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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有了新
书院始于唐兴于宋盛于元衰亡于清末，
式学堂之后，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系统便土崩瓦解。当年的东吴大学，
也有
书院的背影。书院通常有大量的藏书，经史子集类，收藏很多；有名师讲
有自由研究的学术——
课；
—这是书院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1949 年以后，
改造和发展。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
就采用了
香港还有着这方面的遗存、
书院制，
苏州大学的敬文书院跟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有些类似。
而是试图传承和
我们今天重新用书院的名义办学，
并不是恢复旧制，
西方大学的
创新这一教育模式。在吸收了书院的传统和优长外，
“博雅学
也非激进主义，而是在传统
院”
也是我们办学的参照。我们不是保守主义，
与激进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它
可以纠正某些偏差,弥补某些不足，但无法独立于现代大学制度，只能在
现代大学制度中获得新生。
突出人文教育，恢复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当下办书院的出发点
“人文”
二字了，
“人文”即以人为本的文化，
儒
之一。我们今天太需要突出
家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与世界文明对话的资源。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
摆脱
西方的人文，
还包含人的自我繁荣、
自我
宗教影响，
强调人的独立与发展，
完成。所以，
我们现在讲的人文，
既是指人文学科，
也是指人文精神。而在
这两个方面，
当下中国社会都比较薄弱和欠缺。相对于科学的学科，
人文、
艺术、
语言受到了挤压，
功利主义盛行。而人文精神的丧失，
正是文化转型
之后的危机之一。振兴人文学科，
重建人文精神，
是书院在新时代的责任。
为进一步推进苏州大学“卓越人文学者教育培养计划”
，苏州大学成
立了“唐文治书院”
（简称“文治书院”
），已于 2011 年遴选了第一届学生。
书院以着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的名字命名，将建立全新的研究型教学模
式，
探索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有机结合，
体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精
敬畏学术、
教学相长、自我发展的特征，以培养复合型、
神，突出民主办学、
学术型的高端文科人才为目标。书院优化配置教学科研资源，
实施跨学科
跨领域的教学方式，
为培养卓越人文学者奠定基础。文治书院将执行全新
兼及艺术与现代科学。课程设置将回到
教学计划，
课程设置打通文史哲，
文史哲专业的基本面，回到中国文化的
“原典”
，强调经典研读，从传统出
以现代的立场阐释经典。
发并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让书院成为
“卓越人文学者的摇篮”
，
这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理想。
唐文治书院院长·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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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问大学之精神 法古今之完人
II 苏州大学校长 朱秀林

欢迎各位新生加入文治书院，欢迎学院的各

是老师的创造，也有着学生的功劳。随着科技、人

位领导。
听了刚才几位的演讲，我欣喜地感受到文治

文研究的不断加深，学科间的融合也异常地激烈。
在学习中创造，在创造中学习。学以致用，创造知

书院有着这样的一批导师，他们融汇了史学家的
深邃、
文学家的浪漫和哲学家的睿智。而你们将成

识。人文学科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高于自然
科学。人类每“征服”
自然一次，
自然便以相同的方
式“回报”
人类。而人文便是告诉人们怎样生存，怎

为他们的直接继承者—继承他们深邃的思想和浪
漫的情怀。书院有了你们，一定会有着更好的明
天。
我的演讲主要由三个问题展开，
即：
大学是什
么？为什么要上大学？如何上好大学？
什么是大学？在现实社会中，挑战和机遇并
生，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同存。大学的出现可谓是

样与自然和谐，怎样做到“天人合一”
。此外，大学
也是不同文明、文化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例如有的
人对黑人不是很理解，
凭空生着些许的抵触。那是
他们不了解黑人的文化背景，没有认真地分析文
化的冲突。因为我们的关心不够，才造成了文化认

有着久远的历史的，
1400 年前的意大利就已经出
但是这只是读
现。在中国，宋代就有了岳麓学院，

同上的偏见。另一个例子是学习外国语言，如英
语，在语言学习中我们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和见识。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使自己安宁，使自

书人的“私学”。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发源于欧洲，
后

己的判断更加客观化。同时引进国际化资源，
进而

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会问，大学是什
么？从功能上看，大学是藏宝的地方，
“宝”
，
便是知
资料室、
博物馆、
实验室、教
识的宝藏。有图书馆、

了解世界。
什么是大学？从办学的宗旨我们便可以看出
端倪。苏大的办学宗旨是：尊崇学术，学以致用；学

学硬件等等一大批的宝藏。前北大校长梅贻琦说： 术至上，培养模范公民。苏大的精神，浓缩在校训
法古今完人”
。
“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大学有一批掌握知 中，
苏大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
“养
识的教师、教授，在座的各位老师是其中的优秀

天地正气”，是苏大力量的源泉，要求我们吸收前

者，他们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掌握了大量的知
识。同学们的“十万个为什么”
或许能够从他们那

辈之优秀；
“法古今完人”，便是效仿古代先贤。他
们是榜样，也是苏大的精神。一个好的大学，学风

儿得到答案。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最为
宝贵的地方在于有了这样的一批老师，这才是大

非常重要。苏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博学笃行，止
于至善”
。当然，这是同学、老师和家长共同创造

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原因。
大学还有第二个功能，即通过上课等方式传
传播知识。《大学》说：
授知识，以吸收营养，
“大学

的。最重要的便是同学之间的学风，互帮互助，共
同进步。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老师们以
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给各位学子一个“明德”
“至于

理解办学的宗旨、精神，洞察了学风、校风，便
是学术至上的一个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的自由
的基础。同时要尊敬师长，引领学术，希望各位同

善”
的榜样。大学的第三个功能是创造知识。不仅

学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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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言如歌」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上大学？难道只是为了生

拿美国来说，他们的大学是“地狱”，不是意志薄弱

活？难道是生活不愉快？学生自会思考。从王院 的人能够承受的。大学学习首先是提高自己的学习
长的发言中便可以知道，大学绝不是职业技校， 能力，
如刚刚说的，大学不是技术性的学校。知识来
不是教会学生一套步骤，是教会学生一套方法， 自自己探求和老师传授。如何学习是一辈子都可以
教会学生一些知识，为了将来的生活做好准备， 思考的事，西谚说：活到老，
学到老。怎样提高，则需
《论语》上说：
“文质彬彬，
然 要认真地、不断地总结。在学校方面，课程设置和实
了解社会，了解生活。
后君子”
。大学之道便在于培养“文质彬彬”
的学 践活动便是很好的例子，它使得参与其中的同学得
生，以追求独立之思想，
自由之精神。
那么怎样上好大学呢？千万不要把高中时代

到气质、气度的改变。

大学生活是金色的。回首往昔，最幸福的时光
的习惯遗传到大学。大学是更需要奋斗的地方。 便是在大学间度过的。年纪小时是幸福而不懂事，
既能懂事又幸福的时光便是大学了。因此大学期间
要培养兴趣，锻炼身体，发挥长处。有一句话说得很
好“在大学要学没有机会学习的东西”。以“读书破
万卷，
下笔如有神”之壮语，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
得之”
之过程，达“蓦然回首灯阑珊”
之境界。
最后希望大家学会感恩，感谢父母、感谢老师。
用古老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
“天高任鸟飞，海阔
凭鱼跃”，不把自己的遗憾留存，以文字统领下一代
文化。
谢谢大家。

别小瞧了自己
—和大学生朋友说说心里话
——
II 社会学院教授 池子华

男，1961 年 8 月生于安徽涡阳县。1979
池子华，
年高中毕业，三进考场。1981 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系，1985 年本科毕业，未能如愿考取硕士研究
生。6 年后，即 1991 年，
以本科学历考入南京大学攻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
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我的“简历”稍嫌啰嗦，但用意却非常明确：在
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你要随时准备跌跟头，像
我一样，但跌倒了能够爬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成
“成功”
功”。记得我在《幻灭与觉醒》这本书中说过，

的绝对意义就是自强不息的自我实现的过程。
治中国近代史。1994 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在治史的道路上“学步”有年，甘苦备尝，如果
现任苏州大学社 说有什么“经验与体会”可资借鉴的话，那么，我最
1996 年调任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社
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
会史的教学与研究。

想对大学生朋友说的一句内心话，就是“别小瞧了
自己”。在我看来，这是学有所成必具的心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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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言如歌」
这里讲述我大学时代在学术上
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迈出“第一步”的经历。
走进大学校门的我，与所有大学生一样，雄心
勃勃，很想干出点名堂。大家都在朝着自己选定的
“历史学家”
当作理想
目标奋进，我也不例外。我把
角色加以选择努力追求，从不以为可望而不可及。
我把家乡的“土特产”捻军
出于对乡土历史的热爱，
—19 世纪中叶仅次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
起义——
巨大的农民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大三开
始，查资料，做卡片，
写札记，
埋头苦干起来。在翻阅
、
“旗制”的
史料过程中，发现大量有关捻军“旗号”
记载，可是，当我读了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
稿》一书，却大惑不解起来，罗先生认为，捻军从来
“没有一面什么‘捻军’
的旗帜”
，
捻军打的旗帜就是
。这种与史料记载迥然不同的认
太平天国的旗帜”
识令人百思不解。罗先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泰
斗，著作等身，被公认为“当代中国（著述）最富的历
史学家”，他的权威影响足以令后生晚学膜拜盲从。
但并不认为他的学术观
我也是罗老的崇拜者之一，
点一无非处。人的认识不可能没有局限。带着疑问，
我开始潜心研究捻军旗制，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 则，可能一事无成。近 20 年来，自己在学术研究上
—兼与罗尔纲先生商 积极进取，出版了 8 部专著，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
上，写出了《试论捻军旗制——
利用寒假， 文 160 余篇，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几个“不
榷》的论文初稿。1984 年元月底 2 月初，
到民间进行实地调查，
在捻军领袖张乐行故里意外 敢”愿与大学生朋友共勉：不敢偷懒，不敢落后，不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
地发现了《捻军旗表》，
料，捻军首领所打旗号、
旗色等均有明晰记载，
可补
补充，
送到
正史记载之不足。返校后，
论文经修改、

敢轻狂。
二十一世纪呼唤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这对新
时代的大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作为学史

系里，引起不小震动，这是一篇公然向权威挑战的

的大学生，有着义不容辞的承传历史的责任。要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除了夯实专业基础外，还应

论文，而挑战者竟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大三学生。我
没有小瞧自己，最终没有被小瞧，系里对我追求真
论文被推荐
理的精神表示肯定。在我的要求之下，

该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科研能力，应有较大提高，为此建议：带着问题

到学报，时任学报历史编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

查阅原始资料，从平时做起；学会做资料卡片；注意

研究生导师的唐力行先生对论文的学术价值给予 了解学术研究动态；把自己的学史心得和思想火花
高度评价，
《安徽师大学报》为此特辟
“大学生专栏” 随时记录下来；尝试写论文，敢于创新。除此之外，
立即引起学术界的 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
将论文公开发表。文章发表后，
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全 透已成大势所趋，新时代的大学生理应具备“跨学
文转载，
《中国历史学年鉴》摘要，这对一个没有跨
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的我有多么大的鼓舞，是可想

“别小瞧了自
科”研究的能力。只要自己有信心，
己”，一定能把自己塑造成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

而知的。接着，大学毕业论文在《学术研究》上公开
发表了，我从此与史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大学生专业不同，也各有各的追求，但无论求
学，还是将来走向社会，千万不要小瞧了自己，否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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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you change the world, or will the world change you
II Ian Hunter

What are your dreams? Are they for you or material

advancement,

provided

through

for society? As you are a member of society, is development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such a distinction even valid?
However, thankfully at a more basic (not the
Like so many influential people, Steve jobs

same as inferior) human level, we also seek

had dreams that he realized, fulfilling his own life non-material advancement, such as in a more
and also changing society; changing each of our harmonious world, in enlightenment through
lives. However, we can’
t all be Steve Jobs, can asking

new

questions

and

gaining

new

we? So, in answer to the above question, can we knowledge, and in new ways of pleasure and
say that you are here at university to better expression through arts. Incidentally, is any
prepare to survive in a future world that will be knowledge new? Surely all knowledge exists, we
designed and controlled by others, such as by just haven’
t realized it all yet? Arguably, the
powerful businessmen, politicians and a few great
innovative minds? Perhaps.

wheel was still round before man learned how to
make one.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concept isn’
t

Another point of view is that the world in the human mind, with vocabulary attached,
isn’t in fact changed by the Steve Jobs, and that does that knowledge exist?
they merely seize, focus or comply with, the
Back to the question in hand. It is also true
aspirations and wishes of a wider population; that that this world, its societies and the individuals
each person changes the world in some small way therein, is full of unrealized potential, and also
and that the major change to the world comes that it is full of destructive human (as well as
from the total of the efforts of billions of natural) forces, such as greed, war, pride,
individuals like you.
avoidance, etc. However, think of this. Nature
In fact, I suspect neither of these have makes little distinction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sufficient substance to be a mature proposal as
the answer.

construction, or eve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The
destruction or death of one species, serves the

What is certainly true is that, even below birth or development of another. Similarly, the
the cellular level, humanity craves progress and aforementioned evils of human nature have often
that within society this is largely seen as a driven ou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urned ide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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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s dreams, good or evil (good men can do evil worth and importance. Such is folly. It only
deeds), into our material reality. For example, results in becoming part of a stressful consumer
historically wars have promoted advancement in rat race, detached from others, working harder,
air and space travel; capitalism in China has highly obligated, and making the big companies
promote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Pad and richer. Life becomes superficial, happiness
iPhone.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advancement becomes shorter lived and more elusive. On the
justifies evil acts (or that the iPhone is evil), it other hand, it can shield you from a deeper
does not. However in our imperfect universe, one reality, one where you have to examine more
person’s advancement is often at the hurt of deeply your own values and weaknesses of
another’s. Similarly, what we gain in one aspect character and from finding more complex life
of advancement, usually requires us to give goals. So, make your own choice; take the path
something up in another. For the moment, a that you are strong enough to follow.
perfect world is the realm of angels and the
The arguments and counterarguments
enlightened few.
relating to the original question are endless and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from the above is the conclusion useless, unless you decide you
that the world is affected by the tenacious, step by wish to take control of your future world.
ste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ams of
Perhaps there is some value in being ever
people, with a shared dream, living in a shared mindful of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such as may
environment, and that we all share the financial exist in Buddhism. Seek to own or keep nothing
benefits, albeit unequally, of consumerism.
or nobody. Try to change the world no more than
Perhaps a truer answer to the original a leaf falling rom a tree. Only in this way can you
question lies in the following, ‘Which world will own the entire world, be part of everything and
you live in?’What is the real world from your everyone, and be content.
perspective? In loosely defining your world, you

With such a spiritual mindset humanity

might include your environment, wealth, may not be welcoming the iPhone 5, but it may be
education, relationships, peers, contribution to a fairer, less stressful and happier society, with
society, dreams, etc. Sometimes to improve you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imed more closely
own world, is a more useful and tangible with the fairer, equality for all, spiritual and
proposition, rather than the often‘just out of ou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grasp’changing the whole world perspective.
prepared for a post technology future.

better

I suspect each of us do, and will continue
So, to the original question? What is the
to struggle to, live in almost a multi-universe, answer? I suspect you have guessed you need to
where we will try to find, and be satisfied with, a find your own. I have found my answer. Have you
non-material happiness, such as with a warm found yours? I hope I have given you some food
family, but that we will feel the need, temptation, for thought.
or pressure to compete, to enjoy driving a BMW,
or hav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or living in the
finest apartment. More and more, citizens in
China are becoming slaves to consumerism.
Searching for meaning to life through
possessions, and by how they believe showing
those possessions cause others to valu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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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读书
II 11 级班主任 王青

新学期开始一个多月了，我通过整理大家发
而
来的邮件，发现大家心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困惑，

时抽取都是可以的。如果不记下来，很快就忘记
了。比如，我在读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时候，随时

这诸多困惑中最多的还是对专业的学习，对读书

把对我有启发意义的地方作了笔记，后来看到有

的困惑。唐文治书院给了我们大家一张安静的书
桌，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唐文治书院探索的
是研究型的教学模式，我们的读书也应该是研究
你们不喜
型的读书，如果这里用
“研究”
太过严苛，

的专家把这篇文献定为墨家著作，我就想起我做
的笔记来，好像和儒家的言论思想更接近，于是我

“思考”
型的读书。大家要自
欢，那么我们可以改成
觉舍弃轻松的娱乐型的读书，
要坚持读专业书。大

进一步把文献上记载尧、舜、禹禅让的事情都找出
来，结果我发现，
《容成氏》的记载与《大戴礼记·少
闲》篇的记载很相似，而与《墨子·非攻》记载是相
乖戾的，所以我认为《容成氏》不可能是墨家的作
品。对于《容成氏》篇记载的与《墨子》书中相似的
只言片语，我找出来发现，这都是如“四海之内，天

二正是专业学习的关键阶段，这里我想谈一谈读
专业书的问题。
第一，
要把读专业书当作生活的主线。在时间
每周
的安排上要自己有数。现在大家的课特别多，

地之间”之类表示范围的词语，而这些词语使我突
然想起《孟子》、
《中庸》里面也有类似的语言，这些

都要上四十节以上，所剩下的自由读书的时间已
经不多，所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计划好这

我都记下了，做了笔记。后来就写出了《论〈容成
氏〉的性质与学派属性》，这是意外的收获，都是随

宝贵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要制定详细的时间进度
锲而
表，抓紧时间。要坚持每天的读书，
坚持不懈，

时记载想法加以整理的成果。当然，这里我说得随
时记载自己的想法，还基本上处于资料的整理与

坚 梳理简单思路方面，和前辈大师们读书时所作的
不舍是最重要的。只要把读书当作生活的主线，
持每天看似平淡甚至枯燥的学习，
过不了几个月， 札记很不同，但是因为学生阶段的学术积累还是
自然不好， 很有限的，先把这些基本的内容弄熟了，融会贯通
你就会发现最近挺有收获的。压力大，
但是有适度的压力却是好的。我们大家一定都有 了，就有助于以后进一步的提高。
这样的经验，如果限定你时间要你完成一项任务，
第三，看书时的疑问或者书的纰漏讹误之处
你肯定会竭尽全力在规定时间内做完，这就叫不 随时在书上注出，用红笔或者蓝笔都可以。这种疑
挤不出油。只有最大时间量的学习加上有计划的

