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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故宫六百年》祝勇向时间与智慧致敬
封面新闻：您已经出版过多部关于故宫

的书，比如《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寻找
苏东坡》等。这一本《故宫六百年》，跟此前
的故宫系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祝勇：《故宫六百年》是一部综合之书、一
部宏观全景式的作品，讲述到故宫（紫禁城）
六百年的历史，涉及到故宫的方方面面，包括
建筑、事件、人物、文物等，新闻记者讲“五个
W”——何时、何地、何事、何人、何因，这“五个
W”，《故宫六百年》都有。相比之下，我以前的
作品，谈故宫古物，谈隐秘角落，甚至透过故
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讲苏东坡，都是故宫的
某一个侧面。故宫广阔浩大、繁杂无边，一本
书收纳六百年，很难。《故宫里的大怪兽》作者
常怡在《故宫六百年》“云首发”连线时说，写这
样一本书需要勇气，我说，我胆大。

但 光 胆 大
不 行 ，还 要 心
细。首先要解决
结构问题，写故
宫，和建故宫是
一样的，都要先
解决结构问题。
结构想好了，就
成功了一半。然
后，需要细节来
支撑，它才不会
大而无当。我查

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
这座宫殿才不会是空寂的宫殿，而是有人在活
动，也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亲切可感。比如
在《养心垂帘》那一章，我写曾国藩走进紫禁城，
到养心殿见慈禧太后，这是这两个人的第一次
见面，彼此的对话，表面上温文尔雅，波澜不惊，
实际上波谲云诡，充满了试探和角力。

封面新闻：在《故宫六百年》中可以看到
您一直在思考短暂与永恒，建筑与藏品，物
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政治与文化，皇家与
民间。在这些成对的概念中，蕴涵着对立统
一的哲学关系。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您是
怎样的状态？

祝勇：本书的写作，当然不能停留在叙
事的平面上，满足于一个“说书人”的角色，
而是要“拎”起来，有形而上的思考，为读者
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我们对历史的
表达，一定要有自己的历史观，这样文本才有
唯一性。

写作者要有问题意识，有能力提出问
题，然后再解决这些问题，哪怕不能解决这
些问题，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在写
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故宫是什么，应该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系上去写，是写王朝
的故宫，还是写文化的故宫，这“两个故宫”
到底是什么关系，故宫六百年，充斥着善与
恶，如何看待这些善与这些恶，等等。这些
问题想不清楚，整本书都是白写。

雨果写《巴
黎圣母院》，罗
兰·巴特写《埃
菲尔铁塔》，都
成为世界文学
的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的成
功，给祝勇很大
鼓舞，“证明了
写作的可能性，
即：通过文字来
驾驭一座伟大
的建筑是完全
可能的，甚至可
以说，文字不仅
描述了一座建
筑，甚至构成了
一座建筑。”

近年来，作
为故宫博物院
的一名研究者，
作家祝勇沉潜
进故宫的时间
和空间里，他遨
游着，书写着，
或借物咏怀，或
凭卷追思，用自
己的文字表达
故宫的典故与
传奇。关乎故
宫的文字作品，
一本接一本，硕
果累累之势，简
直是在纸上描
绘出一座文学
的 紫 禁 城 。
2020年是故宫
建成 600 年，
祝勇自然不会
沉默。他早早
准备。从2014
年初冬开始写
《故宫六百年》，
前后用了近五
年时间。这一
次，他再次调动
丰厚的知识储
备和扎实的文
学功力，心心念
念的情愫，将个
人对紫禁城的
认知与情感发
挥到极致。

紫禁城够大，六百年太
长。面对这座凝结着时间
和空间的历史之城，走进这
座容纳了无数的人与事的
故宫，人的话语容易显得无
力，乃至失语。祝勇深有感
受并想好对策，“一个人的
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
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
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
来。我不想沉重，我想轻
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
际线上划过的飞鸟。”

写城如同建城。在故宫
工作的祝勇，在书中俨然一
名高级向导。他选择移步换
景的方法，在综述了它的肇
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他
把故宫“分割”成许多空间，
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
伟宫殿。开始于午门，然后，
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
走向另一个空间。当大家跟

随着他的文字，走完了故宫
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
来，读者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
重温。作为对故宫的博大了
如指掌的祝勇，也对自己的
书写保持冷静，“这是一座无
法一言以蔽之的城，这是一
座拒绝总结的城，我们看到
的，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一
个侧影。它不是一句话、一
个颜色、一个形象，甚至不可
能是一本书。”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
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
在对空间的讲述中，离不开
时间的参数。比如祝勇在
介绍了故宫的“斗拱”，“材”
等建筑的科学细节时，提到
紫禁城是整座北京城的模
数，感慨“中国人就是这样，
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
间，进而控制了时间”。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
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
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祝
勇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
静、一尘不染，在天的深处，
必定有神灵住在那里。他想
起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天上人，就是
神，是住在我们旁边、却能主
宰我们命运的邻居。

