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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在中
国版画事业上的开
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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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鲁迅的艺术世界

鲁迅被中国版画界尊为
“新兴木刻之
父”。从 1929 年起，他利用自己的藏品编
印了一系列有关版画的出版物，
这些书集
中了当时欧亚版画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涉及木刻、石版画等多个门类，
形式丰富，
风格多元，
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
值，也体现出鲁迅本人卓绝的趣味，如陈
丹青所说，
“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
验艺术，
几乎是同步的。”他编印的这些画
册滋养了国内一大批艺术工作者，
影响至
今。为了纪念鲁迅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北
京鲁迅博物馆编辑了《鲁迅编印版画全
集》，
今年 4 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从选题立项到印制成书，
这套书历经
了五年的时光。市面上以鲁迅编印版画
为主题的作品集已有数种，
为何还要耗时
耗力出版这样一套书呢？原因主要有两
个。其一，是还原鲁迅原初的编印思路，
借助收编的画册品种来厘清
“鲁迅编印版
《亚瑟王之死》
（鲁迅编印《比亚兹莱画选》
）
画”的概念范畴。以往各种鲁迅编印画集
所收的作品较为零散，
并没有
“全集”的说
兼顾画集的收藏性与可读性。以往的鲁
法。其实鲁迅编印和参与编辑的美术作
迅编印画集多为小印量、高定价的收藏
品多达十几种，
此次出版的画集若收录他
类书籍，定价动辄达数千元，令爱书者望
出过和编成未出的所有版画集，
将会是一
而却步。而这一部《鲁迅编印版画全集》
份珍贵的资料汇编，
有益于读者深入了解
以雅致平装本的形式出版，我们希望它
这批对中国原创版画意义非凡的作品。
能走进大众视野，使普通读者亦得以亲
编者认为，鲁迅编印的作品集中可称为
近鲁迅丰富的艺术世界。
“版画”的，
是拥有创作主体意识的版画家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十二册书厚薄
“放刀直干”的艺术版画，包括德、英、苏、
不一，第一册囊括了鲁迅以朝花社名义
中等国的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而他与郑振
编印的五本画册，第二册将德国版画家
铎合编的《北平笺谱》
《十竹斋笺谱》是实
梅菲尔德和凯绥·珂勒惠支的三本画册
用性的传统木刻作品集，
不在艺术版画之
合在一处，余下十册则为单行的作品集，
列。明确这个范畴后，
我们框定了这套书
其中最厚的《苏联版画集》近三百页，最
薄的《木刻纪程》仅六十余页。从图画的
所收的十四种画集（计十二册）。其二，
是

捷克文学·
《女观众》之《临时代演》 介于快乐和悲伤边缘的幽默

▌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颠簸在路上
西姆萨克与
两个被狗牵拉着
朝前走的疯子擦
肩而过，随后又被
一位男子挡住了
去路：大衣敞开，醉醺醺的脸上满是幸福
的傻笑。那人向他张开双臂，
还没等西姆
萨克开口呵斥
“又这么晚回来”，
年轻人就
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一把抱住他，满嘴酒气
扑面而来，他贴在西姆萨克耳边激动地
说：
“爸爸，你这个傻瓜！多美啊！”
儿子说这话时语调很特别，隐约透出
感激，仿佛西姆萨克对他的那个美也有所
贡献似的。于是父亲不忍心再责骂眼前的
醉汉，
不想败坏他的兴致，
只是挣脱开儿子
的怀抱，
说：
“赶紧回家吧，
好好睡一觉。
”
人行道旁，一辆伏尔加轿车停在那
里，车灯亮着。西姆萨克伸手去拉前车门
的把手，然而司机示意他坐到后面。
“早上
好，让您久等了。
”演员西姆萨克费劲地坐
进汽车。司机含混不清地嘟囔了句什么，
算是答复。然后，车子启动了。
车后座上不止西姆萨克一个人，在黑
暗中，他认出是维诺赫拉德剧场的矮胖子
演员马德尔纳。西姆萨克伸出右手，
想和
他打招呼，却发现马德尔纳睡着了。
“天气转冷了，对吧？”西姆萨克压低
嗓音朝前面说。司机似乎点了下头，
但也
可能是路面颠簸造成的，实在算不上对他
的回应。
汽车行驶在空落落的大街上，颠簸不
停，如同一艘轮船在波浪里摇摆前行，这