问是再深入读书时自然而然的疑问，若是不在书

读书，才能保证最快的学习进度。著名的考古学家
，
其
尹达先生曾经说“学历史的人必须是老实人”

上标出，随后再泛泛翻书时是不会想起的。另外，
《左传》与《国语》
注意不同版本的文献对读。比如，

实学哪一个专业都需要老实人。只有老实人再老
天长地久，
总会有收获的。
老实实地辛勤耕耘，
一定要
第二，读书一定要写札记。读专业书，

的对读，三传之间对读，经书与子书之间的对读。
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对曹刿这个人应该很熟悉，
初中语文课上一定背过“曹刿论战”吧？事实上，文

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
随时记载自己看书时的想法，
疑问都要写下来。要养成习惯随时把自己读书时

献中有曹刿，也有曹沫，他们是不是一个人，学界
一直是争议极大的。对于曹刿与曹沫，三传的记载

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记载下来，以后既可以借
随
此帮助自己写小文章，
亦可以作为佐证的资料，

《左传》只记载了曹刿守礼的事，
就有很大的区别。
没有记载曹刿为刺客的事情，而《公羊传》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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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为刺客的说法，
《谷梁传》只说曹刿参见了柯
地会盟。如果你进一步去查资料就会发现 《战国

第五，
读书写作要有钻研的精神。在读书或者

写论文的时候遇见某个知识点一定要深入下去，
策》对曹沫为刺客的记载非常详细，
而到了司马迁 查原文、查注疏、
查它的来龙去脉，
把材料弄透。不
不要怕麻烦查书。再
《史记·刺客列传》曹沫就成为五大刺客之首。文献 要想当然的理解典籍的原文，
的记载就是有这样的差异，在读书的时候如果注
即使一
意了这些差异，思考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
时间你也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但是长时间的坚

有就是同学之间的论辩是很重要的，论辩有利于
启发你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以前《学术月刊》上
登过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话，他说“每立一说，

持，你的读书一定会大有收获的。
杨先生（杨连升）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击我的隙
第四，平时除了读书，还要读一读好的文章。 漏，使我受益无穷。”我们自己想问题经常会有漏
在阅读期刊文章时，
要注意思考。主要思考两个问 洞，存在片面性，就需要别人的提醒，所以同学之
一个就是写
题，一个是文章的观点及立论的基础，
作思路与写作方法。以前有人说学习时不能把自
见什么都装。我认为在读书的时
己当成一个箩筐，
候，收集资料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当成最大的一个
筐，尽量多装东西，满载而归，但是在阅读别人文

希望
间的辩论是非常好的。以后我们会开读书会，
大家积极参加。平时你们在教室、宿舍、食堂都可
你会
以随时讨论问题。在与同学自由论辩的时候，
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中走进了这个领域，你会越

来越喜欢这种自觉读书的成就感。
章时，就要抓主要的文章思路，
看他是怎样组织文
我知道对于唐文治书院第一届的学生，你们
章的。这是最重要的。以后你们期末考试要写论 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希望，你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文、毕业要写毕业论文，
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吧。对 所以时时流露出一丝焦急，为自己的专业学习担
于专家与学者好的文章要精读。要想着这个题目 心。请一定要自觉地把读专业书当做生活的主线。
如果是我写，
我会怎样组织写作。写文章没有一定
的格式，但是有一定的论证思路和方法，
那就是围
绕着自己的发现的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课题，去

你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多才多艺，但每个人
的精力与时间是有限的，要头脑清醒，分清楚主

次，不要让纷纷扰扰的杂事牵绊住了你原本想好
尽可能多地寻找资料，从正、反两方面去论证它， 好读书的心。心猿意马、
一曝十寒是最可怕的。你
既要说明白“是什么”又要说明“为什么只能是这 们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书，这就是你们目前能为唐

样”，
还要说明“为什么会这样”
。只要本着谦虚的 文治书院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想学东西的态度就一定会处处借鉴别人的长处，
领悟到写论文的窍门。

记于 2012 年 10 月 7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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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学们的一封信
II 12 级班主任 张珊

亲爱的同学们：
不知不觉的，我到苏州大学文学院工作已经
是第三年了。这一年，
我担任了文治书院 2012 级
新生班主任。虽然我已是文学院两个班级的班主
任，但看到又一届新生的加入，
同样让我感到工作
我与同学
的充实和快乐。也许是毕业时间并不长，
们的年龄差距不是特别大，
所以，
我很愿意跟同学

通过自我调节而合理把握，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欧
阳修曾言：
“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
枕上、厕上也。”
古人犹且如此，
今人更须牢记。在
读书之余，大家还要时常做笔记，深入思考和体悟
问题。只有运用事半功倍的读书方法，学问才会日
益精进。
三、在广博的基础上深入钻研最喜爱的学科。

们交流，也愿意把我学习和成长的经验告诉大家。 文治书院在课程安排上是文史哲兼修的，这是为
作为班主任，
我有很多的 了给同学们打好基础。但是，
大家进入硕士博士阶
在《文治学刊》创办之际，
话想对大家说，这些权且作为对同学们四年大学

段时，就须选择一门具体的专业来作为深造方向

时光的寄语吧。
一、找准人生的方向。进入大学，
同学们正处
在一二十岁的最宝贵年华，
这是人生中确立理想，
发现自我，找到今后方向的重要时期。很多同学进

史学，
还是哲学，
都要找到
了。无论你们选择文学、
自己最喜爱的学科，只有在喜爱的基础上，学习起
来才有乐趣，
才有动力，才会取得最大的效果。而

入书院带有盲目的因素，
未必真正了解书院，
尽管
这样，大家还是聚集到了一起，共同朝夕相处，切

专业的选取又是颇费脑筋的，倘若喜欢的学科太
多，难以取舍，就需要同学们综合把握，找到自己
的研究特长。每门学科都有独特性，有的注重细致

磋琢磨，在学术的渲染中，遨游知识的海洋，坚定
不要受
投身学术的信念。大家不必过于担忧未来，

和积累，有的强调思辨和创新。无论选择何种学
科，大家要发挥强项，扬长避短，反之，则好比逆水

社会上各种不良价值观的诱惑而轻视文史哲专 行舟，费力徒劳，而所获甚微。
关键是合理的
业，这些对未来的假想都是虚无的，
四、学好外语。外语是大学中必须学好的课
自身定位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实现理想。古人云： 程，它关系到同学们毕业后的深造和发展，更关系
遗子千金，
不如授子一
“遗子千粟，不如授子一艺；
我们
经。”
只要怀抱利器，总会找到安身立命所在，

到学问所能达到的阅读视域。当今世界，学术也是
全球化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即使研究传统

都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二、尝试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很多同学还保

的文史哲之学，也有诸多海外优秀汉学家的著作
则需要熟
值得参考。而要会利用这些
“他山之石”，

讲
留着中学时候的思维，
希望老师课上布置作业，
解重点，课后复习课本，记诵知识，从而取得好成
但这种方
绩。诚然，很多课程是需要记诵知识的，

练的外文阅读能力。相比每学期不断更换的专业
课，外语课的学习是旷日持久的，它不像有些课程
一样通过突击复习就能取得高分，外语的提高过

法并不完全适应大学文史哲学科的学习。大学里， 程缓慢，短期不太可能大幅进步，从 60 分到 70
除了死记硬背的内容外，还有更多的内容来自课 分，从 70 分到 80 分，都代表着不同的外语层级。
外。这需要我们利用好空余时间，
尽量多读书，读 所以，希望同学们在一二年级就打好外语的基础，
原著，通过日积月累，
臻于学问的完善。有的同学 不要等到三四年级时再来学习，
那时就晚了。很多
反映课程太多，自己看书的时间太少，
其实这可以

二年级的同学赞扬书院的外语课收获特别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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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外文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这是书院独特的

业本身是主，课外活动是辅，书院的学生更须牢

外语教学安排，大家一定要珍惜。

记。

五、
处理好学业和课外活动的关系。大学是

以上拉拉杂杂，便是我对大家的各种寄语。
各种课外活动最多的时候，很多同学想积极融 很多同学提出现在因没能住在一起而产生了诸
入社会，参加各种学生组织，锻炼团队精神和组 多不便，但这些暂时的困难迟早都会解决，虽然
织协调能力，
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过多的课 大家宿舍还是分散的，但大家每天上课、自习都
外生活又对学业有一定影响。有的同学不参加 在一起，学校和院系还组织了多种集体活动，通
社团，可以静心学习，有的同学社团过多，反而 过这些交流，希望大家增加集体的荣誉感与凝
影响了成绩。所以，
建议大家一年级时，在保障 聚力。作为 90 后的一代，
作为文治书院的学生，
不妨参加部分社团，但 全校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你们，希望大家勇往直
完成基本学业的前提下，
大家要 前，
二年级以后就要逐渐回归学业了。另外，
相信
展示自我。今后的四年，
我和大家一起，
积极参加寒暑假期间的社会实践，寒暑假的时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新的集体建设好！
间相对空余而集中，选择有价值的论题进行研
衷心祝愿大家
究，既体现传统文化传承，又与当下社会有关，
学习进步，
学业有成！
这样的考察报告也是很好的学术锻炼。总之，
课

郭沫若与中国古史分期论争
——
—兼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未来路向
II 社会学院教授 周书灿
古史分期；
战国封建论
关键词：
郭沫若；
摘 要：自 20 世纪 30 年代，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论点，接受着不同时期不同学派
经过不断修订完善，
最终形成了独到完善的战国封建论理论体系。20 世纪 70
的质疑、批判和自我批评，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学术界对郭氏战国封建论的辩难，使郭氏古史分期学说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检验。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系统整理发掘已有研究成果，并不断对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批判继
承和科学分析，
方能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先秦社会形态理论问题提出更为令人信服的结论。
1972 年 7 月，郭氏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
题》一文对学术界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论争进行了
简单的回顾和总结。郭氏首先指出，
“中国社会的发

段的具体划分等某些一度分歧甚大的重要的理论
性问题，
认识亦“逐步接近”[1]P3。然迄郭氏《中国古
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

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
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
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
[1]P3，
已经

究中，
“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究竟应该划分在什
么时期”[1]P3 这一最具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仍

基本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在此之前，部分学者
提出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
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1]P3 的论点已基本被中国

存在不少分歧。
紧接着，郭氏言及自己有关该重大理论问题，
先后提出过三种不同观点。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

学术界所摈弃。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不断深
入，自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

后，郭氏最早主张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发
生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即在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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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4。到

20 世纪 40 年代，
郭氏改变了此前的认识， 遗。”[3]P21
汉
“周室
将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时间改定为“秦、
郭氏指出，从《诗·大雅·绵》这首诗看来，
到 20 世纪
之际，即公元前二〇六年左右 [1]P4。
以后，
50 年代初，郭氏发表了《奴隶制时代》一文，又否定

到古公时都还是氏族社会”[3]P22。“在周初的时候，
铁的耕器是发现了。”[3]P24 “就因为有这铁器的发

了先前提出的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发生于 现，所以在周初便急剧地把农业发达了起来”[3]P24。
“断然把奴隶 “周室有那样发达的农业，……完成了一个新的社
两周之际和秦、汉之际两种重要观点，
战国之交，
即公元前四七五年” 会。”
[3]P24 “奴隶制在周穆王末年便渐渐地衰落下
制的下限划在春秋、
[1]P4。

来了。”[3]P26 郭氏指出，
从周厉王十二年的革命起，

学术界曾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五十年 “周室的乃至中国的奴隶制是在那时从形式上推翻
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划分为三个阶段或时期[2]。自 了。从那时候起中国的历史上便起了一个很长久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引发的中国古 变乱，社会的阶层、民族的分配、政治的组织、意识
史分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中国古代史
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郭沫若先生在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学术生涯中，
始终关注并积极参与中国古史
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订自己的
分期问题的讨论，
理论体
结论，最终建立起独到完善的
“战国封建说”
在自我完善的同时，
也
系。郭氏中国古史分期理论，
不断接受着来自各种学术流派的质疑乃至批判。在

的反映，都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更。”[3]P27“从那
时以后在农业方面中国才有地主和农夫的对立产
生，工商业方面也才有师傅和徒弟的对立出现。”[3]
P28。
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先秦社会形态进行综

合考察的基础上，郭氏第一次提出，平王东迁前后
的两周之际，
“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
真正的封建制

[3]P28

的学术论点。郭氏继续指出：

中国古代史的研 “后来在秦统一了天下以后，在名目上虽然是废封
旷日持久的激烈学术论争过程中，
究不断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郭氏中国古 建而为郡县，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
史分期理论的学术价值也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
下日渐得到彰显。
—40 年代：
一、
20 世纪 30——

都是很岿然的存在着的。”[3]P28
综上所述，郭氏较早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
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三千年中国历
史作了一次展望，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中国
历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今天看

从两周之际封建说向秦汉之际封建说的转变

来，郭氏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论述，存在的问
以 1930 年出版的长期被史学界誉为一部奠定
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里程碑式著作的《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一书为标志，郭氏开始结合经典作家理论

题也是很明显的。也就在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出版的同时，南高史地学派即对郭氏的中国古代社
会形态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程憬为代表的南

和中国古代文献及新出甲骨文资料，尝试性地考

高史地学派，批评郭氏引用理论时的“武断和错

察、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先秦社会的形态。郭氏结
合西方民族学材料和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献记载及
甲骨文资料，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

误”
，指出郭氏对摩尔根的理解认识上存在“严重的
偏差”。在此基础上，程氏对郭氏商朝为氏族社会的

头！”[3]P19 郭氏最初认为，
“在商代还都只是金石并

三点论据及西周奴隶社会性质的结论进行了针锋
相对的批评[4]。此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
对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存在的若干缺点

用时代，那末在商代以前的社会只是石器时代的未
开化的原始社会，那是可以断言的”
[3]P19。他较早提
出中国商代社会仍是“牧畜盛行的时代”[3]P21，
“商
至少
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

前半部，而忽视了后半部希腊、罗马、日耳曼三个类

[3]P19“中国的历史是在商
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
代才开幕，商代的产业是以牧畜为本位，商代和商

型的国家成立底基本材料”[5]P133。
“郭先生的缺点，
其中有一个便是等视西周与西洋的古典，而一字也

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3]P21 即使中国奴隶制
已经达到全盛的西周早期，
“ 还有氏族社会的孑

没有把周代国家成立的两个阶段，提出来研究……
郭先生的《追论与补遗》，所补者确是问题的中心，

提出批评。如侯外庐先生质疑“郭先生关于中国古
代社会的理论根据，仅是《家族、私产、国家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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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还是简略而疏漏。”[5]134 侯先生还曾批评郭
先生忽视古典国家发展的基本法则，
“规定春秋为
封建制度，后又以春秋、战国为转变时代……观念

郭氏对若干重要材料及其时代性的曲解乃至误解。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郭氏为《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所作《后记》中说：

非常含混。”[5]P150 总之，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我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
出版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刚刚起步，其对中国古 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夹杂了
不可避 许多错误而且混沌[3]P311。
代社会的性质和历史阶段划分等重大问题，
已引起同时
免地暴露出若干明显的不足。这一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
期的史学家的充分注意。

中，郭氏继续坦言，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仅是“用

事实上，学术界所举《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理
论和方法方面的存在的种种缺陷，
郭氏自己也早已
清醒地觉察出来。郭氏不止一次地强调，其初期的

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
东西”[3]一 九 五 四 年新 版引 言 P3，尽管该书就中国古代
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贡献了一些

研究方法“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差不多死
……
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
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所得出

新的见解”[3]

期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刻系统的自
我批判。郭氏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太草

原始公社制的末期[3]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 P4。

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 P3，
“但主要由于材料

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
的结论”[3]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 P3。郭氏指出：
而且资料的不正确，
从今天的所有材料看来，殷代已进入奴隶社会
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
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
[6]P357。此后，
郭氏在 是不成问题的。这已明确地改正了本书（按：指《中
—认殷代为
《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对自己早 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一个大错误——

率，太性急”[7]P3，
“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
误的判断”[7]P3，对学术界产生了误导作用，一些学
者不断沿用其错误理论，
另有一些学者则沿用其错

郭氏在新版补注中屡屡纠正自己先前的某些
错误认识，
诸如：
在商代文字“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
行亦或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一语下补注

误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7]P3，从而使得 说：
卜辞文例，经过更仔细的研究，基本上是直行，
学术界就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引起许多新的混乱”
[7]P3。综上可知，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
郭氏即开 由左而右。其或横行，大抵限于骨面。文序或由右而
始反复检讨先前其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研究过程中， 左，或先下后上者乃是变例，然均有一定的规律，并
在方法、理论方面存在的缺陷和若干重要学术论点
的疑难。
在《奴隶制时代·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

不凌乱[3]P19 补注 。
在周初“农业的这样骤然的发展又是甚么原故
呢？便是铁器的发明！”一语下补注说：

题》一文，郭氏检讨了自己先前提出的
“殷代是铜石
并用时代”的错误观点：

此说错误，西周并未有铁的发现[3]P22 补注 。
在“《公刘》这诗是周初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
断言，在周初的时候，铁的耕器是发现了”一语下补

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
候，那时殷墟的科学发掘还没有开始，所根据的殷
墟资料，主要是很不完全的由刘铁云、罗振玉诸人
所收购得来的一些东西。那时我很鲁莽地下出了殷
代是铜石并用时代的一个错误的判断……由这一
便是把殷墟文化看得很原
错误又引出了别的错误，
我自己
始，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这些错误，
早就纠正了，但留给朋友们的影响却是很深，实在
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1]P88。
事实上，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中国社会性

注说：
《公刘》一诗所叙的虽然是周初传说，但并不是
周初作品。锻字解为铁矿是很勉强的。这一断案，根
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据十分薄弱《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4 页补注。以上问题，郭氏在《中国古代社
《公刘》亦
会研究》第 109 页继续补注说：
“ 锻解为铁矿既无充分根据，
非周初的诗。根本 的 事实 是：一直 到 现在，西 周并无 铁器 从地 下出
土。”]。

在“《书经》上周穆王所做的《吕刑》”一语下补
注说：
质和历史阶段的划分，存在的明显不足还表现为，
《吕刑》作于周穆王末年的旧说是不可靠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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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春秋时代吕国的刑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成功为止，才达到了它的最后的终结[7]P52。
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事实上，郭氏将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划在秦、
郭氏在《中 汉之际，并非其个人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探索所作
第 26 页补注。关于《吕刑》的成书时代，
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172 页继续补注说：
“《吕刑》旧 的最后“定论”
，但随着资料的日臻丰富与研究的逐
说作于周穆王末年，不可靠。春秋时中国始有成文 步深入，其自觉放弃了原来的部分旧说，不断修订
宜作于春秋时 和完善自己的古史分期理论。如 1952 年 2 月，
的刑律，
《吕刑》一篇，
由其文体而言，
郭氏
在禹与后稷之上。伯夷是吕
代为宜。文中尊崇伯夷，
国的祖先，可见《吕刑》当是吕国的刑书。”
]。

