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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多年前，穆涛便

开始言必称汉了。文学圈里

也盛传穆涛在潜心阅读汉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

由汉儒发掘的先秦典籍，一篇

都不放过。后来便有《先前的

风气》出版，并获得第六届鲁

迅文学奖。如今他又推出一

部《中国人的大局观》，依然是

写汉史的。有人私下质疑：一

个编散文、写散文的作家，怎

么做起学问来了？而且还做

那么古老的学问？想串行做

史学家吗？

其实，在中国，散文与历

史的关系，差不多和诗歌与音

乐的关系一样久远。现在的

文学教科书介绍关于中国散

文的源头有二：一是先秦历史

散文；一是先秦诸子散文。历

史散文起于宫廷史官记史；诸

子散文则是圣贤之言。而事

实上，起于记史的散文，如果

以《尚书》为发端的话，早在周

初就已出现了。而诸子散文

则集中出现于“百家争鸣”的

春秋时期。历史散文要比诸

子散文早500年之久。但无论

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本义

都不在文，历史散文本义在

“史”，诸子散文本义在“论”。

而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一

般的说法是在曹丕的《典论 ·

论文》之后，人们才从观念上

有了认识，那已经是魏晋以降

的事了。

据此，笔者认为穆涛的

做法不仅不是串行，而且算

是入了中国散文的主脉。从

其提供的文本来看，穆涛所

写是历史散文，却又不仅仅

是历史散文，同时也在试图

萌发当今“圣贤之言”，可谓

一脚踩上了历史散文和诸子

散文两条根脉。

作为作家，穆涛书写历史

与 史 官 记 史 有 着 根 本 的 不

同。如果说史官所记的是历

朝历代家国社稷、王侯将相兴

衰浮沉的历史本身的话，那么

穆涛所写则是历史的气味。

这 种 气 味 是 穆 涛 从 史 书 中

“嗅”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

说，传说中穆涛潜心读史，其

实 是 用 鼻 子 读 的 。 用 鼻 子

“嗅”出来的历史，不可能是正

史，不可能是编年史、国别史，

当然也不是野史。因为无论

正史还是野史，当被书写的时

候都要追求历史的完整性、时

间地点的准确性。“正”“野”之

分应该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

事的区别。历史上以传说和

“演义”为代表的野史，多呈现

为说书体和后来的小说，是以

讲故事的方式存在的。而穆

涛书写的历史是散文而不是

小说，因而也不属于野史。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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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着的、

醒着的、当今时

代的鼻子，所嗅

出的已经消逝的

历史的气味，是

在今人与古人跨

时空交汇中升发

出来的，既是历

史中固有的，又

是被时代激活的

灵慧之气。这种

灵慧之气，既是

穆 涛 本 人 的 敏

感、警觉和聪慧

派生出来的，又

是历史赋予当今

时代所迫切需要

的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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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书写的是历史的气味，是穆涛

从历史中“嗅”出来的那些让他自

己迷恋，又与当下社会文化风气

相投的气味。

譬如，他嗅出中国人把历史

叫“春秋”的特殊气味。这种气味

来自史实，儒家六经的最后一经

就叫《春秋》，就是记史的经典，记

史文体的写法也被称为“春秋笔

法”。而穆涛用他灵敏的嗅觉嗅

出了其中别样的气味，那就是中

国人的史观与自然中的四季轮回

有关，中国人惯于用自然之道去

认识和言说历史兴衰与人文气

象。这便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

“气味”，一种在西方历史中闻不

出的“气味”。

两汉的兴衰史可以写很长，

司马迁、班固都写出了鸿篇巨制，

但穆涛把鼻子伸向的是一系列不

连贯却有意味的细节，并在这些

细节中嗅出各种不同的气味。譬

如，个人性情与历史兴衰之间的

关系、中国人不同的观念与表达

等等。在《中国人的大局观》中，

穆涛闻出了刘邦的任性与一贯的

狡黠给大汉兴衰带来的影响，在

多篇散文中讲到同一个历史细

节：公元前200年刚刚称帝的刘

邦，不顾多方劝阻，在今山西大同

与匈奴冒顿单于展开决战。刘邦

在情况不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

下坚持御驾亲征就已显拥有绝对

权力的任性，而当其兵败被困时，

又以私贿冒顿王后，并在危急关

头巧用王后忌惮冒顿取胜后俘获

众多大汉美女而会使自己失宠的

心理，成功阻止了冒顿的围剿，让

自己有幸逃脱。在这一细节中，

穆涛嗅出了个人性情决定历史兴

衰的道理，得出了一仗输了150

年的结论。这种历史的性情决定

论的气味，还漫溢在吕后与冒顿

单于的互通国书、汉文帝的五个

“罪己诏”等历史细节之上。

二

散发出特殊气味的历史是古

人的，而闻出这种气味的鼻子则

是今人的。历史中古人的气味曾

被穆涛叫做“先前的风气”，而穆

涛的鼻子却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感

官。用今人的鼻子去闻古人的气

味，大概便是穆涛的历史书写

了。由此，他从人文与自然的共

感与同构中嗅出了“中国人的大

局观”，从《食货志》里嗅出了“新

农村建设”，从汉代的纲制中嗅

出了“一国两治（制）”“通货膨

胀”“任职谈话”“职务侵占”，从

文景之治和汉文帝的“罪己诏”

