和研究敦煌藝術。有鑒於此，
王子雲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利用國立藝專畢
業而無法分配工作的部分學生，組成西北藝術文
物考察團，赴陝、甘
、青等省，以敦煌為
重點，進行文物考察
，為保護西北文物作
好基礎工作，該建議
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
的批准。
一九四○年六月
，西北藝術文物考察
團成立（共十二人）
，王子雲任團長，在
極其艱苦的條件下，
先後對河南、陝西、
甘肅、青海等地的古
代美術遺跡進行考察
研究工作。
一九四一至一九
四四年的四年間，西
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曾
（資料圖片）
到陝西關中、洛陽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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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去模製、拓印石雕，去敦煌千佛洞臨
摹魏唐壁畫，去西寧塔爾寺和甘肅的拉
卜楞寺調查佛教藝術。在西北考察中，
鵬
王子雲一行把重點放在敦煌壁畫上。他
們運用多種技術手段對敦煌莫高窟進行
了較全面的調查，採集了大量的繪畫、
圖片、文字和其他文物資料，寫出了中
國最早的關於敦煌石窟的調查報告和考古論文，為
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
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的貢獻。

保留敦煌壁畫資料
第一，臨摹北朝大型壁畫八幅，其中有長達六
米的《五百強盜很眼圖》（第三百○二窟）、三幅
連環畫《五子飼虎圖》（第四百二十八窟）、長達
八米的《伎樂飛舞圖》（第三百○二窟）等，均為
巨製。此外還有北朝佛故事和單身像兩幅，隋代佛
故事和供養人畫像十四幅，唐代大型經變圖十二幅
，唐代單身菩薩像八幅，魏唐各代藻井圖案三十幅
，五代供養人像和出行圖六幅，宋代五台山圖一幅
，元代佛教故事人物三幅等等。
第二，繪製長卷莫高窟全景寫生圖是一件非常
重要而又技術難度大的工作。該長卷長五點五米，
寬零點二三三米，採用藝術和寫實相結合的手法繪
製。概而觀之，這是一幅優美的莫高窟外貌風景畫
，極具觀賞價值，細而察之，又是一幅莫高窟實位
勘測圖，又具學術史料價值。圖下還標有準確的距
離數據和比例，還可以說是考古工程實測圖，真實
、完整、準確地保留了上世紀四十年代莫高窟山川
地理風貌和歷史形貌，具有很高的歷史考古、文物
保護和藝術觀賞價值。
第三，拍攝莫高窟的窟內部照片。在當時歷史
條件下最方便、最快捷、最準確採集、保存資料的
手段，就是拍攝照片。王子雲等運用這一手段，在
敦煌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為數最多的是莫高窟壁畫
的照片，計有一百二十多張，多為北魏、隋唐時期
壁畫精品。隨着六十多年時光的流逝，這些照片現
今仍是莫高窟歷史的形象記錄史料，其價值是珍貴
的。
第四，撰寫了題為《敦煌莫高窟現存佛窟概況
之調查》的報告，主要內容分四大部分：敦煌莫高
窟之沿革及現狀，佛洞之格式及布置，敦煌藝術之
作風，洞窟之編號及專論，共約四萬字，對當時莫
高窟作出較為詳盡地考證和記述。該文曾刊登於一
九四三年重慶出版的《說文月刊》上。
王子雲作為一代卓有成就的美術研究家，其身
後留有大批珍貴的美術研究著述。當今閱讀他的一
系列著作時，有多少人能體會到其中凝聚着何等的
艱辛！他一生屢遭劫難，九死一生，卻始終保存着
幾十年在大江南北考察美術遺跡時拍攝的圖片資料
；許多雕塑原作慘遭天災人禍，圖片卻保存在王子
雲的著作中。