在《奴隶制时代》一文中即对以上说法，再次进行了
深刻的检讨。他指出将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郭氏所作《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后案》中指出[3]P31：
作为先史考古学
以石器、铜器、铁器划分时代，

定在秦、汉之际的“断案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成问题
的”[1]P35。他检讨自己所根据的理由“极不充分”[1]

上的文化的三期，
以一八三二年创始于丹麦的学者
通牟森氏（C.J.Thomsen），
但这和古代社会进展不一
定相符合。

P35，
“对于材料的分析也做的太粗糙”[1]P35

。他逐渐
发现，汉以后的制度多承袭于秦代，汉代和秦“并没
有多么大的变革”[1]P35。秦代社会虽然还有不少奴
隶，而且也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但他们所从事的

在中国，铁的发现当在春秋年代，当以铁器作 “并不是生产的主流”[1]P36。“秦前的地主们已经充
为促进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媒介。
分懂得，用旧式奴隶制的集体耕种，奴隶们容易怠
殷代与西周在生产方式与文化水准上并无多 工，故已经采取了分佃的办法了。这儿所表现的便
大区别。……原始公社的破坏当在殷代以前。
完全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1]P36“秦代乃至战国时
在学术 代的韩国，农业生产已经决不是奴隶制了”[1]P37，
随着新材料的增加及学术研究的深入，
进入
批评与自我批评浪潮的推动下，
20 世纪 40 年 “秦时的工商业已部分地扬弃了奴隶制度”[1]P37。
代，郭氏逐渐摈弃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中 “更有值得注意的，是秦时的私家奴隶，奴隶主是不
“我
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问题上的某些看法，日渐建 能任意屠杀的”[1]P37。综合以上推论，郭氏指出：
立起新的认识。诸如其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郭氏
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作《后记》中说：
本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并不是斩钉截铁地可以
划分的，各个阶段之间有相当长期间的游移，依资
料的多寡可以上属或下属。例如殷代原始社会的孑
遗比较多，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已在崩溃，
两者要
认为前后两阶段的推移期似乎都是可以的。然而西

根据着极不充分的材料而又未加以仔细的分析，便
粗暴地据以断定秦代也是奴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
限划在秦、汉之际，也是极不妥当的。”[1]P38 凡则足
以表明，郭氏对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不断向着
科学理性的方向和梗概的学术水准推进。
二、
20 世纪 50 年代：
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及

周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则可毫无问题[3]P311。
综上所论，迄 20 世纪 40 年代，郭氏不仅放弃
了以前提出的商的社会
“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
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的论点，而
且对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逐步提出新的判断，尽管
但我们还是大体可以领会出
其表述并非十分清晰，
郭氏新论点的某些关键性内容：
鲁国的公田制，也就是井田制，是在春秋末年
才废除了的。这样的变革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平衡
而有的
地发展起来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比鲁国迟，
国家来不及蜕变便被别人吞并了；
但在战国年代所
一直变到秦
有存在着的国族都先先后后起着变革，
始皇并吞六国，乃至陈、吴、刘、项的奴隶大暴动的

战国封建论的建立
1952 年 2 月 17 日，郭氏发表《奴隶制时代》一
文，首次较为明确地将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
国之际。郭氏依据《史记》，把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
社会“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四七
五年 [1]P38。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的末
期，此后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1]P38。
仍继续强调：
郭氏在提出以上论断之前，
中国历代的生产方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奴
隶制、封建制等，一直发展到现阶段，在今天是无可
争辩的事实了[1]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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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由量变逐渐进展到质变，并
不是刀切斧断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的下

3.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
“都有划
无论在经济基础、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上，

限实在很难划定[1]P33。
以后，郭氏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所存在分

时代的区别”[1]P12。
除以上论述外，郭氏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
《汉代
—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
器出土——

歧的焦点进行分析：
自殷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已经是生产的主流
……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
不很显著。……奴隶制下的耕奴和封建制下的农

—古代史分期争论中的又
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
《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
《关于中
一关键性问题》、
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以上论文均收入《郭沫
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

奴，往往看不出有多么大的区别。……但如果我们
把视线的焦点，转移到封建制的主要矛盾中矛盾的 社，1984 年）等论著中继续论及中国奴隶制的下限
那么， 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点，与此同时，对西汉封建说
另一个方面，即是地主阶级的有无这一方面，
等古史分期的论点进行全面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
彼此之间的分歧，
是比较容易消除的[1]P5-6。
郭氏从以下几个方面论 形成了较为独到完善的战国封建说论点体系。在相
在《奴隶制时代》一文，
当长的时期，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郭氏
证春秋、
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
1.东周列国的社会制度变革是到春秋末年以后 战国封建论成为古史分期理论中的颇具影响力的
韩、 学术论点之一，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为多数
才达到了质变的阶段的[1]P38。战国七国，
除齐、
楚、 人所接受。”[8]
赵、魏四国采取了革命手段而产生了变革之外，
秦、燕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1]P43。
2..春秋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度逐渐建立，国

三、20 世纪 70 年代末—90 年代初：
学术界对郭氏古史分期理论的论辩

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地主手里，
工商业也就逐渐离开
而成为私人的经营了[1]P47-48。
了官家的豢养，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郭氏战国封建论展开

3 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春秋时代各国的执政者大都是公族或世卿， 了激烈的学术论辩。有关该次学术论辩的详细情
……氏族社会以来的血统关系基本上还是维持着 况，张剑平先生已作了颇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理性
的。战国时代便不同了。各国的首要执政者多出身 的评判。然这里应该强调的，学术界对郭氏古史分
微贱，而且多是外来的人。……殷、
周以来的血肉联
不能不认
带的传统，绝大部分被斩断了。这一现实，
为是时代性的一个显著的特征[1]P52。
诸子百家突然兴起，
在中国
4.自春秋末年以后，
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壮观。无论在思想
上、信仰上、政治观点上、文化表现上，都呈现出一
个极大的变革[1]P54。
以后，郭氏在以上论证基础上，又补充了以下
几点证据，以证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是截然不同的

期理论的某些辩难，应属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由
中国社会史论战引发的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继
续和深入。尽管参与学术论辩的人数、论辩所涉及
的问题等都远远无法和此前三个阶段相比，但争鸣
之激烈，则似远远超出了此前任何一个阶段。诸如
金景芳[8]、杨公骥[9]、皮高品[10]等先生分别从史料和
理论等方面对郭氏古史分期理论提出重大质疑乃
至彻底否定的论点，也遭到了侯绍庄[11]、谢济[12]、耿
“在论
铁华[13]等学者的强烈反击。张剑平先生指出，

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1]P7。它表明
“中国

辩过程中，郭沫若的古史分期学说的科学性得到进
一步检验。”[14]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
会形态，并非“一开始就引错了路”[14]，他的古史分
期论点虽不断发生变化，
“但并非一错再错，而是在

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
认”[1]P7。

不断地完善与成熟，逐步接近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
面目。”[14] 学者强调指出，郭沫若的中国古史分期问

两个时代。春秋和战国之交恰好是古代社会发展
“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期”
[1]P12。
，
“含有极
1.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2.. 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发生于春秋、 题的探讨，
“是
发展”[14]。有的学者指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
战国之际，
“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
[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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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的掌握了的历
史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15]，虽然其中有些论证和
“但他基本上反映
论点也还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授在为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
段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无奴隶社会论又见抬头，不仅抬头，信奉并
晁福林先生
宣传这种看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

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特点，
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形态理论。”[15]郭沫若的古史分期的主张， 在其《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的《自序》中，也称，
“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 大家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最大的质疑，在于“奴
不断深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成长和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16]P338-339 笔者以为，
以上评论，
基

隶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个关键
问题”。晁氏指出，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以后，学

本是公允的，
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与此同时，学者指出，尽管该阶段学术界对郭

术界已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由于各个地区历
史发展的多样性，
“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并不一
定进入奴隶社会”。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无奴学派所

氏古史分期理论的辩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颇和
简单之处，但在质疑和批判郭氏中国古代社会形态
理论的同时，他们对经典作家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
社会的一些理论问题，
对有关重大事件及相关史料
金
的阐释上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此前后，
景芳先生逐步完善了自己的“秦统一说”的古史分
期体系，杨公骥、皮高品先生则进一步阐发了学术
客
界早期提出的“西周封建说”
。以上质疑和批判，
观上促进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进一步
深化，对于进一步解决中国古代史分期这一重大问
题具有积极的意义[14]。总之，在我们今天看来，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学术界对郭氏古史分
期理论的辩难，可以视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探索的

主张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理
论，对于包括郭沫若古史分期理论在内的三论五
说，重新提出激烈的挑战。
四、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未来路向问题
学术界在突破“五形态说”的社会形态范式后，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不
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值得注意的，中国
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既存在
直接的学术界容易清晰发现的因袭性，同时又具有

又一次新的超越。
在学术界对郭氏古史分期理论辩
还应强调的，

明显的量的或质的变异。学术界普遍赞同，夏商周
时期制度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因袭与损益，然夏、
商、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制度与文化方面，因袭性

难的同时，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

大于变异性，或是变异性大于因袭性，迄今为止，学

“中国历史上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早在新史学兴起之初，
的重要论题再度引起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五个 王国维先生曾提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
一度对学术界产生重要
“破除”[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再次高呼破除教条主 剧于殷、周之际”[18]的论点，
义的局限；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破除学术 深远的影响。然而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学者赞同王夫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 之“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19]P1112 的论断，从
研究“公式化”的格局；
、 史料和理论方面支持郭氏 “殷代与西周在生产方
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
定式；
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 式与文化水准上并无多大区别”[3]P31，
“唯我独尊”的“一言堂”
“殷末与西周
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 并看不出有若何剧变”[3]P239 补注等论点。综上所
观”。]的基础上，更多的学者试图跳出教条主义思维
的陷阱和“西方中心观”的理论误区，努力摆脱“五

论，迄今为止，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理
论的研究，学术界尚难以准确清晰地把握其未来去

“社会形态发展跳跃
种形态论”束缚，尝试性地构建
“奴隶社会并
论”或
“跨越论”体系。如有的学者重申

向。
总体而论，未来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应

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17]，
“不经过奴隶社会， 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与该庞大学术理论相关的
见诸极个 诸多问题作更加科学理性的思考。
见之于广大地区，是通例，
经过奴隶社会，
以上论点
别地区，是变例 [17]。在新的学术背景下，
1.经典作家“五形态说”的适用范围及“无奴学
日渐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赵光贤教 派”理论能否成为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最后定论？

-14-

「纵横经纬」
中国早期激烈的社会史 世纪。尤其建国后在“五形态说”指导下形成的三论
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
论战中，史学家们在资料运用和理论概括方面都存 （即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即
在严重的不足，所取得的成就政治性大于学术性。 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
事实上，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早即有较为 说、东晋封建说），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各种
清醒的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重视加强
理论和方法的基本素养，反对公式化、教条化地套
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学术研究逐渐深化
的同时，郭沫若先生自觉意识到，中国的古代社会

论说存在的问题日渐被一一揭示[2]，但迄今为止，不
同论说所揭示的某些历史真实性仍持续引起学术
“三论五说”
虽论点不一，证据悬殊，
界的高度重视。
但各家均以经典作家所划定的“五形态说”作为历

发展道路和经典作家理论
“不尽相符”
[1]P109。然值得
注意的，郭氏所说的“不尽相符”
，是否意味着中国

史分期的标准。“无奴学派”所提出的“奴隶社会并
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理论是否足以彻底颠覆
古代社会形态尤其是夏商社会形态与经典作家的 “三论五说”所共同采用的“五形态说”历史分期标
表述毫无关联？以上问题，显然值得包括“无奴学 准，还需要学术界经过相当持久的研究，方能作出
派”及其理论支持者的学者们，进一步结合中国社
会的历史实际尤其是夏商时期的生产方式、阶级关
作更为深入理性的思考。
系等重大问题，
2.
“无奴学派”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认识上的分
歧要求学术界对先秦社会形态作更加合乎历史实
际的理论概括。
综前所论，
“无奴学派”虽然赞同“奴隶社会并
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
，但就夏商社会形态的
“村社封
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诸如张广志先生的
建制”
、
“部落封建制”[17]及晁福林先生的
“氏族封建
[20]，
但二者所说的“封建”
毫无疑
制”
虽然提法不一，
问是和以往史学家所理解的作为生产方式的“封
张、
晁二氏尽管
建”，
语义基本是一致的。由此可知，
否认夏商为奴隶社会，却不约而同地用传统的“封
建社会”的特殊形态来取代“奴隶社会”的提法，显
然，他们并未彻底摆脱“五形态说”
的世界历史发展
是否意味着该阶段
图式。然否认夏商为奴隶社会，

准确回答。
与此相关，随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深入与
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体系的日趋完
备，先秦史尤其夏商史的研究正在向着更高的学术

一定就是“封建社会”的特殊形态，
夏商周时期不同

目标和水准推进。先秦史研究中诸多重大理论问
题，如夏商周的国家结构形式与政体、先秦时期的

时段的生产方式是否相似抑或有重大变迁等疑问
均需要学术界作更加系统缜密的探究。
“五形态说”的
除此之外，另有学者则完全抛开
世界历史发展图式，
诸如早期国家理论，同样短时

土地制度、中国早期的基层组织与管理形态的研究
均在不断深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系
统整理发掘已有研究成果，并不断对学术界已有研
究成果进行批判继承和科学分析，方能对学术界争

期内存在着诸多无法相统一的重大分歧。至于某些

论已久的先秦社会形态理论问题提出更为令人信
服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研

远离社会形态的种种理论概括，更从一个侧面说
明，
“无奴学派”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有渐渐陷

究，仍任重而道远。

入进退两难境地之迹象。
3.对学术界早期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应采
取什么样的态度？
综前所论，自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开
始，学术界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持续了将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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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甘泉,黄烈.郭沫若与中国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M].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
[18]王国维.观堂集林[C]卷十.史林二.殷周制度论[A].北京:中华书局
[19]王夫之.读通鉴论[M].卷末.叙论四. 北京:中华书局
[20]晁福林.夏商社会性质论纲[N].光明日报,1998—5—22（7）.史林

读史札记：董狐与“书法不隐”
II 社会学院 王青

秉笔直书
[关键词] 董狐；
赵盾；
书法不隐；
[摘 要] 春秋时期赵穿攻杀晋灵公，
晋太史董
狐书曰“赵盾弑其君”
，并不是曲笔，而是因为《春
秋》书法使然。赵盾在弑君案中承担着
“正卿”
与赵

谄媚的劣行。董狐所开始的并不是歪曲历史的传
统，而是秉笔直书、实录历史的优秀史学传统。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优秀传统，董狐
就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对于董狐的评价，
从孔

氏宗族长的双重责任,董狐抓住了这个定性之真， 子以来都是高度赞赏，近年甫有专家发出强烈质
直书“赵盾弑其君”
乃是真知卓识。反之，
董狐若只 疑，并且对董狐进行了非常猛烈地鞭挞。这种质疑
以史笔向执政者 的精神虽然可佳，但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却不尽
写赵穿弑君，那才真是为尊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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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
以致留下了不少可以继续探讨的余地。不揣
浅陋，
提出拙见，以求教于专家。
一 问题的提出

非夸张之辞，
董狐确实为历代所称颂。清代顾炎武
亦赞扬董狐坚持国史记录“赵盾弑其君”，为“董狐

之直笔”[6]。文天祥《正气歌》把坚持直书精神的“董
《左传》 狐笔”，喻为天地正气的表现，说道“天地有正气，
春秋中期，晋国发生了一件弑君大事。
宣公二年（公元前 607 年）记载，
是年九月，
晋灵公 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在齐
埋伏甲士要将赵盾杀掉， 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7]。
借宴请正卿赵盾的机会，
赵盾在车右武士提弥明和助手灵辄的帮助得以幸
免，遂后逃亡。赵盾的从弟赵穿率众攻杀晋灵公[1
]，
没有逃出国境即被
赵盾听到晋灵公被杀的消息，
“赵盾弑其
赵穿迎还晋都。晋太史董狐记载此事谓
赵宣子不服。董狐坚持这
君”，
并且在朝庭上公示，
亡
样写，并且义正辞严地对赵盾说道：
“子为正卿，
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2]
对于晋国历史上的这件大事，特别是董狐秉
占主流地位
笔直书之事，古往今来学者们的评价，
的，都是完全肯定的、
称颂不已的说法。这种说法
起自孔子。他说：
古之良
董狐，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赵宣子，
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3]。

和古代学者不同，现代学者，对于董狐的“书
“明
法不隐”开始有了不同的评析。胡适先生曾说：
却说是赵盾弑君。……这都是个人
明是赵穿弑君，
的私见，
不是历史的实事。……余毒就使中国只有
没有物观的历史。”[8]现今，更有专家
主观的历史，
十分激烈地指出“董狐的‘书法不隐’制造一个千
“明明是赵穿杀了灵公，改
古冤案”
，并且质问道：
成‘赵盾弑其君’，明明灵公有罪，却隐讳不提，这
就篡改了事件的根本性质，能说是不隐的实录
吗？”[9]。
然而，大多数学者却一仍旧贯，仍然肯定孔子
之说，对于董狐的“书法不隐”，给予高度的评价。
例如，许兆昌先生说：
“董狐是我国古代史官秉笔

孔子的这个论析为董狐罩上了一个巨大的光 直书的典范”
[10]。赵伯雄先生说，
董狐之事“表明了
环。董狐遂成为秉笔直书的楷模，
历代称颂不已。 史官对此次弑君事件的责任认定”[11]。瞿林东先生
今试举几例，以见一斑。晋代钟雅率军平苏峻之
乱，兵少势弱，有人劝他知难而退，钟雅说：
“国乱
不能匡，君危不能济，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执简

认为董狐“为中国史学史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
先声和楷模”
[12]。
以上两种意见显然是截然相反，一是认为董
狐所记是隐而不实的曲书，一是认为董狐所记为

而至矣。”
[4]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
“如董狐之书法
然后
不隐，
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
行之不疑，