让西姆萨克饥肠辘辘的胃很不舒服。
“路上我们停下来喝杯咖啡，
可以
吗？
”他再次尝试和司机搭话。
司机瞥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间，
说：
“ 恐怕不行。”西姆萨克对这种做
派已经司空见惯，电影制片厂开伏尔
加车的司机们对跑龙套的以及二流
演员们，就是这副嘴脸。假如西姆萨
克是一位明星，司机一定会荣幸之至
地请他在副驾驶位上落座，并殷勤地
寒暄，半途停下车陪他喝一杯咖啡，
可惜瓦茨拉夫·西姆萨克只是个二流
演员。
车子在那条黑漆漆的公路上行
驶，已经将布拉格远远地抛在身后。
突然，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响起，
西姆萨
克的头猛地磕到前面。睡得正酣的马
德尔纳也被甩起来，脑袋撞上了车顶
棚，发出沉闷的声响。司机把手伸向
右侧，摇下车窗玻璃，冲着黑暗怒骂
道：
“你不会刹车呀，
白痴！”
那位头戴帽子，把耳朵遮得严严
实实的男子依然自顾自地蹬着自行
车，没有反应，貌似脸上还带着笑。
“您一定撞疼了吧！”西姆萨克对
马德尔纳说，却惊愕地发现这位矮胖
的同事并没有醒来，依然在酣睡。伏
尔加车重新加速驶出去，冰冷的空气
从敞开的车窗扑进来。西姆萨克在寒
风中坚持了片刻，
鼓起勇气说：
“劳驾，
您可以把车窗关上吗？我一感冒，嗓
子就会出不来声。
”
（5）

性质来说，各书也不尽相同，多数作品是
独幅版画，但也有无字连环木刻，还有书
籍插画、诗歌配图等。此外，每册书还包
含丛书名页、扉页、鲁迅小像、初版书影、
初版扉页、编选说明、目次、小引或序、后
记、题解等。这些部件全面、立体地展现
了鲁迅扶植青年创作的情状，然而图书
体例也因此变得异常复杂。
我在编稿时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每
册书的部件次序与编排方式，确保整套
版画集层次清晰、内容连贯。然后，根据
鲁迅博物馆提供的影像材料及以往的版
本来编辑文稿，为每幅作品提出修图意
见，使图文尽量接近初版风貌。北京鲁
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专家黄
乔生先生是这套书的主编，他撰写了每
册书的题解，详细说明鲁迅编印画册的
缘起、版画家的生平、初版书的装帧设计
和印量等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每本画册
的背景资料。这些稿件言简意深，字字
千钧，信息量极大，我结合鲁迅日记等资
料反复核对引文、事件与人物关系，适时
提供了补充和修改意见。
这套书属于艺术类书籍，
在外观上需
要延续鲁迅的美学精神、体现版画艺术的
特征，
在功能上需要满足黑白及部分彩色
画作的呈现效果，对装帧设计的要求极
高。正因如此，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的设
计工作贯穿了整个出版过程，
方案不断地
修改和调整。设计师张胜先生对鲁迅的
创作与收藏有着透彻的理解，
他将初版书
的精神融入整套书的设计当中，
通过材质
和肌理的反差来构建“被褐怀玉”的美学
趣味。每册书以朴素庄重的进口牛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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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雅婷

做封面，裱贴白色纸签，书脊悬空裱布。
环衬从西洋古董书中择取五色斑斓的图
案，与书脊棉布的色彩呼应。封面、书脊
布、环衬层层粘连，
环环相扣，
产生连绵不
绝的视觉效果。内文选用 100 克纯质纸
印刷，以柔顺的手感体现版画趣味，避免
了常规铜版纸画册的冰冷滞重。
图书付印之际，为了实现设计师的
意图并降低书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我
们与责任印制、发行部门、纸商和印厂充
分沟通，力求将每个细节做到极致。在
测试整体装帧效果时，责任印制董虎协
调印厂打了三次样，反复试验之后，最终
改进了两处工艺：一是在牛卡上预先做
了击凹处理，确保纸签在裱贴后与封面
基本齐平；二是在书脊布原有的衬纸内
又加裱一层白卡纸，使书脊光滑硬挺，不
会留下书芯锁线的痕迹。这些工艺毫不
起眼，读者将书拿在手中，未必体味得
出，其实正是这种细微之处的努力，对于
提升整套书的品相与耐久性起到了关键
作用。最终，成书的品相超出了我们所
有人的预期，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主
任刘思源先生看到实物后评论说，这套
书是
“近年来同类书中最到位的”
。
编辑《鲁迅编印版画全集》，
是对鲁迅
艺术世界的一次巡礼。召开新书发布会之
前，
我在鲁迅博物馆里凝望版画集的各个
初版本，
泛黄的纸页上，
一幅幅熟悉的黑白
木刻依然散发着冰冷而明亮的光彩，
一如
那个时代，
一如鲁迅其文。想到这些作品
的生命又因新的版本而得以延续，
略显漫
长的出书过程，似乎也有了全新的意义。
（作者系《鲁迅编印版画全集》责编）