己笨。
過年除了要洗大量的衣物外，還要洗許多
的蔬菜、雞鴨魚肉。母親的手又得不停地在菜
蔬魚肉之間來回穿梭。這時候母親的手除了紅
腫外，又像變色龍那樣變換顏色。洗藕洗土豆
時，母親的手心指紋都變成了黑褐色；洗魚肉
時又被魚肉的血漬成紅色；有時還不知被什麼
染成黃色。母親手心裡的黑、褐、黃，一直要
到過年好久，才能漸漸消去。
一直覺得做吃是一項巨大繁瑣的工程，母
親卻為做吃忙得不亦樂乎。按老家風俗，過年
要做出一個月的饅頭。有幾天，家裡就天天蒸
饅頭、棗花、花糕等各種繁複的麵食。這麼大
的量，和麵、揉饃，到上籠蒸，沒有足夠的精
力是應付不來的。那幾日，母親天天晚上臨睡
前和上好幾盆發麵，第二天天不亮就開始做準
備。那幾天，母親的手一天到晚沾滿白白的麵
粉，就連前幾日的黑褐黃也看不見了，母親的

麵粉手，換回來好幾筐又白又亮的饅頭。
母親還喜歡過年時炸下許多藕合、丸子、
酥肉、炸魚等。那幾天，母親天天坐在油鍋前
，膝蓋上放着一個盛放各種材料的盆子。母親
左手扶盆，右手拿勺子或筷子，一塊塊、一勺
勺，往油鍋裡丟藕合或丸子。待油鍋裡丟滿時
，母親再趕緊拿筷子把黏連的炸貨撥開、翻個
，待熟透再一個個夾起、瀝油、出鍋。由於長
時間在油鍋上煙燻火燎，母親的手心手背，都
充滿了濃濃的油煙味。
如果說年畫、煙花、炮竹、紅燈籠是年味
漸濃的象徵，那麼，母親凍傷的手、變色的手
、沾滿麵粉的手、含着油煙味的手，無不敘說
着年味的濃郁。年味，在母親變粗變大的指關
節上；在母親蘊含各種顏色的手心裡；在母親
布滿道道裂痕的手背上；在母親散發油煙味的
指尖上。當我看着母親那雙因過年而變得醜陋
的手，我的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難受……

當下內地人出境遊覽觀光已屬家常便飯。許多人於旅遊之餘還專門到當
地的跳蚤市場逛上一遭，淘些舊物回來。
跳蚤市場是居民進行舊貨交易之所，非常方便，但並非國外獨有，過去
的老北京也有類似的跳蚤市場，就是有名的曉市。
曉市，是因為買賣商品、進行交易，都是在拂曉前後進行，太陽露頭，
集市也就散了，故而得名。《京華百二竹枝詞》中就有這樣的描寫： 小市
東西遙對峙，平明買賣鬧如蜂；萬般故物雜真贋，準備收攤九點鐘。
舊時京城的曉市，較為著名的有三處：一處在德外曉市口，一處位於廣
內廣安胡同；還有一處座落在崇外岳王廟。 曉市 其實並不 小 ，以廣
內曉市為例，它縱貫廣安胡同整條街，並且向左右分出枝杈，經司家坑，延
伸到老牆根，直線距離不下數里地。
在這裡做生意的買主有的打着燈籠，有的點着小煤油燈，但都照物不照
人。賣者不吆喝，買者不喧嚷，集市上出售的舊貨，品種繁多、價格便宜。
當年在東曉市街，葱店前街、後街（現稱葱店東街、西街
）以及唐洗伯街（現稱東唐街、西唐街）、章駒胡同等多條胡
同，一個挨一個擺滿了舊物攤點，有舊傢具、舊衣物、舊炊具
、古玩字畫、舊瓷器、自行車及零件、舊手表、座鐘、銅鐵器
擺在這裡來賣，來買東西的人摩肩接踵，交易雙方卻都聲音很
低，沒有喧鬧嘈雜的聲音，有的甚至打手語，買賣雙方把手縮
在袖口裡，互相握手說價錢。
曉市為何如此繁榮呢，是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民國以
後，推翻了滿清政府，一些皇親貴冑，失去了皇室每月供應的
皇糧，有的又沒有一技之長，只好靠賣舊物生活，還有一些破
落的官宦之家的後人，拿家裡的東西出去賣錢，但因為面子關
係，不願拿到大街上公然出售，便偷偷地在天不太亮 曉色稀
微 的時候，拿到偏僻的 小 地方變賣，
這樣就形成了 曉市 。
曉市的好處是天還未明，買賣雙方互相
看不清面目，也有一些來路不明的物品，到
這裡來賣，在暗中交易，不至於犯案；還有
白天有正式工作的人，在這裡可以搞一些第
二職業，不影響上班；到這裡來買東西的人
，有普通市民為了省錢買些舊貨自用，也有些賣舊物的商家，
從這裡買了東西，回去銷售，也有到這裡來 淘寶 的，有時買
到一幅名人字畫或古代名瓷，就可能發點小財；有時買了假貨
，就得賠錢。
或許是因為自發形成無人管理，並且是在夜色中進行交易
，魚龍混雜，多有弊端，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曉市被逐
漸取締了。雖然有關部門曾在宣內東側城根建了一個露天舊貨
市場，營業時間也改在白天，並且設有專人管理，然而，時間
與地點的變更，不合群眾的口味，生意總也大不起來，不久，
便銷聲匿跡了。
此外，舊時宣武門附近也有個舊貨市場，它稱 小市 而
曉市 ，營業時間均在白天，商品多為圖書字畫文房四寶