秉笔直书。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对于认识中国

擅名今古。”
[51 说董狐
“擅名古今”
，
并
能成其良直，

古代史学传统和孔子思想研究都有较为重要的价

[1]关于赵穿为赵盾从父兄弟参见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2 版，第 590 页。
《榖梁传》宣公二年载此事，与《左传》所记大体相同，
而辞句略有别。《榖梁传》宣公二年载：
“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
[2]按，
‘子为正卿，入谏不听，
出亡不远。君弑
贼曰：
‘ 赵盾弑公。’盾曰：
‘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
非子而谁？’
”
（钟文烝：
《春秋榖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427 页。）
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第 663 页。按，
“惜也！越竟乃免”
一句，顾炎武《日知
[3]《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
《左传》宣公二年所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3 页），认为此
录》曾经以为是“妄述孔子之言”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四，
非孔子语。但是究上下语意，此语当以属孔子所言近是。
[4]《晋书》卷 70《钟雅传》，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876 页。
[5]《史通·直书》。（唐）刘知己撰，
（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李永圻、
张耕华导读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40 页。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四，第 243 页。
[6]（清）顾炎武著，
[7]邓碧清：
《文天祥诗文选译》巴蜀书社 1990 年版，第 154 页。
[8]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5—76 页。
[9]汤大民：
《
“书法不隐”无隐吗——
—董狐史案质疑》，
《史学月刊》2010 年第 5 期。
[10]许兆昌：
《周代史官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1 页。
第 9—10 页。
[11]赵伯雄：
《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8 页。
[12]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见张越编《史学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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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得我们进行再探讨。
二 弑君事件中的赵盾责任的认定
赵盾该不该承担“弑君”之责，应当是一系列
问题的焦点，也是当代学者继胡适先生之后所发
出的质疑的焦点。

乃是赵之侧室旁支，晋灵公被弑杀之案，史载有
限，虽然不能据现有资料论定赵盾是此案主谋，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赵穿此举是为了保护
赵盾所为。况且赵盾对赵穿的袒护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赵穿，
《左传》上记载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

赵盾在弑君案中的责任有两个方面，一是作 文公十二年，赵穿在秦晋河曲之战时，违反军纪，
为“正卿”的责任，
二是作为赵氏宗族长的责任。
不听命令，贸然带领部下出击秦军，致使晋军非常
先说赵盾作为“正卿”的责任。何谓“正卿”？ 被动，当时赵盾将中军，却没有追究赵穿的责任。
“国有大命，
而有正卿”
[1]，
正卿乃执政之卿，
为众卿 第二件事是宣公元年，赵穿无谋却侵袭崇国，结果
“ 国 无功而返。赵盾事先没有阻止赵穿的行为，
事后也
之首，
卿，君之贰 没有追究赵穿的责任。第三件事是宣公二年，
赵穿
也，民之主 弑君后，赵盾返国，不仅没有追究其罪，还派他迎
也。”
[2]正卿 立新君，
“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迎立新
的权力仅次 君是何等的重责大任，赵盾派赵穿去，很明显是对
于国君。关 赵穿弑君行为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出，赵盾是偏袒
于正卿的职 赵穿的，而赵穿也是忠于赵盾的。晋卿士会曾经这
责，
《左 传》 样评价赵穿：
“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
好勇而狂”[5]。对于这样一个有勇无
弱，不在军事，
谋轻狂之人来说，在赵盾逃亡后紧接着杀掉晋灵
赵盾是主谋。这
产（公孙侨） 公，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赵盾指使，
谓：
“发命之 一方面史料缺乏，然而就有限的记载以及孔子对
昭公十六年
记载郑卿子

不衷，出令
之 不 信 ，刑
使命之不听，
取陵
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
执
于大国，罢民而无功，
罪及而弗知，
侨之耻也。”

赵盾的评价来看，说赵盾是弑君案的幕后主使，也
是不能成立的。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赵穿为了保
激于义愤。董狐作为大史，对于时局
护赵氏宗族，
看的最清，他深知晋灵公对赵氏宗族的威胁，即使

政卿对于政令、刑狱、朝会等都负有责任，更何况 赵盾不是主谋，但赵穿弑君是为了赵氏宗族，这是
“弑君”这样的重大事件呢？所以董狐对赵盾所说 毋庸置疑的，而赵盾对赵穿的袒护以及赵盾事后
的“子为正卿，亡不越竟，
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是 抬高赵穿的举措，都使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赵盾的
完全可以成立的。对于这一点连赵盾也无可辩驳， 真实意图，那就是发展赵氏宗族的势力，所以才会
只得承认，
并且发出慨叹说：
“呜呼！《诗》曰‘我之 直书“赵盾弑其君”，而赵盾作为正卿兼赵氏宗族
怀矣，自诒伊戚’，
其我之谓矣。”
[3]
长，他确实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顾炎武说“穿之弑，
再说赵盾作赵氏宗族长的责任。赵盾作为赵
衰的嫡子，在赵衰死后继任赵氏宗族长[4]，
而赵穿

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6]。他肯定这次弑君
案的主谋是赵盾，其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是无可逃

（修订本），第 956 页。
[1]《左传》襄公八年郑卿子国语。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第 1070 页。
[2]《左传》襄公二十二年郑卿子展语。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第 663 页。
[3]《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
“ 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
，文公五年，赵衰死后赵盾代其执
[4]《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赵姬请求赵盾接回赵盾母子，
赵穿迎立新君晋成公，赵盾一直是赵氏宗族长。晋成公即位之后，赵盾请以异母弟赵括为
政，一直到宣公二年，
晋灵公被弑，
公族大夫，自己以余子自居而以正卿兼掌旄车之族。这是为了和睦赵氏宗族的做法。此后赵盾仍然是实际上的赵氏宗族长。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第 590 页。
[5]《左传》文公十二年。杨伯峻：
[6]（清）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四，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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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的。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认为
“良史之

对错善恶）皆必记录下来，不得有所遗漏或隐瞒不

这就是史官的职责。
法，深责执政之臣”[1]。刘家和先生则指出董狐所 记。如实记载国君的言行，
显而易见，晋灵公作为国君而被弑杀，肯定在
记，体现了“一种定性之真”[2]。可以说，
董狐抓住
“赵盾弑君”
，
乃是一个了不 “必书”
的范围之内，是隐瞒不得的。
了这个定性之真，直书
那么关于晋灵公被弑杀之事，作为史官的董
起的卓识。
三“书法”与董狐直笔
对于遥远的历史真相的了解，古代史官的相
“本来溢
关记载是非常重要的。范文澜先生曾谓：
大率非
美溢恶，人情之常。历史上所载人物事迹，
真面目。居里闾中琐屑小事，
往往以讹传讹。经时

狐秉笔直书了没有呢？
有专家曾经断定对于此事，董狐“并非一无所
隐，而是大有所隐。他隐去了杀君案产生的主要原
[4]。
混淆了弑君案责任
因和灵公的罪责”
这种说法，

的认定与弑君案产生的原因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
史官只记载事件的简略经
愈久，所说愈详。与本事相去益远。况史传所记乃 问题。依照《春秋》书法，
并不做具体剖析。例如，
《春秋》桓公二年载：
数千百年前事耶？”
[3]对于晋灵公被弑案的最早最 过，
权威的记载，就是董狐作为晋国史官的记录，此记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就是如许的简
在《左传》桓公二年有所记
录传到鲁国后载入鲁史《春秋》。我们今天能够见 单。这个弑君案的经过，
民不堪命。孔父嘉为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
到的就是《春秋》的记载。《春秋》是按照一定的义 载：
‘司
例，准则、写法（亦即
“书法”
）来完成的。那么我们 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
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原来这是作为太宰
所见的这个记载可信吗？
我们须要弄清楚的一个前提性质的问题是， 的华父督利用宋国连年对外战争所形成的国人的
春秋时代的“书法不隐”
为何事，
孔子称赞董狐
“书 不满情绪而弑君。宋国、鲁国史官，以及后来“修
法不隐”的“书法”，即史官的写史之法，亦即撰写 《春秋》”的孔子并没有要隐瞒因宋殇公失策而引
史乘的原则、
义例和笔法等。孔子说赵盾
“为法受
规定了董
恶”的
“法”
也是这个
“书法”
。因为
“书法”

起内乱的真象，而是直书事实。这是《春秋》书法使

狐要怎么写，所以赵盾只能因此而蒙受“弑君”的

然[5。专家以此责备董狐，恐怕是对于《春秋》书法
的理解尚有一失的缘故。

恶名。
《左传》中两次提到《春秋》书法。一次是宣公

或有专家所强烈质疑的问题，是认为董狐所
记完全是“隐讳和歪曲”，只是“把赵盾作为‘弑君’

二年载孔子语谓董狐“书法不隐”
，另一次是庄公

的罪魁祸首、乱臣贼子记录在案的，真正的杀君者

二十三年，曹刿谏鲁庄公不要到齐国观看社祭所
这里所
说的话：
“君举必书，
书而不法，
后嗣何观？”

我认为本文前面的分析已
一字不提”[6]。对于此点，
经可以证明作为“正卿”和赵氏宗族长的赵盾，应

，史
—“君举必书”
讲的是史官书法的一个原则——
与
官必须记载国君的每一个言行。这一处的意思，

当负“弑君”之罪责，董狐所记正是秉笔直书。赵盾
是执掌晋军政大权的“正卿”，对于董狐来，赵盾对

，
国君的所有言行（无论
“不隐”有关。“君举必书”

自己的威胁比一个名不见朝堂的赵穿要大得多，

[1]（日）竹添光鸿：
《左氏会笺》，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第 816 页。
第 16 页。
[2] 刘家和：
《史学、
经学与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范文澜致顾颉刚书》，
载顾颉刚：
《古史辨自序》手稿影印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81 页。
—董狐史案质疑》。
[4]汤大民：
《
“书法不隐”无隐吗——
[5]简略地直书事件而不分析前因后果，这是《春秋》记事的通例，如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文公元年“楚世子
（《左传》成公十四年）。
商臣弑其君頵”
、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等皆其例。《左传》的作者曾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
上古文风简直，于《春秋》及其它史类著作尤然。杨伯峻先生曾谓“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并谓这种 写法是
“前言”第 18 页）。《春秋》一书文字极省简，记事极略，以至于有“断烂朝报”
“大线条的画笔”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宋史·王安石传》语）之讥。此为通例，史官所记不得不然。
[6]汤大民：
《
“书法不隐”
无隐吗——
—董狐史案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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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经纬」
董狐不惧权贵而秉笔直书，其勇敢精神值得肯定
和赞扬。假若相反，董狐若放过当负弑君案罪责的
赵盾，而只写赵穿弑君，那才真是为尊者讳，以史
笔向执政者谄媚的劣行呢。
关于《春秋》书法，孟子曾经从古史之变的角
《诗》亡
度来考察，指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良大夫”是从赵盾这位执政之卿一生的行事说的。
终其一生，赵盾还是勤勤恳恳，恪尽职守的。此外，
也是赞扬赵盾尊重史官的做法。史官依据修史笔
法，归责于他，而他也承认了史官的记载。
四 结论：
关于董狐是否秉笔直书的问题，白寿彝先生
的论析平实而可信。他说：董狐所记，在具体情节

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
秋》，
一也：其事则齐桓、
晋文，
其文则史。孔子曰： 上跟事实有出入，但把弑君一事在政治上应当负
”[1]孔子所谦称自己掌握了 责的人写上，不畏权贵，还是尽到了史官应有的职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春秋》之义，这应当是他修《春秋》
（以之为授徒教
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具体说来其荦荦大端者应当
《春秋师
是尊周王、律诸侯、诛叛逆、黜僭越等项，

责[6]。
史官应有的职责，在董狐那里是得到体现的。
自董狐以来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

[2]。孔子称赞赵盾
说》把这些称为“圣人修经之法”
“忠
为“古之良大夫”
，
《榖梁传》宣公二年谓赵盾为

一。然而，论者偏偏籍董狐之事把这个优秀传统抹
黑，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专家说，从董狐之记到
看来是有些冤枉，
所 孔子修《春秋》
“形成了史学为‘正名’服务，叙事服
臣之至”。准此，若说他弑君，
以孔子说赵盾“为法受恶”
。清儒庄存与说《春秋》 从于‘正名’的体系，并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发展
“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 为主流史学和统治史学。这个体系的恶劣影响不
之书法，有如下的原则：
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 仅在于‘隐’去了大量的历史真相，造成许多冤假
否”[3]。依照这些原则，晋的弑君案，当然属于尊、 错案和千古之谜，更在于它为巩固君主独裁政体
按 和宗法等级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依据和法统
重、大、变之列，所以是必须加以记载的。同样，
如果赵盾当时逃跑到了晋
则董狐与孔子罪莫大焉。然而，
照《春秋》书法的义例，
支撑”[7]。果真如此，
境之外，也就可以不蒙受弑君之名[4]，这也体现了
孔子的尊君思想并非是盲目绝对地尊君，而是有
所分析、
区别对待的。

事实并非如此。董狐所开始的并不是歪曲历史的
传统，而是秉笔直书、实录历史的优秀史学传统。
先秦时期的史学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
神，汉代司马迁承继这一精神，写史时“其文直，其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孔子对董狐与
赵盾的评价。孔子对董狐的评价是
“古之良史”
，
对 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被赞扬为有“实录”精神的
“古之良大夫”
。似乎良史与良大夫 “良史”[8]，唐代的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中，
赵盾的评价是：
在这里因为“法”而产生了不
可调和的矛盾， 仍然倡导这种精神，认为史官应有崇高的责任感，
[5]。其实不然， “道苟直，
虽死不可回也”[9]。要之，中国史学的这一
孔子赞美董狐是因为“必也正名乎”
孔子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是从其不畏权势，敢 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是不会被虚构的所谓“正名”
而称赞赵盾为
“古之
于秉笔直书赵盾弑君案说的；

史学所遮蔽抹黑的。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92 页。
[1]《孟子·离娄》下。杨伯峻：
《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2] 转引自张高评：
上海书店 1988 年版，第 822 页。
[3]（清）庄存与：
《春秋要指》，
《清经解》第二册，
而可逃之境外乎？”
（顾炎
[4]关于“越竟（境）乃免”，
顾炎武认为：
“ 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
第 244 页。）顾炎武是从“礼法”的角度说话，而董狐所记之义例乃春秋史官的
“书法”。
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四，
顾炎武以为此非孔子语，亦非是。
“书法不隐”
无隐吗——
—董狐史案质疑》。
[5]汤大民：
《
[6]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第一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7 页。
[7]汤大民：
《
“书法不隐”
无隐吗——
—董狐史案质疑》。
[8]《汉书·司马迁传》。《汉书》，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第 2738 页。
[9]《柳河东集》卷三十一。转引自张越编《中国史学史读本》，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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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

通俗文学的政治
—重评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
——
II 文学院教授 季进

“雅文
文学史上往往有所谓的雅俗文学之分，
学”高高在上，文质彬彬，而“俗文学”流布更广，却

和学术活力（viability）。国内以魏绍昌、范伯群等学
者为翘楚，而国外则以林培瑞（Perry Link）为代表，

其实隐
似乎品味不高。这种泾渭分明的雅俗之分，
含着雅文学的霸权，
而忽视了俗文学自身的生产与
也使文学研究流于形式
运作机制。雅俗文学之分，
的讨论，
化的“前缀”
陷入什么是雅的文学与什么是

（
其 专 著 《鸳 鸯 蝴 蝶 派》

俗的文学之类的争辩，
而忘记了文学研究最核心的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堪
称这方面的开山之作。

任务是对“文学性”的探讨。尽管
“文学性”
这个概念
林培瑞的著作出版至今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
（
“二流 [2]）、
从诞生伊始到现在，屡经播迁，并且日渐沉迷于繁 “鸳鸯蝴蝶派”也由原来的“恶流”
“俗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
复叙事形式的创新，
即便是最 流”变成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学术热点或“热流”
。在 但海外学界相关的专著依然只此一本[3]。有意思的
平实的叙事，也可以形塑一种可能的“文学性”
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把所谓的俗文学或通俗文
学从“低俗”、
“不入流”的冷宫中解放出来，并施以

是，虽然这本著作早已译就，并列入我主编的“海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

更加多元、灵活的观察视角艺术，我们所要举证的
“鸳鸯蝴蝶派”
就是二十世纪蔚为大观的
。“鸳鸯蝴

未能出版。大家对此书的了解更多是通过周蕾极具

过专指四六骈体言情小说的短暂阶段，但到 1930
所以备受后
年代以后，则变得无所不包，
泥沙俱下，

培瑞的著作与夏志清的名文 《徐枕亚的 < 玉梨魂
>》并举，对应性地提炼出两套极为不同的研究方

“鸳
来文学史家的贬斥与攻讦[1]。1980 年代以后，
鸯蝴蝶派”作为通俗文学流派的价值，重新得到海

方法。其中，
林培瑞
法：
“社会学的”方法和“文学的”
式的社会学方法倾向于把“鸳蝴派文学整个都转变

批 判 性 的 《妇 女 与 中 国 现 代 性》
（
蝶派”并非一个有组织、
有章程的文学团体或流派，
Mineapolis: Minnesota
而是“五四”之后，被新文学作家用来涵盖新文艺以
它也经历 University Press, 1991.）一书而获得的。周蕾将林
外所有旧派作品的笼统称谓。在此之前，

内外学界的重视，逐步恢复了其历史信度（validity） 成为现代中国生活的‘方法’指南”。这种解读方式
《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北京：
[1]相关的讨论可见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通俗文学十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范伯群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范伯群、孔庆东：
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袁进：
《鸳鸯蝴蝶派》，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刘扬体：
《流变中的流派——
—“鸳鸯蝴蝶派”
新论》，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赵孝萱：
《
“鸳鸯蝴蝶派”
新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middlebrow fiction”的提法，
[2]柳存仁有所谓
见柳存仁编：
“现代性”
观念解读了《恨海》
（
[3]但是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少的，例如唐小兵以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李海燕以“情感结构”
分析了鸳蝴言情小说（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胡缨从“塑造女性”
的角度对其作出关照（
,1899-191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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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挽救不为经典评判标
尽管“明显表达出善意，
准所肯定的资料，”但在周蕾看来，却也无疑“隐含