法国中世纪的黑暗与脆弱

▌雨果

圣殿避难
在尖拱门
道上面一层的
列王雕像廊
上 ，有 一 个 怪
人 ，谁 也 没 有
注意到。他脖子伸得很长，五官形状怪
异，要不是身穿半红半紫的彩服，还真让
人以为是一个石头怪物。
他早将一条打了结的粗绳放下去，
垂
到台阶上，
另一头牢牢系在走廊的一根柱
子上，
然后静静地观望。当刽子手的助手
要执行夏莫吕的冷酷命令时，
突然他一个
箭步跨出走廊栏杆，抓住绳索，手脚和膝
盖并用，从教堂正面滑下去，像猫一样迅
疾，冲向两名打手，抡起两只大拳头将二
人打倒，一手托起埃及姑娘，纵身一跳进
了教堂，将姑娘举过头顶，以雷鸣般的声
音高呼：
“圣殿避难！
”
这一举动突如其来，
兔起鹘落，
如果在
夜晚，
那就是完全发生在电光一闪的瞬间。
“避难！避难！”民众也随之高呼，同
时千万双手热烈鼓掌，
使得卡希魔多的独
眼射出快乐自豪的光芒。
女犯苏醒过来，睁开眼，一看见卡希
魔多，
急忙又闭上，
像畏惧她的救命恩人。
夏莫吕，以及刽子手和全体押解人
员，一个个都呆若木鸡。的确，一进入圣
母院的墙垣之内，
女犯就享有不可侵犯的
权利了。大教堂是一个避难所，
世俗的任
何司法权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卡希魔多在正中大门口站住，
两只脚
像粗重的罗曼石柱一样立在地面上，
他那

头发蓬乱的大脑袋缩进肩膀里，活像没有
颈项而只有鬣毛的一头雄狮。他那样子
就像觉出这是精美宝贵的物品，他的手是
不配触摸她的。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把
她紧紧搂在凸凹不平的胸前，俨如他是这
孩子的母亲；他那鬼一般的独眼俯视姑
娘，向她倾注无限柔情、沉痛和怜悯，继而
又猛然抬起来，
放射出灼灼的光芒。
妇女们又是大笑，又是流眼泪，群众
都热情地跺脚，因为此刻，卡希魔多真的
显示出他的美。他这个孤儿，这个弃婴，
这个遭唾弃者，此刻他感到自己又威严又
强大。这么畸形的人来保护这么不幸的
人，受自然虐待和受社会虐待的两个极端
不幸，
如今相互接触，
相濡以沫了。
卡希魔多胜利示威几分钟，又托着姑
娘冲进教堂里。忽然他出现在法兰西列
王廊的一端。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在上
面的平台上。最后，在大钟的钟楼顶上，
他第三次出现，仿佛要从那高处，向全城
炫耀他所搭救的姑娘，连续三遍狂呼：
“避
难！避难！避难！”如雷的声音响彻云
霄。
“好啊！好啊！
”群众也跟着喝彩。
克洛德·弗罗洛用以捆住埃及姑娘，
也
捆住他自身的命运之结，
就这样被他养子猛
然斩断，
而这突变发生的时候，
他并不在圣
母院。他从暗门溜出去，
时而走，
时而跑，
慌
不择路，
也不知道去哪里。他出了城，
继续
逃跑，
来到乡间荒野，
停下脚步。他想到毁
掉他又被他毁掉的那个不幸姑娘。但他不
懊恼，
也不痛悔，
宁肯看她落入刽子手的掌
心，
也不愿看她投入队长的怀抱。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