故宫，是帝国最残酷的
沙场，宫廷中的风轻云淡、举
手投足，都可能带来骨肉相
残、生灵涂炭。祝勇认为，
故宫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了
我们的美与善，也照见了我
们的丑与恶。卑鄙的人从中
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
场技能、后宫争斗情有独钟；
高尚的人从中找到了高尚，
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
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

在故宫，依然可以找得见日
常生活，找得见最朴素的亲
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的
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
看到，人不仅是利己的，更是
利他、利群的。

故宫到底是什么？祝勇
说：“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
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
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
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

‘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
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它的
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
物的和谐，来自真与善的赐
予。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
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
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
衡，就像我们身体里健康细
胞与病变细胞的博弈一样。
这样的博弈中，这座城并没
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
朗和健康。”

一
用文字筑一座城

二
来自时间的孕育

专
访书写故宫形上之思

封面新闻：这本书很厚，但是诗意的语言
段落特别多。比如“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
木头上开出的花”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保
持这么高的诗意频率，是很难的。您是如何
做到的？

祝勇：我对历史的叙述，一直保持着文学
的风格。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考虑诗意的语
言，这可能是我多年写作形成的习惯，就是对语
言的讲究。我不喜欢以白开水似的语言讲述
历史，那其实还停留在业余写作的阶段。语言
是写作的基础材料，一个好文本的打造，语言首
先要过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正像紫
禁城的建造，每一个细节都应当考究一样。

封面新闻：在这本书中，“超文体”的特征
非常明显。您的作品以大散文为主，诗歌穿
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写法，多个因素综合在
一起。写散文写了很多年直到现在，您对“散
文”“非虚构”这些概念，有了怎样的最新体会？

祝勇：其实我也没有受这些文体概念的
束缚，我认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形式
并不重要。丢掉条条框框，才能写得酣畅，写

得自由。
这部《故宫六百年》，延续了我一贯的散

文写法，但它整体上又不像散文，也不像非虚
构或纪实文学，很难归类。故宫本身是一个
复杂而庞大的存在，它本身就是“跨界”的，要
把许多学科打通，否则只能一叶障目。这决
定了这次写作必然是“综合写作”，这个文本
是“综合文本”，丰富而庞杂，这需要一个比较
全面的知识结构，才能游刃有余。

这就像故宫本身一样，它内部的建筑形
式多种多样，宫殿楼阁、水榭山馆一应俱全，
但彼此并不打架，相反形成了一种大和谐。
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和”的力量。故宫三
大殿分别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
至于读者说《故宫六百年》以大散文为

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只是小说
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虚构），是在写作中自然
形成的。它是一支交响乐，是由不同的乐器、
不同的声部联袂完成的，因此才能具有一种
气势磅礴的力量。

封面新闻：您曾经说，在故宫博物院里工
作，“气息跟外面不一样。心非常静。有人说，
故宫有自己的时间。我深有感受。”现在这个
时代很浮躁，节奏很匆忙，或者整个社会又会
遇到疫情这样的大挫折。您在故宫工作，一直
写故宫，拍故宫，对您本人有怎样的滋养作用？

祝勇：安意如还跟我说，在故宫博物院工
作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说，这得之于
故宫的滋养。故宫在数百年间积聚了沉厚的
文化能量，这些能量释放出来，故宫博物院的
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充分汲取到这样
的能量。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
城池，这些美的创造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与
他们相隔数百年，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能够
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聆听他们
的教诲。所以故宫是养气的，我们说修养，修
是主动的修行，养则依赖客观环境。

封面新闻：现在故宫游很热门。通过现
代传媒技术，故宫也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了
解、走近。但是其实要真读懂故宫，还需要读
书和思考。您觉得呢？您有怎样的建议？

祝勇：有朋友问我，故宫这几年为什么这
么热？我想这首先因为故宫是独一无二的，
它是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
宫殿建筑群，也是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故宫
博物院收藏文物超过186万件（套），许多文物
天下独绝，比如李白书法真迹，全世界只有一
张，就是故宫博物院藏《上阳台帖》。它深厚的
历史文化内涵，是故宫魅力的最主要来源。

这些年，故宫博物院通过新媒体，以全新
方式传播故宫文化产生了巨大成效。比如故
宫博物院的数字博物馆（在端门上）、微信“微
故宫”、VR、纪录片、综艺、云直播等，颇受欢
迎，尤受年轻观众的喜爱。《故宫六百年》在快
手举行“云首发”，累计观看人数超1800万
人，同时在线人数超12万人，直播账号涨粉
率超 300%，让我这个长期依赖纸媒的写作
者，体验了新媒体的威力。

当然，真正了解故宫，不能完全依赖新媒
体。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变成只有信息、没有思
想的时代，“没有什么事情，比读书更能体现‘静
水流深’这四个字的含义。”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跨界故宫 以“和”为贵

读懂故宫 静水流深

祝勇在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