不满于仅从西方世界援引理论资源的读者，也
可以转向中国的抒情传统，从其形式论上找到新的

有帝国主义倾向，因为史学家似乎就认为这些资料
客观中立，这样一来他们便延续了所谓
‘知识’的帝

技术支撑。在关于 17 世纪才子佳人小说骈文体裁
的研究中，萧驰不无深意地指出，骈四俪六的平行
文体不仅方便了情人们的诗笺往来，也提示出叙事
结构上的对称平衡是，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暗含一

‘国族的’
差异来
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总是以不同
进行论述。这也就是说，
一个复杂文化形式的特殊
，
这种方法只因
之处总是只被驯化成
‘有用途之处’
为有‘实际的’数据的支持便宣称自身是科学客观
的。”[1]可以肯定，
周蕾的评骘有其敏锐之处。她不
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林著方法论上的局限，
而且也
深挖了其后可能隐藏的意识形态运作。然而，
不可
否认，她也同时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解，即林著的
工作仅仅止于对鸳蝴作品作反映论式的社会学解
读。事实上，除此之外，林著还有很多值得称道之
处，比如精彩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这种方法来
自于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等人的结构主义理论是，在他们看来，文

种本体论的可能，即显示了人们对宇宙、世界的本
原认识。文类的平行结构对应的是宇宙的公平准
则，才子佳人的“命中注定”正是由这一平行的宇宙
观所决定的。刘勰所谓“天文”、
“地文”、
“人文”的有
序呼应，正是此意。不过，在萧驰看来，天人和谐又
不止于阴阳结合这么简单，它也讲求变化的轨迹，
追逐在“同类相从”
之中发见“异类俱存”。这种宇宙
哲学观反映在美学形式上就是骈文和律诗等既有
整饬的对仗，又必须以绝对不同的字词来完成[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徐枕亚《玉梨魂》一类的近世

学叙事总是有案可稽，
再繁复的作品也可以分解成

骈体言情小说，可以视为此一认识论的现代延续。
因为徐枕亚又同时处在一个传统世界观、美学观崩

各种固定叙事功能或意义单元的排列、
组合。林培
同样存在着
瑞据此发现，早期的鸳蝴言情小说中，
一脉清晰的浪漫套路。它们是 （1） 非凡的天赋

裂的年代，所以他悼亡式的写作也就有了另一层现
代意义，即“要在变化的时代走出‘异类俱存’的死
推广情在乱世中的教化作用”[6]。林培瑞所拈
胡同，

（Extraordinary Inborn Gifts）、
（2） 高 度 的 敏 感 出的六个既对立、矛盾，又互为平行的结构，也可视
的发现和肯定。
（Supersensitivity）、
（3） 深陷情网 （Fall in Love）、 为是对这种“教化作用”
（4） 残酷的命运 （Cruel Fate）；
（5） 忧思和疾病
应当看到，林著在方法论上并不是孤立、单一
（Worry and Disease） 以 及 （6） 毁 灭
（Destruction?）。这六个方面不但相互牵引、
互为暗
示，而且也极为巧妙地构筑出一套传统的阴阳秩
序。前三、
后三分别指向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两面，
从
而形成了一种平行的对称结构[2]。林培瑞的解读当
然只是点到为止，不过有心人，
也可以顺藤摸瓜，再
来一番格雷马斯（A. J. Greimas）似的符号矩阵解
析，把其所谓的 X、反 X、非 X、非反 X 一一坐实对
应 [3]。如此一来，鸳蝴小说或许也可能像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所解读的《聊斋志异·鸲鹆》那
样重现新意和光彩[4]。

的，即便是在社会学的研究层面上，作者也试图突
破简单的历史反映论，而指正文学与现实之间有着
无尽的辩证和互动。言情小说在民初的风行，既受
惠于社会风气的变动、传统家庭伦理的解钮，同时
也受到现代出版传媒发达的催动，可反过来，这股
写情的潮流也给现代出版业及思想革新事业注入
活力。李海燕关于鸳蝴作品中“情感结构”的讨论，
就一再表明这种感伤的儒家基因，造就的是一个现
（the love community）：
代情景中的“爱之共同体”
不仅为现实赋予意义，更将此意义体现于感官
与感性形式的过程[7]。近年来，有关“情感”问题的

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第 76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周蕾：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 p.65.

[2]Perry Link,

[3]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
吴泓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第 103—11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
[5]参阅萧驰：
《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晨文化，1999。
》，王德威编：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6]徐钢：
《情的现代传承——
—读夏志清的〈徐枕亚的《玉梨魂》〉
第 158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
[7]Haiyan Lee,“All the Feeling That Are Fit to Print: The Community of Sentiment and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China,
1900-1918.”

, Vol.27, No.3 (July 2001), pp.29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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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备受青睐。从都市语境下的价值抉择到公私
律动中的情感表达，乃至民族国家话语的现代确
不得不指出，这些研究
立，议题五花八门[1]。但是，
要么就事论事，徘徊于“五四”新思潮内部，要么如

在针对《海上花列传》以及《海上繁华梦》的讨
论 中 ， 林 培 瑞 的 高 足 戴 沙 迪 （Alexander Des
Forges）公正地指出，小说连载的形式非但无损于
其美学特质，反而助其发展出一路更为复杂、连贯

王德威等人直抵中国抒情源头[2]，反而有意无意地
忽略了民初的“鸳鸯蝴蝶派”
文学。鸳蝴派文学之所

的叙事结构，调试着读者在面对新的都市刺激之时
的情感反映，并且在出版技术和办刊文化不断变化
的语境下使自身稳定下来。[4]事实上，如果我们稍

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所牵涉的情感结构等广泛的内
容，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意识形态。我
想特别表明，此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不只是指报纸
杂志所营造的话语“公共空间”
，
更是指其用连载的

加注意，还会发现连载小说不仅提供了都市语境下
新的消费和生产策略，同时，也对传统的文本定义
产生冲击。这些连续出现的小说片段，非但缺乏相
对的完整性（因为篇幅或排版的关系，小说常常被

形式来刊登作品，并发展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和阅
读体验。李欧梵已经提醒我们，
“这些外在的问题 任意腰斩，不能终句、终篇就结束了一期的连载），
（指小说连载，以及与此相关的杂志停办、报纸排、 更是同其他文字、图像，即同一期号、版面内的社
改版等问题），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一概不提，
一 论、新闻、广告等等形成一个混合文本。这些文本之
文本以及文本以内的
‘作者’
为依归，
切以（抽象的）
间有没有一种呼应，甚至抗拒的关系，这些关系是
—如法国的 不是又足以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大文本”
只有研究文化史或印刷史的理论家——
？针对这
罗杰·夏蒂埃 （Roger Chartier）——
—才会关心这些 个问题，荷兰学者贺麦晓（Michel Hockx）已经提出
文本制作或实际阅读习惯的问题。”
[3]林培瑞在书
中专门指出，近代报刊小说的发达离不开连载这种
特殊的形式。就读者而言，
连载给他们造成了一种
他们乐于每天以微小的支
经济上负担更小的错觉，

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即“水平阅读”
（horizontal
reading）的方法。他强调同一期号上的各文本之间

出来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
从而培养了一种近似于

存在着空间上的关联，单一的小说或诗歌文本不能
算作是独立的意义单元，真正的“文本”是指杂志期
不是由某
号本身以及全部的视觉内容。这个“文本”

定时定点阅读的消费习惯；而从出版方的角度来
看，为了保持其销量的稳定，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去
吸引读者，所以，每天的连载故事总是在一个未完

个单一的作者完成的，而是“一个集体作者的产物；
一个编辑的产品；或一个作者隐去的（authorless）
。[5]
多声部集合体”

的高潮中收束，牵引着读者期待第二天的阅读。这

正是在这样多元视角的整体关照下，我们可以
进一步明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价值功用，或者说

种编排和书写的形式，显然受益于传统的章回说
部，只是其中悬念、高潮出现的节奏和频率被大大
强化。虽说小说因此变得更加好看了，但同时也带
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此“制作”
对小说本身的美学性
有没有伤害？

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要为独特加上引号，
、
“游戏”为中心的价
我是想表明鸳蝴那种以“消闲”
值取向，实在是既新且旧。它不但可以回溯到视小
说为稗官者之流、小道不经之说的古老源头，也可
.

[1] 譬如 Bonnie McDougall（杜博妮）.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Yomi Braester（柏右铭）.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Jing Yuen Tsu（石静远）.

, 1895-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王斑：
《全球化阴影下
的历史与记忆》，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海青：
《
“自杀时代”的来临？：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
选择》，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参阅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2010。
[3]李欧梵：
《通俗文学研究断想》，见季进编《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第 171 页，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8。
[4]Alexander Des Forges,“A New Mod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Late Qing: The Invention of the Installment Plan.”in David
Der-wei Wang & Shang Wei, eds.,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88-419.
[5] Michel Hockx.
Leiden: Brill, 2003,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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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时忧国、
涕泪交零的情感
以使自身区别于“五四”
它给普通
症结。在一个急速变动、
前程未卜的时代，
读者带来的是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安顿。在一份充
斥着国仇家恨、世相颓靡的新闻报纸中，每日出现

的立场，或者说引入了全球化的观念来审视鸳蝴这
个传统风格的都市小说，将其与城市化潮流、工业
化进程中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通俗文化等量
齐观。新的文化语境、出版机制、生活形态、价值取

的一方文字空间，使人得到短暂的喘息。这正是林 向、国际关系为鸳蝴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动力，
培瑞所说的“舒解性诗学”
，它倡导以快乐的方式来 满足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安顿。也许，
舒缓现代性的压力，
以最安全的距离来经受时政的 这种视点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并不新鲜，它无非是把
变化、外洋的冲击、传统的转型以及社会的改革等 研究的注意力从内部引向外围，以文化而非文学的
等。
很显然，作者从读者反应论的角度得出了这一
它至少传达出两
认识。这一视角与认识十分重要，

方法来考察世界。但是，当我们将 1910 年代的全球
观和情感症候同 1990 年代全新的世界潮与情感趋
势捉置一处时，会发现其中一些有趣的问题。千野

—读者必须得 拓政在《亚文化与青年感性的变化》一文中指出，这
方面的信息。一是通俗文学的受众——
有关读者构 当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阅读方式的转变。他说：
“现
到相当的重视。目前的通俗文学研究，
成、性别、生活、审美取向多，以及阅读反映对作品 在，部分年轻的读者阅读文艺文本的方式显然跟以
的最终成形、传播、演变的作用鲜有讨论。与作者、 前不一样。简单地说，他们看重的已经不是作品的
读 故事情节和思想，而是作品里的形象。……这种倾
文本、世界这些相对稳定、
可考的因素相比而言，
往往不入研
者因为缺乏记录自身或被记录的机会，
通俗文
究者的法眼。但是，离开了这些无名的读众，
那些借着
学显然就失去了“通俗”
的基础。更何况，
连载出现的小说，通常因为受到读者的干预，而出

向在动漫、轻小说（light novel，在大陆相当于校园
小说或青春小说）、yaoi（也称作 boys love，也就是
女生看的男生同性恋的故事） 小说领域特别明显。

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跟青少年对社会感到的无聊、
现更换情节、修改结局的现象。在一个集体作者共 孤独或闭塞感有关系，加上，这不是唯在日本存在，
同制造文本的意义上，
我们尤有必要对通俗文学受 而是几乎所有的东亚城市都能看到的现象。”[2]它
的美学 启示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现象，通俗文
众加以充分的关切。二是要把
“鸳鸯蝴蝶派”
主张与其审美实践相区隔。消闲娱乐确实是
“鸳鸯 艺也不是对这个现象的某种机械性反映。更为有趣
我们不能就此把它等同 的是，面对无法纾解的时代压力，人们，特别是青年
蝴蝶派”的艺术主张，但是，
于其美学特质，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书写的内容也完 为什么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通俗文学来释放（当然
全是娱乐散漫的。逸乐休闲是鸳蝴作者对小说之用 这并不是绝对的）？是它更为流行，还是别有缘由？
的一个定位，而细读其文本，我们会发现它所要传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是否会走向通俗化？这些问
意涵同
“五四”
新文学一样具 题或许都值得我们深思。
递、讨论的信息、话题、
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严肃性，对新的文本叙事技巧、
作为一个汉学家，林培瑞有着扎实的资料梳
新的话语表达也有充分的实践，某种意义上，它们 理，对读者、作者的分布、构成，以及小说的价值功
与“五四”新文学一起共同推动了现代白话文学的 能和性质转化等文学生产方面都有细腻论述。林培
“寓教于乐” 瑞还专门发明了“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这个
发展。换言之，我们往往把它所提倡的
不 概念来指代鸳鸯蝴蝶派，指明了鸳鸯蝴蝶派文学有
的“教”
与“乐”混到了一处，
或者干脆只见其
“乐”
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完全认同罗鹏 迹可循的文类风格与“城市”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语
见其“教”
（Carlos Rojas）的观点，
“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

境。林培瑞的研究提醒我们，通俗文学研究不必急
间不曾间断的斗争是基于两者分享了太多的相似 于寻觅其“有用性”，而应该从其无用之中见出深
但是，
这些标
点，如其作者的阶级背景、小说的内容、风格等等， 意。通俗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好事，
而非其绝然的不同、对立。[1]
榜快乐的文学能不能在社会价值之外彰显文学经
林著在方法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采取了比较

典的意义，那显然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的阐述。

[1]Carlos Rojas,“Introduction: The Disease of Canonicity.”In Carlos Rojas & Eileen Cheng-yin Chow（周成荫）, eds.,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2.
[2][日]千野拓政：
《亚文化与青年感性的变化——
—在东亚城市文化所能看到的现代文化的转折》，
《扬子江评论》，201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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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二则
II 文学院教授 李勇

拉开距离看历史
—读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
——
》
荷兰著名文学理论家佛克马的成名作《中国文
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
》[译者：季进 、聂友军，北京
虽然是 1965 年出版的“旧
但我们
作”
，其中文版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出版，
仍然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冲击力不亚于任何新锐的
为什么他在文学事件发
学术论著。我们不禁要问，
佛克马作为一
生时所作的判断，竟如此精确？当然，
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 版]

位大师级的学者的学术功力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
除此之外，与事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恐怕也是不可
忽视的原因。
佛克马的书是
1965 年 出版 的 ，而
他所讨论的对象是
几年前的中国文
学，包括创作、批评
和理论以及文学政
可
策。就时间而言，
谓没有距离，反而
是当下的。事件就
发生在佛克马写作
的同时。他观察正
在中国发生的文学
这
事件的距离不是时间距离，
而是空间距离。当然，
更是文化空间。对于佛克
个空间不仅是地理空间，
马而言，无论他对中国文学（包括中国这个国家）有

1956 年至 1960 年可谓中国文学界的多事之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的反右运动让文学家们措
手不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又让人们对于苏联老大
哥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跃进中的新
民歌运动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
方法又让文学家们无所适从。生活在中国的身经百
战的中国作家中因跟不上变化的节奏而落伍挨批
的不在少数。时至今日，当代文学研究者中能理清
这些事件的内在逻辑者也为数不多。可是佛克马却
“在政治机会主义影响下，以党性为
一语道破天机：
最高原则，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文学原理和文
学概念，其重要性与内涵阐释却随政治变化而变
动。”
（P243）从佛克马这个解释，我们也许可以更容
易看清，双百方针也好，现实主义深化也好，人性论
也好，几乎所有的问题背后的症结都在于政治，文
学理论的学理问题一旦跟不上政治变化的节奏，灾
难就会降临到文学家头上。这也许是道出了一个简
单的事实。但是时至今日，这个简单的事实仍然被
各种时髦的术语挡在当代文学研究之外。这实在令
人汗颜。
发现各种文学事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并没有把
佛克马变成一个阴谋论者。相反，他的讨论仍然是
一种严肃严谨的学术研究。他对那几年的文学政策
“中共领
表述中的修辞分析是十分精准的。他发现：
导层认可的构成文学理论的原则体系，一直都是模

多大的兴趣，他都是局外人，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
份冷眼旁观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这或许正应了中
国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的老话。身在其中的人
的
正争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身在西方“垂死没落”

地发展”这种婉转的表述为例，说明了中国的文学

资本主义国家的佛克马却看出了发生在中国的这
些文学事件的奥妙。

理论中改变政策时是如何巧妙地保持着表面上的
连续性的。而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表述中隐含的

糊不清，
貌似单一的，这或许是有意为之。表述的模
糊、含混与矛盾，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以便在风云
（P238）他以“创造性
变幻的政治形势下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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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却被中国学者忽略了。我们似乎还没有人仔
细地去核查那些曾在中国文学史上显赫一时的理
论表述中的自相矛盾、模糊不清之处，并解读其中
隐藏的政治信息。因此，
我们不得不佩服佛克马的
敏锐与细致。
当佛克马把这几年中国文学界的重大事件都
放在这样的政治 / 政策的架构中来解读时，他对于

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如此一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后半期这几年，中国实际上是主动地操纵着苏联的
文学资源，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苏联的控制。有了这
样的认识，才可以合理地解释中苏绝裂的思想背
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中国的核心利益
是不能受到损害的，否则，哪怕是老大哥也要翻脸

苏联影响的分析就显示出了更加令人惊叹的说服

的。
佛克马在当时透过空间距离看到这些奥妙，我们今

力。与我们常常将 50 年代的中国对外政策描述为
“一边倒”不同，佛克马已发现了中国人并不是完全
中国的文学事件
听命于苏联的。他的理由很简单，

天通过时间的距离也应该看到。这是佛克马的书在
今天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引起共鸣的原因。当历史
翻过了新的一页，回过头看，我们应该比当事人有

是在中国发生的，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都有其独特
的现实背景。中国的领导层当然不可能变成执行苏

更清醒的认识。历史脉络清晰了，激动的情绪冷静

联政策的办事员。因此，
中国领导人对于自己国家
自有一套独立的理念和运作方法。这
的文学活动，
个论述改变了我们对那个时候时代中国文学特别
是文学理论深受苏联影响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佛克
马还对比了中国和当时的苏联对俄罗斯文学传统
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后斯大林时代两个国家对斯大

了。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到了佛克马当年观察中
国的视点上，也许还不算晚，因为佛克马在为这本
书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书没
有过时。他坚持自己当年的观点至今没有改变。他
当年写作这本书的空间距离超越了时间，几十年
后，空间的距离终于与时间的距离交叉汇合了。