中嗅出了对当今国家治理的重

要启示等等。如此，应该说，历

史是沉睡于典籍中的已经消逝

的古人的风气，而“鼻子”则是活

着的、醒着的、当今时代的感官，

那么用活着的、醒着的、当今时

代的鼻子，所嗅出的已经消逝的

历史的气味，是在今人与古人跨

时空交汇中升发出来的，既是历

史中固有的，又是被时代激活的

灵慧之气。这种灵慧之气，既是

穆涛本人的敏感、警觉和聪慧派

生出来的，又是历史赋予当今时

代所迫切需要的精气。

如果说古今史官、史家、小说

家书写的历史都是站在今人的角

度对过往的追记、重塑和建构的

话，那么，穆涛的历史书写也难逃

被贴上“当代史”的标签。而笔者

感兴趣的是，穆涛用自己的鼻子

“嗅”出来的“当代史”，与史家和

小说家建构出来的“当代史”到底

有什么不同。依笔者管见，历史

书写应有三大类。一类是纯粹史

家的历史书写，其方式和目标在

于最大限度地客观记录和还原历

史的真实；一类是小说家的历史

书写，其方式和目标是以形象而

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去讲述历史中

人的精神和命运。这两种类型在

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都有代表性的

样本，最有代表性的，如书写同一

段历史的《三国志》（晋 ·陈寿）和

《三国演义》（明 ·罗贯中）。而这

两类历史书写在中国又形成了一

种融合与交叉的形态，以至难以

截然分开，那就是史传文学。这

种形态在中国似乎还是主流，从

《尚书》开始，到《左传》，再到司马

迁的《史记》都是以形象生动的人

物和故事去记录和还原历史真实

的，既属历史叙事，又属文学叙

事。而穆涛的历史书写应属第三

类，那就是历史散文。此类历史

书写既不以客观记录和还原历史

真实为目的，也不借助完整的故

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去演义、戏说

历史，而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点，抒

发作者的感怀、趣味和思想。穆

涛这种用鼻子去嗅历史，书写其

气味的做法，是其中很有代表性

的一例。其代表性既不是取决于

他是最早的，开风气之先的，也不

取决于他是写的最好的。此类历

史散文古已有之，在当代也有不

少有影响的作家。笔者以为，穆

涛在此类历史书写中的代表性取

决于以下两点：第一，他是当代历

史散文作家中读史精专的一位。

他十几年深入研读史书，而且专

读汉代史书和所有与汉王朝相关

的历史文献。其精专程度在他的

两部历史散文集中表现得十分

充分。他阅汉之深，几近汉史专

家，这在当今历史散文作家中难

有出其右者；第二，取决于他卓

然的语言天赋和才能。从根本

上讲，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并不

在于它讲述的是历史，还是现

实，而在于它是怎么讲的，在于

它的语言的质量，在于作家的语

言天赋和才能。在这个意义上

说，穆涛历史散文的价值不仅仅

在于他用自己的鼻子“嗅”出了

历史的何种气味，更在于他对这

种气味的语言提纯，在于他用精

准而富有趣味的语言让我们闻

到了他所嗅出的气味，而且与他

一起为之而陶醉。

李敬泽：
《中国人的大局观》从三代说起，

从时间和天象说起，一本书从头说到
尾，就是站在汉学立场，谈中国文明与
文化的天、地、人。所谓大局，说到底
就是这个天地人的格局。三代肇造，
汉代大成，绵延至今，千变万化，但中
华文明的大局仍是那个大局。所以，
一个中国人，立起这个大局观，便是行
于世间的安然坦然。

贾平凹：
这一本书说散文也是散文，说杂

文也是杂文，在我心目中，它是散文的
一种，从我个人来讲，我欣赏这一种。
穆涛的这些文章里面有他的观念，有
他的智慧，同时也有对具体问题的思
考。一般人认为穆涛是个编辑，除了
是一个编辑，同时他也是一个特别优
秀的作家。

丁帆：
以杂文进行思想表达，自现代以

来一直是以鲁迅先生的“匕首与投枪”
式的战法而闻名于世，而沉潜于典籍
背后的间接表达方式是当今少有的文
体，用“穆涛体”冠之亦不为过。

何平：
全书分量最重的是一组《汉书》的

读史笔记，以一系列的主题将《汉书》
中的事件抽离出来，重新排列，加以洞
见阐释。也能理解，除了坚硬的历史
逻辑，也有微妙的细节和旁逸斜出。
一定意义上，大局落实在细节是《中国
人的大局观》的“文章作法”。

鲍鹏山：
写历史，一定是写问题，穆涛这本

书中的文字，不是闲来无事乱读书，然
后涂鸦，而是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中国成了中国；为什么中国能
历经几千年而其命维新；为什么老大
之中国又永是少年之中国；为什么政
治大一统的中国，又能有那么多不同
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朝廷意志那么独
断的古代中国，又有那么多自由的甚
至反叛的文学；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政
治生活有那么多僵化、严厉的教条，而
中国人的自然观又如此生动活泼，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

周燕芬：
穆涛对自然与历史的穿照，对现

实人生的思考，乃至对当下社会问题
的研判，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根基之上。穆涛笔下的历史是一种
“修辞”，也更是一种精神，是作家散文
观念和创作实践背后的一座伟大靠
山。从《美文》提出“大散文”主张，到
自己身体力行多年坚持“跨文体”写
作，穆涛在续接传统文脉的同时，不断
地拓展着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他正
一步步走向自己心中的远大文学愿
景，就是中国现代散文应该有更大的
承担，而且能够担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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