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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读过许多推理小
说，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本，是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三幕悲
剧》。这本书描写的杀人手
法，较之阿婆其他的书来说，
并无特别出彩之处，但是凶
手的杀人动机，却让人感到
唏嘘不已。凶手之所以犯下
三起命案，就是为了隐瞒自
己的婚史——— 因为他无法与
自己的妻子离婚，即使对方
有精神病，夫妻关系早已名
存实亡。

按理说，在标榜“自由与
民主”的西方社会，离婚应该
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事实恰
恰相反，在天主教影响下，西
方社会长期奉行禁止离婚的
政策。与此不同，我国自古便
承认婚姻的可解除性。这是
因为我国是一个世俗国家，
讲究“天人合一”。自周公创
制“天命说”之后，“天”在中
国人心目中，便时时处在变
化之中，既然“天”有变动，与
之契合的“人”也不能一成不
变，而“人”所附带的各种关
系，如君臣、夫妻等也是可以
随之变化的。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在
古代，夫妻离婚的方式主要
有两种：“私人解除”和“诉
讼”。前者包括单方出妻制
度、两愿离婚制度等，后者主
要指强制性的婚姻解除制
度。

首先说一下单方出妻制
度。“出”的意思是“休弃”，所
谓的“出妻”即“休弃妻子”。
从这个词汇本身来看，已经
体现出此项婚姻解除制度的
决定权在丈夫一方。

出妻制度将出妻理由限
定于七条过错，即后世所熟
知的“七出”之条。在汉代，

“七出”的说法最早见于汉法
律。不过因年代久远，资料缺
乏，汉律“七出”之条的具体
内容已经不可考。不过，《后
汉书》中，有宋宏以无子出
妻，冯衍以嫉妒出妻等记载，
由此可见，东汉的“七出”之
条，至少包含“无子”“嫉妒”
两方面内容。此后，“七出”的
说法，又被唐律纳入，而且唐
人在《唐律疏议》，详细规定
了“七出”的内容———“七出
者，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
舅姑，四口舌，五窃盗，六妒
忌，七恶疾。”各代之规定于
顺序和用字上与此条微有差
异，但大意不变。

以现代的观点看，“七出”
之条，无疑是男权社会对妇女
强加的枷锁。但是，评价历史，
不能用今人之眼审度昨日之
事。事实上，为保证出妻只在

“七出”之条所限定的范围之
内进行，唐律指明：“诸妻无七
出之状而出之，徙一年半”。

《宋刑统》延续此项条文，元改
为“杖一百”，明清“杖八十”。
此项惩罚措施与其他规定相
配合，在保障“七出”之条被充
分贯彻施行的同时，也限定了
男子的权利，在客观上起到了
保护妇女的作用。

此外，即便是女方符合
“七出”的条件，男方也不是
可以随便休妻的。若有以下
三种情况，亦不可与之解除
婚姻关系。一是“有所受无所
归”，即妻子无娘家可回，难
以生存的；二是“经持舅姑之
丧”，即妻为先舅姑(即公婆)
居丧期满三年，全尽妇道的；
三是“娶时贱后贵”，即于腾
达之后抛却贱时贫妻的。此
三不去之条，堪称古代妇女
的“保护伞”。

再说说两愿离婚制度。这
种制度类似现在的“协议离

婚”。我国虽自古强调婚姻须
以义相合，用家族来压制个人
情感，但也认为“夫妇断之以
义，而联之以恩。义绝则离之，
姑息不可也。恩断则离之，强
合不能也”。律法意义上的两
愿离法始现于唐律，《唐律疏
议》云：“夫妻不相安谐，谓彼
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
坐。”该法此后为宋至清承继，
被学者誉为“中国古代独树一
帜的具备无过错主义和无责
主义表征的婚姻解除制度”。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两
愿离婚制度的程序非常繁
琐。首先，夫妻双方要就解除
婚姻关系达成一致，若是妻
子一方不同意的话，官府将
追究丈夫的责任；其次，官府
在确定夫妻双方确实自愿离
婚后，要出具“放妻书”，类似
现在的离婚证。夫妻两人都
须在文书上签字并画押，两
方诸位亲尊也要有见证及签
名。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
一批文献，里边就保存着不
少唐朝或五代时期的“放妻
书”，许多情深意切的名句，
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等
都是出自于这批文献。

不过，相对于平民，官员
想要通过“两愿”的方式离
婚，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在唐
代，高级官员或皇帝亲眷如
需两愿离婚，在夫妻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后，还须向朝廷
奏报申请，获准后方可进行。
如唐时刺史房孺复因与其妻
崔氏女情不相和，遂向唐德
宗上奏“请与崔离”，随后得
到了批准。到了宋朝，则是直
接在律法层面上设置了贵族
两愿离婚审查制度和贵族两
愿离婚的审查期限。这种限
制发展至清代，已对吏部全
部在册官吏适用，此外，清代
还规定，若官吏提出“两愿离
婚”，要先“削去所封”，再由
刑部徐行审查，若发现官员
是假借夫妇不和之名强行离
异，则会“依律治罪”。统治者
之所以对官员“两愿”离婚有
诸多限制，一来是为了维护
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二来
是借治官来治民，提醒人们
要谨慎对待婚姻。