林遗产的不同态度，
揭示出中国在当时对俄罗斯甚
至苏联的共产主义作家的评价和借鉴都是从中国
自身的政治需要出发的。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与
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的理论更是直接取代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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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的中国
—读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
——
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
再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概
念一旦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似乎就变得令人手足无
措。就拿我们的电视里常常唱的“我们都有一个
“中国”是我们再熟悉不
家，名字叫中国”来说吧，
过的词了，可是如果我们问一问到底“中国”是啥
意思？要解释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不仅要进行专
门的学术研究，而且还得涉及到地埋学、历史学、
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遗传学等等
不同学科，在国外“中国学”或“汉学”还有对“中 是巨大的。日本、朝鲜、
琉球、安南都是文化中国影
国”概念的专业研究。总之，
“中国”
这个词到了学 响所及的地区。在清兵入关以后，
李朝朝鲜仍坚守
术研究领域就被学者们弄得复杂起来。
复杂并不意味着毫无头绪，
无从谈起。葛兆光

明朝旧制，
甚至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嘲笑起髡发
胡服的清朝汉人来。如此看来，这个深受儒家思想

先生在《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 年第一版]一书中就
清楚地为“中国”梳理出了三个不同的含义，或者

影响的汉字文化圈又把文化中国的外延放大了。
其实，无论是缩小还是放大，都在挑战着“中国”概

说是理解“中国”的三个不同维度。首先是历史的
从时
中国，就是说历史上中国经历了不同的朝代，

念的含义。文化中国也是不那么容易界定清楚的。

间上说“中国”就是变化的。凡是有一点中国历史
常识的人都知道改朝换代意味着什么。朝代不同
了，不仅是皇帝不同、年号不同了，连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也都得跟着变。那些不想跟着变的人就只
能做遗老了。从空间上说不同朝代的疆域也有不
同，这一点，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地图都能呈现出
来，不必饶舌了。如果时间、
空间、
当政者和生活方
“中国”还能有什么统一的
式都不同，那么这样的
固定的含义？只能说是历史的变化。其次是文化的
传
中国，历史朝代变迁除了变化的一面还有延续、

最后是政治的中国，如果历史和文化都是存在争
议的领域，
那么政治应该是毫不含糊的吧？在现代
政治中国家的含义丝毫不能马虎，其疆域版图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主权
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然而，政治的中国也仍然不
不同的
那么容易界定。政治立场的宣示是一回事，
中国与
立场之间的争议又是一回事。在国际之间，
某些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使政治的中国在不
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表述；即使在国内，我们也仍

制度，
“车同轨、书同文、
行同伦”的文化政策都被

然可以看到某些台湾学者或政治人物对于中国的
理解与大陆人的理解存在差异。更何况在政治学
中，
政府 / 政党与国家也是不同的概念。政治的中
国的含义因而也是多义的。“一中各表”的现象还

后代王朝继承下来，当然还有诸子百家的思想观

是存在的。

念、文学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情感也都扎根
文化的中国似乎是可以超
在中国人的心中。因此，

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只是为
我们理解“中国”的概念提供了基本的线索。沿着
这三条线索，
“中国”的含义既显出了眉目又变得

承、稳定的一面。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中央集权

越时间而存在的一个文化共同体。但是文化中国
当
其实也不简单，它也同样是歧义丛生的。比如，

更为繁复。因为这三个方面并非各自独立的，
而是

我们以文化中国来界定中国的含义时，这个文化
中国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核心的。东夷、西

相互重叠纠缠在一起的。历史的中国中有文化的
中国和政治的中国，同样的，谈文化的中国也无法

戎、南蛮、北狄似乎难以包括进这个文化中国的外
延中。如此看来，这个文化中国又有些偏狭了。可

回避历史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如果要说这三个

是，事情也不尽然。文化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又

中国的含义之间有一个为主的说，那么应当就是
政治的中国，
文化和历史背后说到底都是政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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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海外的汉学或中国学中标榜自己是纯客观的
学术研究的那些观点中也都或明或暗地具有政治
色彩。朝鲜李朝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恪守就不仅仅
是文化问题，
更是对满族政权的抵抗。20 世纪初
日本汉学中对于满蒙回藏之学的研究更是在为入
侵中国做准备。他们把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
中国仅仅界定为长城以南汉族聚居的以汉族文化
为中心的区域，把满蒙回藏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
切割开来，还杜撰出一个
“满洲”
的概念。这就为入
侵东北进行了舆论准备。表面上看是纯学术的中
国学在对“中国”的含义做客观的分析讨论，其中
险恶的用心却让人不得不警惕。
所以，当“中国”概念变成一个学术研究的课
题时，问题并没有变得单纯。在这个学术课题的话
逻辑的方
语空间有着以纯客观方式、
实证的方式、

（P291－292）不难推论，
确立认同。”
当海外汉学在
别有用心地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学者有义务
有责任在“中国”这个话语场域捍卫“中国”的统一
和完整，捍卫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至此，复杂的问
题似乎变得简单了。繁复的学术争论背后有一个
简单明了的立场冲突。
然而，
问题并未就此结束，且不说学术领域内
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就“中国”的含义还会变换花
样继续过招，单就国内来看，似乎也有歧义的理
解，多样的立场存在。当我们高唱“我们都有一个
家，名字叫中国”的时候，我们说的“中国”是同样
的意思吗？房地产商和建筑工地上农民工对于“中
国”的感受、
想象和理解会相同吗？不同的感受、想
象和理解背后有着不同的阶层、不同集团、不同的
个体在这个国家里的独特经历、利益、心理体验为

式展开的政治暗战。研究者不仅要读懂学术话语， 基础。他们对于“中国”含义的理解又会把“中国”
还要读懂学术话语背后的政治较量。因此，在把 推向另一个繁复的空间。只不过这个繁复的空间
“中国”概念变得复杂时，也有着惊心动魄的斗争。 已不是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所讨论的文史
不把握住“中国”概念的繁复含义，
就失去了参与
讨论的话语权。繁复有时是有迫不得已的无奈与

研究领域要处理的课题，它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
应该关心的问题了。当然，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相

苦衷的。
如此看来，繁复之极，
终归于简单。
“中国”
的

互借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也
还是得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把复杂的问题弄简

含义无论多么复杂，但最终都会落实到政治含义
上。说到底，任何对中国的理解，
不管材料多么丰
终归有自己的
富，逻辑多么严密，角度多么新颖，

单。

立场。立场才是关键。海外的中国学或汉学热心地
研究中国，
是有其目的的。汉学家们的观点是由他
们的立场决定的，或者说他们的观点展现了他们
的研究
的立场。相应的，
中国的学者们对于
“中国”
也应该有清醒的意识，明白自己对于“中国”的研
究关乎家国利益。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国学者对
“中国”的含义与
“中国”的认知是一种自我认同，
中国学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而海外的研究者
对于“中国”的阐释是从他们的现实处境出发的，
想象出什么样的中国，那是他们自身的处境决定
葛兆光先生才提醒
的。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
中国学者，
文史研究的意义
“除了给人以知识的飨
宴，训练人们的智力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建
立对于国族（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
而不是政治意
义上的政府）的认知，
过去的传统在一个需要建立
凝聚共识，
历史和形塑现在的国度，它提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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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采撷
—文治学院 11 级莫言读书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11 级唐文治书院的同学举行了书院首届读书交流会，而其主题正是时下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而是回到作者原着，用己思解读文本，用心灵对
得主——
—莫言。读书会回归本真，并未从诺奖之于文学的功益性出发，
话作家。活动结束时，文治书院院长季进教授对读书会进行了点评，从一个熟悉莫言的分析研究者的角度说明了同学
们善思文本的正确性，班主任王青老师对于文史哲之间的学习关系给予了许多建议。

李乐天：一开始，觉得这篇略欠节制了，令人想
一开始写的是人，交错的时间线，让我们和
热是热，
就
起《中国好声音》里那个哈尼族小王子，
“我”爷爷我奶奶一起谈恋爱，纵然他们早已成灰，
是有点吓人。“我”口口声声惭愧自己的“种的退 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历史。但百年后的我们，
化”，
痛恨不能效法祖宗。则祖宗到底什么样儿？
作为子孙的我们，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时，仍能感
随即把
他爷爷，
英雄好汉。先是救了一个女人，
那个劫路的懦夫群殴死了，三天后，还是为了那个
女人，把一对与他本人无冤无仇的父子给剁了，顺

觉到一种深深地自卑，在他们高大威猛健全的身姿
旁，我们相形见绌。
后来写的是狗，因为人死绝了。狗也呈现出烈

“英雄好汉就得杀人”
， 性来，进攻与防守，内讧与分裂，胜者为王败者为
便间接享受了人家的财产。
还得为了女 寇，连狗的种性如此，那是高密家家户户养出来的
有评论如是说。我补充：
光杀人还不够，
英雄更浪漫，
合法性更 狗，足以令孱弱的今人为此汗颜。
人杀人，才能使好汉更温柔，
高。那么，
“我”爷爷仗着强力和自封的一套强盗逻
辑杀人，
与日本人有什么分别？
他奶奶，风流美人，
用作者的话说，有种。风流
的美人很多，有种的则太少了。所以，
尽管她默认了
情夫的杀人行为，并心安理得地拿过了被害人的家
业，我对她总体没大意见。结合《檀香刑》中的孙眉
娘，可以看出莫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人：红衫绿
裤胸脯丰满情欲勃发气质高贵能打枪敢杀人的能
六十公斤。
干老板娘；一米六，
尤其是
也许是我不那么偏爱辛辣刺激的文笔，
在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里出现这样的句子，搅得我

说这作品写农民抗战，简直是用错了概念。莫
言根本不管抗战不抗战：东北乡的百姓抢共产党，
也抢本乡人，更抢日本鬼子。有日本鬼子的时候，杀
鬼子；没日本鬼
子的时候，杀仇
敌。
什么是仇
敌？截了我的钱
财，抢了我的姑
娘，杀了我的兄
弟，这就是仇敌。

略有些不适。但是当那些艳丽的语词不再是噱头， 土地上没有日本
就很可能成为燃起人性内部渴望的火种。
鬼子 的时 候，杀
这印证了我对整部《红高粱家族》的评价：一部 人越货的事情遍
大笔淋漓地挥洒着
狂野地刺激着极致所有感官的、
精忠报国，
他们演出
热情的作品。“他们杀人越货，

地皆是；等扛着铁炮驾着坦克的日本鬼子来了，这

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
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
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

杀人越货就变成了精忠报国。
但我认为不能用理性来看待这些。就像那些血
红的高粱，血红的土壤，血红的酒，血红的人，血红

而至
化。”
这样的情结，因不理性，
而至于伟大崇高，
于一厢情愿，
如何不让人感动？

的太阳一样，用理性来看的话，那一份火热就会缺
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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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文静：读过莫言小说的同学都会发现，无论
莫言
是《红高粱家族》、
《檀香刑》，
还是《丰乳肥臀》，
笔下的故事都是同一空间内展开的, 这个空间就是
偏僻而闭塞
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个古老、
的地方，
成了实现莫言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
就像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莫言通过

“红高粱”
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
死亡的聚合地。
力, 成为高密东北乡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
《红高粱家族》中，参与那场英
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之流拼凑起
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
人身上，
莫言却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群“边缘

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 人物”的野蛮行为中，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力。作
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 者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
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 “酒神精神”，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
发现。这样，通过叙述作者最熟悉的从小长大的地
方发生的故事，就使得其作品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

斯，追求沉醉和热烈的精神意境，并在充满神秘的
幻觉中，祈求着人和神的统一。正如莫言在作品中

在的高度。

将那些野生的红高粱酝酿成高粱酒。
莫言作品主题的另一大特色，在于他作品中张

那个充满江南情韵的苏州
不同于陆文夫笔下，
小巷。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

扬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我想，这也是他能拿到诺奖
的、充满苦难的农村。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 的原因之一。莫言用人文主义的关怀，刻画出在压
久、古远。时间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 抑，黑暗，混乱的社会中，人的纠结，痛苦，挣扎，伸
暴力、
死亡。这种主题表现了莫言对 展了人性，表现了人性的尊严。他描写了农村的生
喝、生育、性爱、
人性的探索，另一方面，莫言又更加关注生命的存 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却依然充满野性的顽强生
那种旺盛原始生命力。 存。就像日本文学家桑岛道夫所言，
“我感到莫言文
在状况，
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以《红高粱家族》为例，首先作者通过其所描写

学的起点，那就是对在挫折中却顽强生活下去的人

的野生的“红高粱”，赋予它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些
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
，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
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空间，他们在高粱
地里野合和打埋伏。
“高粱地”
是性和暴力、生命和

的关注。”我们还以《红高粱家族》为例，文中“我奶
奶”式的女性，虽然历经生活的艰难，却依然追求生
“伤痕是每个人努力
命的自由。这使我想到一句话，
活在这世上的证明，
我觉得它很美。”

孔卫兵：
《红高粱》，作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
己的创作意图，
“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
我
乡的、无边无际、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魄，强悍的生命力，可以说他用强大的生命力为自
己拓展了非凡的人生历程：杀死与母亲私通的和
尚，在赁行吃杠子饭，为爱情果断杀死单家父子，为

是你们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
由此
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里忧惟尚飨。”

复仇单枪匹马杀死花脖子，为得到枪支绑架共产党
和国民党人员，让人赞叹的是带领一支人马伏击日

可以看出作者写作作品时饱满的对祖辈的对他们
“可怜
传奇故事的高度崇敬。在小说末尾这样写道：

本军队。

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
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
—记住，一天
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
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的灵魂，
你就回到你世

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
“女中魁首戴凤莲，
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
前……”，
“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
奶不大清白咧，人家都这么说……”
“呵呀呀，你奶

—我的奶奶，书中是这样写的：村里
第二个——

界中去。”
“我”对自己的“祖辈”
有着深深的赞赏和迷恋， 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
。处于风华正茂之际“奶

莫言把描写对象推向历史，
以山东高密东北乡这片 奶丰腴的青春年华辐射出强烈的焦虑和淡淡的孤
充满野性活力的土地作为生活场景，
叙述了先人在 寂。她渴望着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
我奶奶、 虑、消除孤寂”。后来她与我爷爷的野合表现出了更
过去年代的生活。小说着重塑造了我爷爷、
我父亲、
罗汉大爷的形象。第一个——
—我爷爷、
余司 加大胆的自由追求。我在小说中这样说：
“我深信，
令、余土匪、余占鳌，在他身上展现出的是健壮的体 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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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
“天，
什么
典范”。奶奶在抗战牺牲前有这样一段话：

勇猛，女的风流俊俏；他们嗜杀成性又视死如归，杀
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们是自然生命的化身，体现

叫贞节？什么叫王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他
一直都没有告诉我，我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办，我爱

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
生死荣辱；爱起来在高粱地里狂热野合，受到压抑

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我为
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
我不怕进你的十八

时则啸聚山林，扯旗造反。他们痛痛快快地生活又
痛痛快快地走向死亡。
小说末尾是这样写的，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

层地狱……”
第三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
—罗汉大爷，罗汉

受：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

大爷一生都在克制当中，但他用死亡改写了一生， 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
因为死亡使他的血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
罗汉 车一前一后封锁着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
“操你祖宗，剥吧!” 血一样的红高粱。
大爷把一口痰吐到孙五的脸上：
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
父亲从河堤上捡起一张未跌散的饼，递给爷
说：
起，一刀刀细细素素地发响。他们剥得非常仔细。罗 爷，
“爹，
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饼。”
汉大爷的头皮褪下，
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

爷爷说：
“你吃吧。”

棱棱的肉……
这就是莫言塑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男的剽悍

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
“我再去捡。”
父亲又捡来一张饼，
狠狠地咬了一口。

黄俊文：
《檀香刑》的叙述很有特点。小说第一章
写赵甲回到家的情景，
第二章又回到他以前在宫廷
里的日子。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小说通过不断回

的牛为什么不像牛。毕加索是将牛的每个部位都分
割重组之后创作出来的画面，和我们一般看到的不
太一样，
但却更加接近本质。莫言的文章里，
血液是

溯来交代人物丰满人物，使得后来的情节有根据
性。同时，
小说的承接也做得很好。比如从第五章斗

绿色的，而不是我们看到的红色，但也许更接近他
所看到的本质。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中，卡夫卡
可以变成甲虫，马尔克斯可以长出尾巴，莫言当然

须写眉娘和钱丁相识，
第六章比脚里就写到他们相
恋，很是圆滑，浑然天成。而有的地方比如从第八章
很
的神坛到第九章的杰作，镜头进行了时空切换，
使故事立体
凸显却不突兀。多方位个体化的视角，
呈现。
色彩浓烈，画面感强。如凤头部的第一段截取
部分，描写了库丁被腰斩，
“那家伙八成是一只蜻蜓
转世，去掉了后半截还能飞舞。就看到他用双臂撑
着地，硬是把半截身体立了起来，在台子上乱蹦
黄得耀眼。那个大嘴如一
哒。”
“那人的脸金箔一样，
血
条在浪上打滚的小舢板，
吼着，
听不明白在吼啥，
竟然如蝎子的尾巴
沫子噗噗地喷出来.... .那条辫子，
如莫言的《红
一样，钩钩钩钩地就翘起来了。”
另外，
高粱》里那如火如荼的红色充斥了读者的眼睑，让
人记忆深刻。

也可以流出绿色的血来。莫言用国际性的手法写作
中国本土，写高密，写中国的某个地方在历史上发
生的某一个真实的一幕，他的外表是西方的，但他
骨子里流的是中华大地上的血液。
另一方面，莫言对于血腥暴力的描写给人带来
阅读的刺激与快感。就像余华说的“选择了丧失良
知的叙述”，
莫言将其血淋淋的场面铺陈开来。如罗
汉大爷的耳朵被割掉以后，
“罗汉大爷的双耳底根
上，只流了儿滴血，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
常简洁”
。莫言用了“简洁”来描写这种灭绝人寰的
进而思考。
刑罚，从而激起人们心底的强烈的反差，
“人类的作品就应该写人。”在莫言的作品里，
没有多么壮烈的战争多么顽强的抗争，他写的只是
人，生活在高密乡的这么一群普通人。革命充其量
“人类的情感
只是一个背景。然而，正如勒庞所说，
往往相似”
，我们从他的作品里找到了共鸣，我们从

《檀香刑》对事物进行赤裸裸的描述。如红高粱
里面的剥皮桥段，以及檀香刑中的对钱雄飞的凌迟
和对孙丙的檀香刑的描写，充满血腥暴力与刺激。 他笔下的个体看到了更加广泛的世界。并且，即使
可能有的读者就会不适应。就像坐了过山车以后晕 是写个体，莫言也有本事写得很磅礴，气势恢宏。作
眩、想要呕吐的感觉。就像很多人不理解毕加索画