﹂

﹂

率團考察西北文物

曉市：老北京跳蚤市場
許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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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到國立高級裝飾藝術學校的夜校學習建築裝飾雕
塑，星期天則到私人畫室畫人體速寫，還常攜帶畫
具、乾糧，乘巴黎地鐵跑遍全市去速寫。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的四年中，王子雲
的油畫街景作品和雕塑人體習作，曾先後五次在巴
黎每年舉行的 「
春季沙龍」、 「秋季沙龍」和 「冬
季沙龍」等大型美術展覽會上展出。一九三六年，
王子雲用了一年的時間先後到了英國、比利時、荷
蘭、德國、瑞士、意大利、希臘參觀各類博物館和
各種收藏，使他大開眼界，增長了知識，對他一生
的藝術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別人都沉浸在盼年的
焦渴中時，我對年卻有那麼
一點點抵觸。因為只要一過
年，母親的手就一天天的泡
在水裡，經風一吹，母親的
手上就布滿了一道道凍裂的
口子，時不時有鮮紅的血流出來。
一進臘月門，母親就開始不停地拆，不停
地洗。有幾日，母親天天端着一大盆被套衣物
，去我家前面的池塘。氣溫低的時候，池塘的
水面往往結着一層薄冰，母親需用棒槌敲開薄
冰，在一片冰凌的包圍中，搓洗一盆盆的衣物
被褥。母親的手一入水馬上就變紅了，經過長
時間的濯洗，母親的手指又紅又腫。我是知道
那水冰涼徹骨的滋味的，有一次我用涼水洗臉
，手指即刻凍得失去知覺。然而母親卻兀自洗
着。母親洗完在晾曬的過程中，手指裂了口子
，有時不小心將血抹到了床單上，母親還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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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雲