最后，再说说判决解除
婚姻制度，从字面上来看，这
类似于现在的“诉讼离婚”，
但是实质上两者并不相同。
我国古代对婚姻关系的判决
解除，主要是指当出现违律
为婚或义绝等特殊情形时，
由官府审查后并予以强制断
离的情况。凡是根据律法不
能订婚、结婚而非要与之结
婚的行为，都被视为违律为
婚，其本质上属于一种无效
婚姻的宣告。

《白虎通德论》曾对“义
绝”的意思进行过解释：“悖逆
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常、乱
之大者，义绝。”律法意义上的

“义绝”始见诸于唐律，是指夫
对妻族、妻对夫族实施的殴、
杀等暴力行为，由官府确认夫
妇义绝并将婚姻关系强制解
除的制度。宋元时“义绝”较唐
时出现显著变化，将奸非、卖
妻、家庭暴力等许多破坏婚姻
的情况囊括其中。明清时期，

“义绝”概念进一步发展，“义
绝者，如妻之父母趁婿远行，
将女逐出，为女另结新婿，或
容女奸人；再如夫致妻伤折，
为钱典妻，伪装无妻，使妻作
妾，背妻与人通，将妻诈称姊
妹别嫁诸状。”

从内容上来看，义绝制
度的实施，有助于夫妻双方
稳固婚姻关系，体现了当时
官府对婚姻生活的重视和干
预。在古代社会，诚为一项非
常有特色的制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6月6日，星期六，与数字6有缘的“老
六”张立宪把《读库》南通物流基地的启
用仪式，选在了这个666齐聚的日子。《读
库》不但顺利搬入新家，还用上了国内出
版业从未使用过的智能作业系统，张立
宪无论在行内行外，都以真心实干收获
了很“溜”的成果。

6000平方米的仓库，配备自动化智
能作业系统，还有7个智能机器人在场地
里穿梭，每个机器人都能轻松托举1200
斤重量，能将图书从任意一个角落搬运
至所需要的位置。“这个系统8小时能够
处理8000单，能轻松完成日常工作，且差
错率为零。”在物流基地的启用仪式上，
张立宪“幸福得直哼哼”。

7个月前，《读库》发布公告请求广大读
者帮助，因为要搬离北京，需清空库房以降
低搬迁成本。“去年我们决定搬仓库的时
候，内心是不敢奢望有这个系统，当时的蓝
图只是有一个合规、合格的仓库，消防、验
收、安保等各方面达标就可以了，但是读者
的支持大大超出我们预期，所以我们就把
多年来隐藏着实现不了的梦想弄成真了。”
张立宪笑说如今《读库》终于变成土豪了。

在张立宪看来，这年头还愿意花钱买
书的人，是很在乎书的，也很在乎书在送到
他手上之前受过什么待遇。“所以我希望我
们的仓库不是那种见不得人的脏、乱、差，
应该是一个窗口，时时经得起读者的观察
和打量。图书本身就是情感含量很高的商
品，买好书带来的影响可能值万金，影响你
的一生。”

如其所言，张立宪从小就对书有着很
深的感情。他在河北乡镇长大，尽管手头
不免拮据，但热爱读书的父亲仍营造了很
好的阅读氛围。199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系毕业后，他在《河北日报》工作了一段
时间。多少怀有一颗文化事业心的张立
宪，觉得工作环境并不适合自己，于是没
多久就辞职回到北京，辗转报纸、杂志、网
站、出版等多个行业的不同岗位。

人生的转机发生在2005年，36岁的张
立宪有天乘坐长途大巴从河北前往北京
接受一份薪资不错的新工作。在大雾迷漫
的路上他思考起人生，认定出版行业才该
是自己的命运之选。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工
作机会，产生了许多做书的想法，最后诞
生了《读库》的基本框架——— 刊载市面上
极少见的三五万字的文章——— 这些中篇
读本较少被报刊和图书收入，但又具有出
版价值，选稿内容涉及当代文化事件、文
化人物和文艺评析，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不
引人注目、藏在角落中的历史擦亮。

张立宪为《读库》制定过“三有三不”
准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
幅、不留遗憾。用一句更简单的话来总结