品中处处笼罩着诺贝尔奖所注重的人文关怀，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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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也是诺奖授予他的原因。
想为百姓谋福的同时，也不得不屈从上级的吩咐。
真实的另外一个依据是人物所表现出的性格、 我们只要这样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就会理解他为什
而钱丁却是一个有才 么会有这种性格，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样刻画出的
行为。眉娘的丈夫呆呆傻傻，
华有风度的老爷，所以孙眉娘爱上钱丁的理由也足 人物，才是丰满可感的，
才是亲切真实的。很显然莫
但只要注意到
够充分足够合理了。赵甲冷酷无情，
他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就会理解他所追求的
了。钱丁是懦弱，
但身为知县，
他一心
“行行出状元”

言做到了。
总而言之，莫言通过“虚伪的形式”
（余华语）来
更好地贴近真实，展现真实。他写的就是真实。

顾鸣轩：在此我想就莫言早期作品《红高粱》， 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作
浅谈两点自己的感想。
品揭露社会弊端，抨击暴暗现实，表现具有鲜明而
的
首先是作品中流露出的对故乡“即念又怨”
浓厚的现实生活，使拉丁美洲文学得到了空前发
“我曾经
复杂感情。在《红高粱》开篇有这样一段话：
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
我终于悟到，
高
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最超脱最世
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

展，并引起了“文学爆炸”和“文学地震”等繁荣景
象。同时也使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个令世人耳
出现在世界文坛上。
目一新的崭新文学流派，
，那必然
个人认为，既然名为“魔幻现实主义”

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

与“现实主义”密不可分，其本质也肯定是在于真实
再现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红高粱》虽
然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但却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他塑造的不是近乎爱国英雄。《红高粱》中

酒最能爱的地方。”
初读此段，觉得他写的十分矛盾，为什么他对
为什么高密东北乡在他的
故土的情感是即爱又恨，
眼里同时包含了“最美丽”
和“最丑陋”两种看似无
法同时存在的特质？在对莫言早期作品内的情感表

的人物，都有着鲜活的生命与人性。如文中的罗汉
大爷，他是个普通的农民。他为东家做事，眼界小，

现做了简单了解后，
我认识到要想理解这种矛盾的 没文化，甚至显得有些懦弱。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表达，就要清楚作品主人翁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 “罗汉大爷一次一次地扑向那个解缰绳的小个子伪
什么。在读完《红高粱》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作品 军，但一次一次地都被那个大个子伪军用枪筒子戳
中，并没有强烈的、明确的褒贬指向，
他通过旁听者 退。初夏天气，罗汉大爷只穿一件单衫，袒露的胸膛
在这片高粱地上， 上布满被枪口戳出的紫红圆圈。”罗汉大爷太过软
的身份，以独特的视角叙述全文，
有敢爱敢恨的爷爷奶奶，有狡诈之极的冷支队长， 弱，在日伪的枪口下，他敢怒而不敢言。可是当他想
有普通百姓。这些 带着骡子一起逃跑却被忘恩负义的骡子激怒的时
有土匪，有共产党，有日本鬼子，
人物身上，有的带有令人厌恶和唾弃的胆小懦弱， 候，他大骂：
“你怕了吗？畜生！你的威风呢？畜生！
更多的是双重 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你这个里通
有的带有让人振奋崇敬的勇敢坚强，
但我们从他
甚至多重性格的综合体，
但这种让人即爱又恨的人 外国的狗杂种！”
罗汉大爷骂的是骡子，
最能让人感动的。莫言被
物形象，
才是最为真实的，
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我想他想要寻的根不是完美
的，无懈可击的理想乌托邦，
而是真实的，生他养他
他虽然在作品中写自己对故
的红高粱土地。同时，
他一定
土即爱又恨，但是我相信，
对于高密东北乡，

的语言里明显地能够品悟出另一重人事的含义。因
为有了语意双关，我们对作品内容的品读就变得深
刻而丰富了。罗汉大爷的倔强在他对骡子处以惩戒
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血性男儿的秉性得到了充
足的刻画。罗汉大爷最终的死法残忍却真实，让人

是极爱的，爱在这里劳作过、奋斗过、拼搏过、战斗 在震撼中，永远记住了这个角色。《红高粱》中的其
遗憾过， 他人物也一样，冷支队长虽为共产党，在文中却是
过的人，也许曾为某些人性的缺憾愤怒过，
但正是这种不完美，
让我们看见一片饱含浓烈感情 个虚伪狡猾的形象，
“我”的奶奶随受封建束缚，却
真
的真切的高粱土地。
也是个勇敢刚强的好女子。可见，
莫言塑造人物，
第二，我想谈谈在《红高粱》中体现的“魔幻现

实是第一位的。

实主义”色彩。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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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驰琛：精彩的故事总是很多，我们总是沉浸
于同一类的故事: 用眼泪怜悯不幸的主人公经历千
破涕而笑。可是《檀
难万险，当美满的结局到来时，
香刑》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彩，莫言用暴力，庸俗，

戏如人生”
，可是倘若真的将人生视作演戏，想要享
受王侯将相的轰轰烈烈，结局绝不会有戏中的精
彩。孙丙本可以本分地唱他的猫戏，可偏要多嘴说
钱丁的胡子不好。本可以忍一时气愤，可偏要打死

冷冷地表达着。
残忍的场景刺激着我们的感官，
了德国人。本可以认栽服罪，可偏要用愚昧的“义
猫戏是小说中的重要线索，
而小说本身就像是 拳”害死无辜的乡亲。本可以偷梁换柱的法子九死
朗朗上口。 一生，可偏要用自己和他人的姓名成全自己的英雄
一出猫戏，每一个字都像是戏中的唱词，
三言两语之间就勾勒出一个生动的形象，
例如孙媚 大义。如果这么多本可以之前，有人捅死这个傻瓜，
不知道迷倒过 我绝不会有异议。虽说革命本身就需要流血，可是
娘的自白：俺爹的嗓子，
沙瓤的西瓜，
高密东北乡多少女人。俺那死去的娘就是迷上了他
的公鸭嗓子才嫁给他做了老婆。把她爹的嗓子比作

每一个牺牲都是有意义的么？都是永垂不朽的么？
而要好好经营。
人生不是演戏，

沙瓤西瓜和公鸭，非常生动。

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出身名门却不能生育的钱

小说没有完
莫言在小说结构安排上跌宕起伏，
全遵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小说中心事件就是孙丙惹
怒了德国人，遭到
围剿。可是围绕这
一事件，但是牵扯
出来的这些形形色

夫人，她竭力地挣扎在钱丁与孙眉娘的爱情中。钱
丁也很不幸，十年寒窗苦最后还是靠着裙带关系捞
了个外放，既想满足一个男人的欲望，又想树立清
明大老爷的形象，最后明知朝廷巴结德国人残害百
姓却无能无力，保护不了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也保
护不自己。这样的打击完全摧毁了他的意志。还有

色高密乡的人物， 一群善良却愚昧的百姓，他们给予孙丙帮助的目
轰轰烈烈去难逃时 的，不仅仅是出自善良的本性，他们同时保护的也
代的不幸：首先赵
甲是不幸之最的那

是自己，居然会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是用男人的辫子
铺成的，信息的闭塞使得他们没有判断是非的能

个，从事一个下九
流的职业，在赵甲

力，也使得他们只能被宰割了。
我觉得整部书里面最单纯的就是孙眉娘，本来

看来却是“代表大
清朝历法和皇上的

这样的女人应该遭受唾弃，可是她那么漂亮，丈夫
却是个不同人情的傻子，大大咧咧她为钱丁丢了魂.
从始至终她也从未向钱丁要求过什么，在复杂的社

威严”
。统治者的一
时兴起，老佛爷随
，
他就当真把自己看做状元
口的一句“行行出状元”
爷，用同样是统治者一时兴起赏赐的佛珠和椅子到
他被训练地完全失去
处耀武扬威。在封建体制中，
发出了
了人性，
“刀子的锋刃沿着钱的眼窝旋转时，

会环境中，她所期待的只是能够从一个她爱的男人
身上求得安慰，我觉得能够谅解她。而且她对待一
个逼死了她母亲，也从未对她负过什么责的父亲也
至情至义，
想尽办法挽救他的姓名。虽然她很粗俗，
表里不一。
但也褪去了小家子女人的矫揉造作，

，一桩桩施加在其同
极其细微的“咝咝”声响……”
我猜想莫言企图用一群在动乱年代不幸却又
胞身上惨绝人寰的酷刑，即使是经过文字的漂洗， 不自觉的人，来展示人们的麻木，抨击了封建社会
让人说不出的恶心 的野蛮落后。娴熟地戏文语言和小说语言融合在一
也依旧像铜勺刮着瓷碗发出的，
执行
“檀香
与难受。赵甲却把它看做是无上的荣光，
刑”前沾沾自喜，准备用一场骇人的酷刑来获得世
人的认可与尊重，这也是他最渴望的东西。他不辨

起，从而创造了一种独特而又生动的叙述语言。将
生活中的感悟融入叙述当中，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共
鸣。

是非，起初是因为不敢辨别，后来却是因为丧失了

莫言用一个时代的血腥与野蛮酿了一坛好酒，
辨别的能力，封建制度的残酷造成了赵甲的不幸， 让人回味绵延。
这种不幸比起被他杀死的那些人所承受的更不幸。
其次不幸的就属孙丙了，
人们常说“人生如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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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遐思
II 11 级 田海翼

一

文革一劫，所有都打破了。
而且
写泰山游记的诗文想来没有写西湖的多，
我们感慨着民国时外籍游客对泰山挑夫和善
大多赞其高，赞其稳，或是感叹夜行十八盘的艰辛， 纯净笑容的啧啧赞叹，听着上一辈讲述当年夜不闭
看到日出一刹那的欢欣踊跃。直接以泰山本身的美
作为着墨对象的，
比较少。
的确，泰山的美难以描摹，比起杭州西湖的秀

户的民风民德，抬眼却看到各种蔑视生命造成的毒
食品和醉驾事件。
易修补的是碑石，难修补的是人心。

美，苏州小巷的幽长，泰山浑然一体的美少了鲜明

三

的特征，
多了丰富的内涵。
分不清
好比高妙的书法，
博采大家，
融贯古今，

在遥远的北方，西安的地下沉睡着兵马俑。
泰山与兵马俑，二者给我的文化印象是，一个

又如同一幅好画，
给人完整
这一撇，那一划的源流；
的美的意境，叫行家也无从下手，条分缕析地剥离

涌动着千年不灭的生机，活色生香，因为有儒家风
化浸染，一派静谧安宁，另一个在悠久的时光里褪

出一条一条的妙处来。

去了鲜艳的油彩，寂寂的死灰中却回响着杀伐之
音，先秦留下的尚武精神，流转在“犯强汉者，虽远
必诛”的宣告里，跳跃在兵马俑锋利流畅的线条上。
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对应到中国人的生活里，
就彰显在国民政治态度的保守和激进，国家外交手

山体绵延，不陡峭却高高入云，厚重中显露丝
丝王者之气；偏在这大块大块的岩石上生长着茂林
修竹，淌着脉脉的流水，铺垫着一层一层温暖明亮
的阳光，
温润秀美。
却从来不显得突兀，好像自自然然的，几千年

段的韬光养晦与毕露锋芒。

下来就该是这样。
据说人死后灵魂会经过泰山，
真是上天最后的

千年的积淀下来，多样的文化精神碰撞融合，
中华民族注定是个复杂的民族。

美意呀。

窗外风雨交加，
2012 年作为社会转型期中的一
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年刚过半，我们已经经历
了许许多多，从铁道部天价的宣传片，到首都的暴

二
我觉得，泰山要是有神灵的话，那山神一定是
红尘味儿特别淡、
无牵无绊的天外高人。
千年过去了，雄而美的泰山一直静静矗立在齐
鲁大地上，悲悯而淡泊地袖手看着，任山下的大地
朝代更替。
一次次轮回，烽火遍燃，

雨，从领海的矛盾，到奥运金牌微妙的对比，各种意
见纷争。
有意见、有纷争总好过表象的一团和气，在风
雨声中，我们渴望听到中国的未来。

山脚下面，岱庙、孔庙里古老的碑刻均有损毁，
记录着战火和文革的浩
修补的水泥印子像一道疤，
劫。
庙里的祭祀，和现代宣誓入组织一样，都属于
信仰仪式，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仪式活动本身，而在
对
于通过叩拜，在人心中根植对山川自然的敬畏，
儒教文礼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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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机，冷浸一时冰寒玉。云山相遥言如画。
弦夹歌钟，
断又重续，
几兰驾飞之。

=

二张机，随尔东风欺客身。一枕山屏多寒怯。
曲栏持觞，
垂杨系领，
此地曾梦依。

11
级

三张机，临仞疏影天霁明。十八盘上自在饮。
朝光晴色，
铜鼎香炉，
何忆吟风息。

赵
安

四张机，根角初开淡石榴。垂帘遮幕祠隐幽。
枝梢栖鸦，
阶上飞蝶，
元君凝醉意。

琪

五张机，袤远山涧隔平林。立目远渡翠色歧。
一川烟草，
斜阳漾金，
同人共今昔。
六张机，旬步维维及岱顶。足登天街非雨酥。
轻骑解鞍，
岱岳相祖，
俯仰路亦远。
七张机，大观摩崖石刻主。置身霄汉自酌凉。
烂银千方，
绕山望龙，
天下挽疏狂。
八张机，玉皇约隐响午钟。风袖短棹弄长笛。
土驳苔痕，
鼓风送面，
青衣莫沾尘。

九
张
机
|
泰
山
改

九张机，苍天阔处水霄霜。古木幽径晚绣旗。
烈炎滴泪，
倦寻芳归，
此行只为谁。

泰山游记
II 11 级 刘驰琛

总觉得山东是厚重的黛色，夹在柔情蜜意的
江南烟雨和豪迈粗犷的北方原野中，尊重地散发

不为人知的历史。缝隙之间铺开了薄薄的一层苔
藓，
我怀着虔诚心细细揣摩这些翠绿的生灵，他们

着自己的笔墨香。
岱庙是此行的第一站。站在庄严肃穆的岱庙

是否见过暴虐的秦皇在巍峨庄严的泰山面前戾气
尽藏，战战兢兢，
是否领略过雄才大略的武帝大铺
君王不
开张，意气风发。他们是否也为国运日下，

入口，仰视着这座镶有九行八十一枚铁质铆钉的
暗朱色大门，7 个小时的旅途劳累被这古朴与苍

思其身反倒编排“天书从天而降”的闹剧而无奈叹

就在跨入正阳门
凉驱散得了无踪迹。隔世的错觉，

息。

的幽暗甬道中猝然来到。
上面有着黛色的微小裂痕，
蜿蜒幽深，
就像是

车流马龙，人来人往间充斥着摩登气息的现
代世界刹那间变得遥远，为人流裹挟着踽踽而行，

青黄色竹简中竹片串联的缝隙，尘埃之上写满了

一步一步渐次迈入岱庙的廊庑大殿，重檐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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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北宋真宗皇帝称
竖匾，上书“宋天贶殿”
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赐天书三篇，
于

着身后的群山峻岭和泰山的百姓。我想也许是
我这个匆匆的过客不够细心，也许是正是由于

是便有灰溜马屁善察龙颜之徒觅来颂有
“封受 稀少珍贵而成全了水的美名。
命。兴于宋，付于慎，
居其器，
守于正。世七百。
我们乘坐索道上到南天门，穿过了天街便
九九定。”的天书。中国历史上总是不缺乏头脑 上到了玉皇顶。摩崖石刻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石
灵活有创造性的佞臣。奸相王钦若上言：
“泰山 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
锡山苍龙现。”
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 者岩画。泰山之上历代刻石 2500 余处，堪称中
醴泉出，
“天将
造的“天书”驰送京都，真宗再借梦意—
赐天书泰山”
开始了四十七天的
“东封之行”
。
这卯榫结构连接，贴金描画，琉璃璀璨的

国书法第一山，我拍摄了很多这样的石刻打算
带回来临摹，可是搁置许久也终没有勇气，拿
不起笔，我终于领略到奇谲诡异的薄云冻僵般

天贶殿坐落在青松古柏之间，不免让人产生
“哀吾生之须臾”
的悲怆感。但是细想这巍峨雄

地湛蓝的天壁，了望四处，雄伟的大山四处绵

伟的大殿中回荡了多少穷苦百姓的哭诉，多少
为修建庙宇妻离子散只为满足统治者的欲望
的哀叹。东岳泰山之神的彩绘塑像旁的一副楹
，而历史上有多少帝
联“帝出乎震，人生于寅”
王能够真正关心民间疾苦？
我抬头，头顶冠冕十二旒的东岳泰山之神
肃穆端庄；我转身，手执褐色沉木香的游人神
情虔诚。不知为何，
这一刻的幽幽古殿寂寂冷

延，究竟要将这份苍劲的绿意伸展到何处去。
焚香叩拜，
祈求上苍的宽宥抑或祝福都与我无
关，我只是悄悄抓起相机，拍下对自然和人类
充满畏惧的我。
而最后一站我们去参拜了孔子，我想山东
的黛色一半是山染成的，一半是儒家文化染成
的。路过高墙院落，藏满书的卷阁院参天古柏，
散发着智者气息的一处处碑刻，我不知如何赞
叹孔子渊博的学识，高洁的品行，我想在繁华

风，让我从心里感到一股阴森与腐烂的气息， 浮躁的社会，我们能达到也能做到的只不过是
如山压来，厚重不知所以。
“为人者爱人，
为学者勤勉，为官者清廉。”
徐霞客的
此行登泰山似乎有小小的缺憾，
厚重的黛色齐鲁，愿你未来和过去并肩同
一句“黄山归来不看岳”给满怀期待的我浇了
泰山没有让我失望。特意挑选
一盆冷水。还好，

行，宛若稚子与苍颜。

了一袭彩裙，一顶红帽我便悄然登上了葱郁雄
伟的中国第一山。他是黛色的，
晕染了整个齐
鲁大地，我就偏偏要做画家笔下，素色山水中
细细衬托大山大美。
偶然滴落的一丁点朱红，
坐上开往天外村的小巴，
清晨，
空谷幽深，
盘山公路层层迭起，
90 度的回环引起的向心
褪
力想给我们这群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些惩罚，
去不恭，
重新换上一份敬畏的心情。导游告诉
白菜豆腐水。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泰山有三美，
我只在山脚下看到一泊泉水，也是淡淡的黛
色，安然镶嵌在山与山之间，波澜不惊地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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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无言
II 11 级 濮文静