母親手上的年味

「文革」後，記者採訪沈從文。沈從文一直都微笑着，說自
己那時被安排打掃廁所，是多麼的盡心盡責，連縫道中的污垢都
被他用指甲摳了出來，然後有些得意地說： 「
我打掃的廁所在當
時可是全北京最乾淨的。」
這時，一個剛出道的女記者站了起來，走到沈從文的身邊，
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說： 「沈老，您受苦了。」眼裡隱約
有淚光閃動。剛才還談笑風生的沈從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記者的
胳膊，失聲痛哭了起來，勸也勸不住，就像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
一樣，哭了很久才慢慢緩和下來。在場的很多人都說，從來沒有
見過沈老這麼失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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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他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一九
二○至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從事美術教學和 「
五四」
新美術活動，參加發起 「
阿波羅美術學會」、 「
紅
葉畫會」。王子雲在北京從事美術活動的經濟來源
，是依靠在北京中法大學所屬的孔德學校任美術教
師的薪金收入，每月工資九十元（銀元），數年中
積蓄了三千多元，這也就為他後來自費留學打下了
經濟基礎。
一九三○秋，王子雲到達法國巴黎後，先住
「
家庭宿舍」，補習法語。一九三二年春，他才進
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雕塑系學習。當時他看到巴黎
市區公共場所及重要建築物上有精美的雕塑裝飾，
使他意識到雕塑對於美化社會生活所起到的作用比
其他藝術形式更大。因此，他白天在美校上課，晚

之類，光顧者多為文人墨客或有些身份的人，頗類似琉璃廠但品位遠不及。
魯迅在北京居住十四年，逛的地方次數最多的是琉璃廠，其次就是小市了。
僅在一九一六年正月，據《魯迅日記》所載，他就遊了小市十四次。
《魯迅日記》中不斷出現： 午後之小市 、 往小市，因風無一地攤
，遂歸 、 晚繞小市歸 等詞句。宣武門口一帶的小市叫西小市。魯迅從
琉璃廠走出來，常常懷着濃厚的興趣繞到小市去看看，然後再回到紹興縣館
的寓所。在小市地攤上，魯迅高興地買到了一些古錢、瓷印泥盒、筆筒、水
盂，有一次還買到了《太平廣記》的殘本。
據民國初年與魯迅同在教育部任職又來往較多的錢稻孫回憶： 有時候
從教育部下班後，到宣武門裡小市去看看，是慢慢踱着去的。

受盡委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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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法國

鄉下人喝杯甜酒

一九二八年，沈從文被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聘為講師。
沈從文時年二十六歲，學歷只是小學文化，帶一身泥土氣，但他
以一手靈氣飄逸的散文聞名文壇，當時已頗有名氣。
但是，名氣不是膽氣，在他第一次走上講台的時候，慕名而
來聽課的人很多。面對台下渴盼知識的莘莘學子，這位大作家竟
整整呆了十分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開始講課了，原先準備好要
講授一個課時的內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地十分鐘就講完了，離下
課時間還早呢！但他沒有天南海北地瞎扯硬撐 「
面子」，而是老
老實實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人很多
，我害怕了。」於是，引得全場爆發出一陣善意的笑聲。
坦言失敗，需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和正視自我的勇氣。沈從
文坦然面對第一次上課的失敗，找到失敗的癥結，以後 「不聲不
響地做自己的工作」，終於能揮灑自如講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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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雲（一八九七至一九九
○年），安徽蕭縣人，中國現代
美術運動最早的倡導者和參加者
，現代美術教育和美術考古學派
的先驅。他出生於一個書香之家
，十二歲入縣城小學，十五歲考
入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在小學和師範學習期間，
他特別熱愛美術，受到國畫家朱孝謙和美術教師孫
捷的悉心指導和栽培。

魏詠柏

十分鐘說不出一句話

西遇塵

王子雲和敦煌壁畫

沈從文二三軼事
一九三三年初春，沈從文寫信給在姑蘇
城的女友張兆和，信中婉轉地提出，要兆和
的姐姐允和為他倆的婚事向父母提親，並請
求事成之後早日通知他。
張兆和的父母很快同意了這門婚事，接下來便是向沈從文發
電報報喜了。張允和想到自己名字中的 「允」就含有同意的意思
，於是就起草了這樣一則電文： 「山東青島大學沈從文允」。其
中的 「允」是一字兩用，既表示婚事「允」了，又署了發報人的名
字。有意思的是，張兆和對這份 「半個字」的電報很不放心，生
怕沈從文看不懂，便又悄悄來到電報局，遞上一紙電文： 「鄉下
人喝杯甜酒兆」。報務員卻以為這是張秘密電報，堅決不受理。
張兆和漲紅了臉，再三解釋說是喜事電報，報務員才勉強收下。
這份意味深長的 「蜜」電，後來在沈從文和張兆和的心中，
成為天長地久的甜蜜回憶。