《读库》的编辑理念，那就是“摆事实不讲
道理”。《读库》接受纪实、文
史、电影、科普、建筑等各
类题材的文字，但小说、
散文、感想式的抒怀则是
《读库》不涉及的，“我们
的文章中基本不会出现
‘ 我 感 到 … … ’‘ 我
想……’‘我觉得……’
这样的句式。如果一篇
文章定语太多，或是形
容词太多，则不符合我
的选稿标准——— 这也
是我们与作者、读者一
起达成的审美共识。”

《读库》着眼于网

络搜索引擎上搜不出来的人。从创刊之
时，他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不要
序，不要跋，不要名人的专栏化文字，不
要那种小膏药式的作者介绍。他坚信，打
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
文字。在2006年《读库》的创刊号中，首篇
文章便是东东枪撰写的人物特写《非著
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连带访谈《郭德纲
说》以及郭德纲代表作《论五十年相声之
现状》，这三篇文章共76页篇幅。东东枪
在广告公司从业，作为曲艺票友兼文字
好手，他曾跟踪采访尚未走红的郭德纲
达三年之久，写作这些文章又花费了三
个月时间。作者做一些高投入高成本的
采访，写一些禁得起时间淘洗的稿子，留
一些有文献意义的文字——— 这组文章很
好地阐述了《读库》对人物稿件的这三个
愿望。

在《读库》刊印之初，张立宪独立完成
了这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
宣传、发行、销售、客服各环节，在国内出
版业中创造出一个持续销售的品牌奇迹。
以书籍的形式每两个月定期出版，作为独
立品牌不专属于某家出版社，业界曾为这
种模式取名“MOOK”杂志书。当年也有不
少类似的杂志书，但像《读库》这样能坚持
到今年出版至第100期的，却没有几家。

在这十几年发展的过程中，《读库》
在内容上也做过调整，比如从早期的历
史掌故、民间口述等人文、历史内容为
主，转变成现在这样广涉科技、建筑、医
学等内容，外观上也越来越轻薄。在张立
宪看来，这样的风格转换首先和自己有
关——— 三十多岁时是个文艺青年，更在
乎文艺方面的事儿；但是到五十岁时就
更在乎那些更硬核的东西。《读库》还有
个原则，不要让同一位作者、同一种调
性、同一种题材反复出现。在很多杂志
上，连专栏作家的顺序都不带变化的，这
样读者难免厌倦，他内心希望《读库》是
一个不断拓展领域边界的读物。

除了定期出版《读库》，作为一个出版
品牌，编辑团队也在致力于畅销书的打
造。2010年第一期《读库》上做了一个名叫

“老课本”的专题，张立宪发现这些老课本
中的文字质朴动人，并了解到民间喜爱和
收藏老课本的人很多。于是团队历时十几
个月，从搜集各种老课本，到组织修复，做
了大量工作，力争恢复老课本的全貌、原
貌。最终全套十一册线装书、六册平装书、
净重九斤的《共和国教科书》面世，至今长
销不衰，已累计销售10万套以上。

张立宪推崇“用写一本书的力气来
写一篇文章”，并想要呈现这样的出版生
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们想要展示的，
是才华的另一面：老老实实把自己想写
的东西交代清楚，踏踏实实把自己感兴
趣的东西琢磨个底儿掉，切切实实尊重
读者的习惯和判断。”

按照这个标准聚集起来的《读库》作
者群体，基本不会令你失望，这些原本寂
寞无名的写作者，也会从单篇文章拓展
到单行本，甚至再到“医学大神”“建筑史
诗”这样的系列丛书。“医学大神”为医学
史上的重要人物立传，一开始只是想在

《读库》上连载，但在篇幅方面会受到限
制。后来干脆就请作者朱石生敞开了写，
结果一共写了14位医学大神，出了一套
14本的丛书。做这种小开本丛书，是出于
张立宪自己的理念，也是符合读者阅读
需求的，独立的公司属性，也让他敢于在
国内开这个先例。

“老六”的名号之所以在文化圈里这
样响亮，不仅是因为他在出版行业的影
响力，“老男人饭局”也是让他名满京城
的所在。从2005年开始，以张立宪、陈晓
卿作为核心成员逐渐组织形成了一个文
化圈子，聚会时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夹杂
着欣赏和不服，通过参与者在社交媒体
的传播，几乎成为了一个公共文化事件。

2012年高群书导演的《神探亨特张》
可以视作这个饭局的一个阶段总结，这
部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的最大卖点便
是，演员里没有影视明星，都是这些文化
素人。高群书说，带领这帮演员新手并不
是一个难题，主要是帮他们克服在镜头
前面的紧张感，所以在这部片中占成本
最高的就是酒钱。张立宪作为男主角饰
演了一位便衣警察，这部银幕处女作让
他拿下了三个电影节的影帝，他笑称，

“我们这辈子可能只拍这么一部戏，所以
可能通过这部影片拿其他演员几辈子拿
的奖杯。”

这话说得，真是“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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