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

許定銘

郭敬明身高與春晚

去年年尾，郭敬明自曝過機
場安檢時被安檢工作人員誤認為
「小朋友」。對此，他選擇了息
事寧人的態度。微博發出後，引
發網友熱議，其中有稱郭敬明息
事寧人是對的，不然被發現是成
年男性安檢會叫郭敬明走殘疾通道。此言論引起了
郭敬明的不滿，回覆說： 「我個子不高，但不至於
殘疾。這是我爹娘給的，我不抱怨，他們給了我太
多，連命都是。就算殘疾你也沒資格嘲笑。這個世
界有很多盲人聾啞人殘障者，你身體健康，應該去
做更有意義的事而不是嘲笑別人的缺陷。你不是世
上最高的人」。而最近在網上流行的 「
漢語四六級
考試」其中有一段聽力錄音就有如下內容：小明要
不要去打籃球？不，我還要在家寫小說。問題，請
問小明的身高是多少？也是在暗諷郭敬明的身高。
嘲笑別人的生理缺陷，一直是我們一些人樂此
不疲的遊戲。就說個子矮吧，不僅在招工、招幹、
擇偶時被另眼相看，還常被人稱為 「
三級殘廢」，
給他們心靈帶來創傷。當然，如果有自嘲精神，心
理超級堅強，那又另當別論，譬如演員潘長江，他
在多次春晚上被以身高當話題，但給他設計的台詞
很漂亮： 「
雷鋒同志個不大，可他的精神傳天下；
董存瑞個不高，關鍵時候能舉炸藥包」，而 「
濃縮
的都是精華」更是理直氣壯，且流行一時。但他畢
竟是在演節目，背台詞，現實生活中估計沒有幾個
身材矮小者擁有他這樣油鹽不進的強大心理素質。
說到這裡，我想起馬上就要到來的春晚，幾乎
每年春晚的小品節目裡都或多或少有外貌歧視的台
詞，編導演員還自以為得意，當成重要 「笑點」，
其實俗不可耐。譬如，在節目中嘲笑李詠的臉長，
朱軍的臉黑，潘長江的個矮，葛優的禿頂，畢福劍的眼小，趙本
山的瓢把子臉，已被用過多次。在一個節目裡，馮鞏很俏皮地說
： 「我就愛跟潘長江比身高，跟陳佩斯比髮型，跟帕瓦羅蒂比劈
叉。」這一下子就貶損了三個人的外貌。在《找保姆》節目裡，
則一上來先拿李詠開涮： 「『驢臉』的稱呼是隨便能給你的啊，
那個稱呼永遠屬於主持人李詠，那個長度，非 『長』6＋1 啊！
」。這樣的幽默，就是畸形的、低俗的、格調不高的。如果在國
外，可能會引發異議，甚至被起訴。趙本山當年在美國演出二人
轉時，因演員扮相滑稽醜陋，諷刺殘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
，從而遭到一些美國觀眾及輿論的猛烈批評。普遍認為趙本山小
品中的包袱和笑料，無不來自於對病殘人群的嘲諷和挖苦，把自
己創造的歡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
今年春晚，哈文導演決心要大力改革，推陳出新，效果如何
，要看完才能評價。作為一個普通觀眾，我對她有一個請求，往
年小品裡那些帶有身體或外貌歧視的段子，不論 「笑果」多好，
都請忍痛割愛，力求辦一個乾淨的、清新的、精彩的、歡快的晚
會。春晚，既是個藝術薈萃的神聖殿堂，也應是個宣揚真善美的
道德高地。因而不要忘了，央視春晚需要歡歌笑語，也需要格調
不俗；需要取悅觀眾，也需要引領風尚。
尊重每個人的尊嚴，既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是人權
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

傅樂成，字力更，號秀實，著名史學家，山東聊城人，出生書
香門第，幼讀私塾。學生時期，傅樂成曾積極參加 一二．九 運
動，被捕，經伯父傅斯年保釋出獄。
在大學，傅樂成主要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學史，受業於蔣
夢麟、吳宓等一大批著名學者。他酷愛桐城派文章，朝夕誦習諸子
百家，深受古文經學的薰陶，史料考據學派的訓練，為後來的文史
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傅樂成治學嚴謹，研究文史重材料，尚嚴謹，
為人有晉朝宗愨之風。而立之年，傅樂成以其扎實
的功底，在台灣文史學界嶄露頭角。他對文史研究
頗有建樹，撰寫了《中國通史》。日本史學界評價
他 為一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中國通史》這部
著作，用語體文寫成，通俗易懂，採錄圖片頗豐，
史事敘述簡略，史政論說充分，人事勾連，條理清
晰，環環相扣，影響很大。
傅樂成一生著述較多，皆為史學論著。有影響
的還有《秦漢史論文集》、《隋唐五代史》等著作
。在歷史研究中，他首次提出
唐宋變革 歷史分期，並說：
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 變 ，
研究歷史就是就是要明瞭它的變
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說明
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即
在於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
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
性。 從這個角度而言，變革就是中國歷史的分期
。這種歷史分期，是史學界的創新，也是傅樂成的
貢獻。
傅樂成研究歷史，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十分重
視歷史資料的搜集。因此，他的史學論著有的被譯
成英、日、朝等文字，是台灣、香港、韓國以及東
南亞各國高等學府學習中國史的必讀之書。
傅樂成年輕時， 異常放蕩怠惰 。據說，他
跟殷海光在宿舍聊天，所愛慕的漂亮姑娘也在場。
姑娘被殷海光的口才吸引，等殷海光走後，姑娘說： 假如你有殷
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 傅樂成受不了這樣的刺激，
決心刻苦學習，努力進取，做一番成績，最終在史學研究上成為巨
擘。
傅樂成終身未娶，一九八四年病逝於台灣大學醫院。他留下遺
囑，待兩岸統一後，將其骨灰與先父一起歸葬原籍。

沙牧紀念集

沙 牧 （ 一 九 二 八 ││ 一 九 八 六 ） 是 極 少 人 提
及的台灣詩人，他的好友洛夫在《死不透的歌》
序中說：沙牧終其一生都是一個虛無的人。前半
生羈身軍旅，在大時代的悲劇中扮演一個微不足
道的小角色。後半生，過着靠人接濟的社會邊緣
人的生活。
短短的幾句話，說盡了沙牧的一生。這位自比劉伶與阮籍的詩
人，是一九八六年二月遇車禍遭不幸的，超過四分一世紀以來，紀
念的文章不多。他曾出過詩集《永恆的腳印》（台北海島文藝社，
一九五三）和《雪地》（台北詩散文木刻社，一九六三），友朋為
他編的紀念集《死不透的歌》（台北爾雅，一九八六）已出版二十
多年，我至今才得初見。
《死不透的歌》近三百頁，由辛鬱和張默整理及編輯，洛夫和
瘂弦寫序，是沙牧詩作的選集，書順序分：《死不透的歌》、《雪
地》和《永恆的腳印》三輯，共收詩作六十多首，是沙牧的精選集
。後兩輯選自之前出版的詩集，第一輯則是初次結集。洛夫認為發
表於一九六六年的《死不透的歌》 既富前衛精神，而語言又多創
意 ，是沙牧的代表作，故用作書名。
除了詩選，本書還有沙牧的年表，好友辛鬱、張默、向明、沙
穗和連水淼等的紀念文章，是資料詳盡的紀念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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