《庄子·知北游》有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
的确，就像
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无需用语
庄子所言，
大美无言。正美到极致的事物，
而这种美丽自会被人欣赏。
言标榜自身的美丽，
在中国的古老大地上，有一些景致，本身就在
传承着千年文明
向全世界传递着一种东方的神韵，
古国的精神。如蜿蜒连绵的万里长城，
如千里滔滔
的黄河，如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天安门，还有深具
江南特色的园林艺术精髓。在这其中，
被誉为
“五岳

二、
精神之美 无需多言
大唐开元二十四年。一个身形瘦削，面容清瘦
的少年，正在仰望泰山。面对如此巍峨的高山，少年
诗性大发，吟出一首《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
昏晓。
荡胸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
这个少年，
就是杜甫。当年，他“放荡齐赵间，裘

之巅”的泰山，却是我心中“大美无言”真正的代名 马颇清狂”
，面对巍峨秀美的泰山，杜甫心中一定是
词。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的感叹。于
形体之美 无需多言
一、
是乎，发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
公元 2012 年。很高兴，我终于有机会去往泰
魂牵梦萦的泰山。乘着
山，那个一直令我心驰神往、

然而，经历了国家动乱与个人际遇的变迁，那
个“少年裘马，衣履风流”的杜甫，却在多年之后，登

索道上山，一路上景色醉人，
美不胜收。这边看，远 高怀远，吟出“无边落木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
峰峦起 悲怆之句。杜甫的诗，被尊为诗史，
他沉郁顿挫的诗
山连绵不断，像一条长龙飞向天边；那边看，
伏，犹如波涛翻滚，巨浪排空；近处的山一片浓绿， 句中记载着大唐盛世的兴盛衰亡。而这座泰山，也
茫茫苍天，
宇宙苍穹
远处的山一片苍翠；
抬头仰望，
仿佛触手可及；俯视山下，
怪石嶙峋，
万丈深渊。这
奇、美、险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风景
画。泰山，也由此显得更加壮丽，
更加富有魅力。泰
山的美丽，是无论用多少华美的辞藻也无法刻画出
其神韵的一分，泰山的美丽，更是无论用多少精巧
的修辞也无法传达其内涵的独特。

见证着历史，见证着那名意气风发的少年转变为忧
国忧民的老人。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诗
圣。杜甫犹如泰山，巍峨屹立于东天；泰山犹如杜
甫，文化内涵深邃。无论是杜甫，还是泰山。他们都
传递出中国古代文人那种内在的精神与气质。
哲理之美 无需多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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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00 多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确，
泰山，就像这样，一切景语皆情语，景致无言，
这座巍峨的泰山，更是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
“仁 却默默以外在的形式表达传递出影响后世千百年
者乐山”
便是其中的代表。
山，厚德载物，心胸宽大。经受着严寒酷暑，狂
风暴雨，雷电交加，与冰雪为侣，与河流作伴，养育
孕育了人生的悲
着参天大树，名花小草，
鸟兽昆虫，

的哲理之思。
大美无言，无言是历经之后的深沉，无言是肤
浅之后的成熟。无言犹如画家留白的笔法，美妙得
为一般人所不能及，更给人以思索和假象的空间。

但它并不寂寞，
因为它 胸中纵有千言万语，此时也已无法倾诉，正所谓，
与欢，苦与乐。山是孤独的，
拥有一个博大而精深，
丰润而宽厚的内心世界。
“此时无声胜有声”
。 而集“形体之美”、
“精神之
而仁爱之人像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 美”
“哲理之美”的泰山，更是“大美无言”真正的典
、
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
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

范。

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
所以能够永恒。

泰山游记
II 11 级 李乐天

自泰安北去十余里，举头望远，隔云雾，遥想 而过，物是人非，山形依旧。
子美，吟岱宗，心向往之。车从盘山，上见中天，
石
及至山顶，有“五岳独尊”四字立于道旁，自光
坊犹存，金鳞盘绕，更有金发碧眼者啧啧有声，以 绪丁未至今，日晒风吹不知几许，效杜工部决眦之
自思七十二帝封禅 状，归鸟仙踪，云海缭绕，大风击面，树鸣如哗。稍
为壮哉。环山上道，极目远眺，
凌空高耸，
林木葱郁，
劳民之故事也。层峦叠嶂，
鸟 见云中白者若亭盖数十立，山也。须臾日上，金华
鸣啾啾，缆车漂浮，免除吾辈登山之苦，怎知挑山
工脚步之蹒跚，金石匠脊背之灼热也？

采采，风起云动，左右接之。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
元君祠。道家观场，却有观音如来坐像兜售其中，

经中岭拾阶而上，
有历代大家手迹墨宝，
横竖 岂非大谬？善男信女不辨有他，皆因“信”之一字
睥睨，天下大观。道中石阶滑腻，几不可登。“天 也。
街”之坊立于其上，
导者言郭鼎堂
“天街”
之诗是为
攀缘绝壁，手足并用，始得见林木为海，人群
前呼后应，采
此地，余窃笑不已。自始皇帝留碑，几千春秋飘渺 为潮。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
风循迹，往来不绝。却有塑料瓶夹杂其间，可惜大
好风景，不免减色几分。林翳翩翩，雄石当前，心神
为之所慑，目醉而神迷。坐石上，四面风云环合，
碧
云金日，山形雄壮，巨石匍匐，熙熙攘攘，喧闹非
凡。以余时不多，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余姚周立栋，泰兴吴旻浩，并同窗三
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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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记
II 11 级 王宇林

起—游岱庙记
乘车至苏州北站，路上所见，皆
是岁五月十二，
茫然无所纵。举目四望，
左见高楼，
右视平地。高者
出地三十层，低者与天边相连，莫能分辨。天之苍
苍，屋顶之青黛，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
车行数里，只见屋舍俨然，黛顶白墙；阡陌交
通，绿树深塘；高架错立，虎啸龙盘。呼啸车行，若

而语也。
又见民国时期之人物手迹，为鼎堂之辈。石刻
之中最古老处当为秦之泰山刻石，为李斯书，非始
皇之手迹也。惟能辩识几字，剩余之字，模糊不清。
后世有题跋解说之辞，遂亦能洋洋大观几十上百
言。岱庙碑刻之所，有树木相映，雨水亦能相交浸
湿。由此之故，
其文漫灭。以“登泰观海”四字，最为

绿竹汤汤； 显眼。楷行草皆着，隶繁文俱显。
流水般；流水缓缓，恰似多情。时有风动，
热情如血，
大哉我
偶有车鸣，鸟雀飞行。骄阳似火，
观至后院，无他。有鱼儿相戏，作游人间。彷徨
苏子，
冒大火而前行。
良久，恍惚之间，盖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是耶？
中午十一时许，至北站。手握票候车四十余分 非耶？类庄生之迷梦蝴蝶也，我辈亦能有此境界，幸
故不记。 耶？非耶？
钟，
后检票上车。车上且行且乐，
无多大事，
惟季先生第一次与学生如此玩耍，诸多趣味，使人
由厚载门出，墙亦斑驳。门前广阔，有开阔之
忍俊不禁，良久发笑。盖叹世事之繁华，
时间之催人 势。望前，则泰山是也。彼时时值傍晚，泰山朦朦胧
老，莫能与之争也。车行数千里，
恍惚之间，
忽然而

胧，若圣人之再回尘世，仙境之出于凡间。
至。科技之发达，亦是我辈莫之能道之事。
方回头看时，只见城墙之上长了藤蔓，松木亦
下午四时许至泰安。云雾袅绕，
下午之阳光穿 复三两棵。兴致所至，遂赋诗一首。诗曰：
云之罅隙而过，隐约之间，仿佛至天国也。于车上
墙头藤蔓长，风送柏来香。
，
“山”
时，导游介绍山东之地为“一山一水一圣人”
昔人览岱庙，今朝不自量。
，
“圣人”
即指“东岳泰山”
，
“水”即指“济南之泉水”
歌者狂歌地，唯有呼楚狂。
当为孔圣人是也。
至正阳门前。门前正对
车停人下取水观岱庙，
有一牌坊，
坊前有石狮两对，
左右各二。内之一对尚

而今思狂人，化作渺渺情。
夕阳渐逝。唯天边云
尔时薄暮冥冥，日落黄昏，
彩，有几分祥华。

可辨识，外之一对几于模糊，鼻削嘴残，颧高眼陷，
晚饭过后，邀二三好友于街市行走。路之所见，
内进外缩，上废下健，不可复识也。
甚是狼狈。尤以河道中之赃物漫溢为甚。天空有月，
斑驳城
过正阳门，只见黄色铆钉，朱色大门，
时时观望，亦步亦趋。时有闲云，蹁跹东来，藏天遮
苍翠繁茂，
多尺丈之木，
少 月，恰似女子之娇羞——
—抱琵琶而半遮面也。
墙。穿大门，见古松古柏，
至一广场，繁华有加，热闹亦余。后提笔写行
寸径之材。烧制之砖已被磨平，
凿削之木已然圆滑。
复行数十步，闻鸟雀之声，
听弦管之乐。又有乾 书，所写之字为同游之人之名也。同游者黄冈黄鹤
甚 群，镇江王萱，
濮阳孔卫兵。
隆御笔与其臣子刘墉之迹。乾隆之笔龙飞凤舞，
经—游泰山记
是矫健。承先代之遗风，
方能独绝一时；
传中华之瑰
晨起观窗外，白雾茫茫，泰山隐然而不见，添几
宝，故能流传至今。刘墉之字若
“谢傅心情托山水，
子瞻风度是神仙”，则自有一种风流笔法，不可同流

分豪情，增几分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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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而留念。乘
及至山脚，
有天圆地方之广场，
缥缈而
车之中天门，盖路上所见，
真实而又有乖巧，
天街、
添闲幽。乘缆车至南天门。历凤凰山、
碧霞元
君祠、泰山摩崖、玉皇顶、无字碑处，后由“五岳独

意气风发。万千言语在心头，而不可发；千百文
序，
字于手掌，
而未能下。渊明有忘言之语，苏子有难道
之说。已矣乎，数风流之人物，岂非今朝乎？
叹幽人而前往，非怨王孙之览游。天光与山色

尊”处下山，游观日峰等处。泰山多奇景，半数在后 同辉，云影共清渠一色。俗世纷呈：钟鸣鼎食之家，
叹美景之难得， 驱车而拜访；
山。至赵朴初手写“造化钟神秀”
处，
芦庐陋室之所，踏步而前往。或赞圣人
其辞曰：
感前辈之渺然。兴起而有成赋，
时维七月，
流火至极。于与同仁偕游泰山，
以感
圣山之遗传。则路上所见，皆有可观之处；俯仰之

之余烈，
或功岁岁而今朝。着谢屐而攀援，九曲而十
八；循阶徐而下降，
百回而千转。
下山之时，光强而无弱。提携前走，汗流而浃

拾，岂无感慨之物。童子何知，
躬逢盛世。故作此篇， 背。复览泰山之好景，心定于一；遥吟古人之诗歌，
聊感吾怀。
感慨万端。非无济世之心，难有出头之日。喝东篱之
怪石嶙峋，遥长而争奇；绝壁而下，一泻而千 酒，把酒而言欢；唱归欤之歌，
喜悠然之南山。
清凉之风，
轻拂而绵缠。
里。莽苍之树，显绿而杂色；
斯赋遂成，一言难尽。故仅描其大概，叙其详
干流之河，忆往日之潺潺；垂涎之水，悟前方之幽 略。非爱现世之迢迢，而知往事之缥缈。或曰：
“百世
点缀其间；
复二三行人，
穿插其中。
”
唯山山之石，
苍苍之树，
供
潜。有三两古寺，
而下，复有谁记得公乎？
半世蹉跎。蝉 游人叹惋哀痛，不能复记耶？此山之雄健，
寺古而斑驳，琉璃渐衰；
人大而显小，
不知羡煞
乱色
噪林而愈静，鸟鸣山方显幽。杂音有序而不乱，
争喧而规矩。千年古树有灵气，
元君降福于世间。
峰密成行下人间。天街可摘
山势崔嵬有本性，

难数多少将相之已离。慷慨
多少帝王；白云之卷舒，
胸中，又借得《菩萨蛮》之词谱，填作一词，名为《泰
词曰：
山怀古》，
岱宗苍翠点点绿，蜂蝶混色时时舞。古寺藏夕

星，玉皇已飞天。香火日盛，
祈福斯众。或复徵在之
白石已成仙。 阳，禅林山显幽。
邀子，或有俗世之钱财。观日有险境，
览
一览众山而显小，阴阳到此分泰山。封禅在斯处，
感昔年色去，慕大江难颓。何处是归程？九曲环
文人雅士铺纸而
景于此山。王侯将相题名而湮灭，
步兵亦有忧思徘
寒暄。仲尼非无岁月如斯而感喟，

又弯。
无人
后之览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乎？百世而过，

徊之吟寒。感仲宣之登楼，忉怛惨侧；慕子安之阁

而有此闲情；相交孔方，不易怀赏山之趣。同游者

你的身躯之上

你却微笑

而我

你却包容
给我看

低诉
风刮过的声音

甘做你树下一方青石
静待

身上的那些旧事新伤
你

云飘浮的模样
雨沾湿的味道

万古苍然
破碎的黄叶随风而逝

从不历数崖上碑铭石刻的多和少
从不在意庙前善男信女的欲与求

以及
翅膀飞翔的痕迹

嫩绿的新芽蓄势待发
而我

却津津乐道于
哪一天

时光重叠在你的某个角落
的某一棵树上

甘做你树下一方青石
静待

哪棵树上多了一只鸟雀
哪个孩子拣去一枚石子
追寻、迷惘、思索

你的身躯
冰凉

万古苍然

晚霞夕照
黄河金带、
云海玉盘

破碎的黄叶随风而逝
嫩绿的新芽蓄势待发

致泰山

你的姿势
想要看到恢宏磅礴的旭日东升、 嶙峋

-40-

II 11 级 黄俊文

「青春 T 字台」

一路走来一路读
II 11 级 周立栋

黄冈黄鹤群，宿迁陈文玉。间或有他人相伴，
而不能
记之也。
终—游三孔记
孔子之故乡
第三日，余等乘车至曲阜。曲阜者，
也。
供孔
先观孔庙，又游孔府，后观孔林。孔庙者，
孔
子之神位之地也，亦有他辈先贤之牌位。孔府者，

总是对有着历史沉淀的地方情有独钟。然
而总是到了曾经魂牵梦萦的地界里，往往有一
种怅惘千秋之感。承载记忆的除了死物之外，仿
佛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算当初你站的那块
青砖依旧，最难过的莫不是情依旧，人事非。所
幸是如今的时代，有了相机这样神奇的存在，能
够将那一秒一秒定格在方寸之间，也便有了念

子后世之子孙之所处也。孔林者，葬孔家之人之地
也。三者，合称而曰
“三孔”
。
孔庙有千年之古树，或为孔子之所植，或为子

可能是所谓的知识有了些积淀，总是喜欢
去苛责遗存下来的东西。看到那墙，那砖，那树，

思所手植，
盖后世之推测也。亦有碑刻，
其文多为孔
亦存大臣之迹，少之又
子后人所作，或为御史之书，
略。
少，难得有他人之笔也。无他，

这些想
总是要死命地去挖掘什么。然后渐渐地，
要去感知的故地，确实是少了一些滋味。山东之
行，定义为文化之旅，自己想着也是契合的，很

廊房
孔府之处，
为衍圣公办公之所。甚是庄严，
曲折。无他，
故亦不记。
子思之墓。共万所之
孔林之所，存孔子，孔鲤，
亦存。
碑，千棵之木。弟子、
后人结庐守孝之处，

多文化的内涵，不在于脚下一个个的踩踏，更多
的是偶然与意外的思绪的衍生。毕竟走过岱庙
泰山的人太多太多，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
是无数个走马观花中的一个呢？沉下心思考，那

又有
其后，乘车归校。于车上时，见明月皎皎，
不能自已。苏
良多感怀之处。寻思良久，
声渐哽咽，

么也不枉费了这一路走来一路读。
大部队的出行，不缺少的是热闹，所幸去的

千里共婵娟”
，
信手而来。月白风
子之“但愿人长久，
清，如此良夜何？只叹得竹外疏花，
寒冷入瑶席。与
非意料之事。寄得愁心与明
子同游，
而有此之结果，

地方也不需要很久的寂静。也许要以这样的话
来说服自己，该是学习陶渊明的心态了，而无车

月，明月尚归西。
唯宿迁陈文玉一人而已。
此时同游而观月者，

想的由头。

马喧。
走到哪里都要拍照在我而言只是希望借助
这神奇留下些我和景存在的关系而已。自己一
不小心成了景色你的景物了。碑文和以前看过
的拓本也实在没有多少的区别，古建筑似乎也
没有和横店之流的有些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审
美观的档次实在只有那么些。总觉得文化不能
够带给自己多么大的冲击。却是辜负了这古色
古香，然后人就慢慢和众人隔了一点距离，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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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为了跟随而跟随。然后转身不小心按下了

我想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看过多少的风景，走

快门。定格一看没有把对面的连理枝给照进去。 过多少的路，因为一块石头上，有无数个他们在这
相机荧幕上的是白发满头，身形佝偻的老妇。本 里摆着各种姿势，然后继续前行，真正让我们感受
来书就读得不多，所以思维里有的不过就是杜子 的不是在书上，网络上讲的岱庙的历史，泰山的石
美的那几句伤怀之句。

刻，孔庙孔府孔林的建筑，而是那颗走过各种地方

或许动了恻隐之心，我看着她在园子里捡拾
塑胶瓶。光是看她身形对她的年纪心中也是有了

能够有所感悟的心，一直都这么觉得，如果要知道
所谓文化景点的内在，只要在百度上一搜，所包含

约摸的岁数 -- 大概是承欢膝下，
子孙满堂的辰光

的信息量不会少于你所感受到的东西，那么实践

了。然后便是把刚刚发的水瓶递给了她。突然自
己有种无力感。泰安，
以泰山和岱庙文化着名。文
然后和地上的塑胶瓶，
以及她，皱纹象是
化之邦，

的真实意义在于走过那所有人都走过的路，走出
自己独特的味道。

一个似乎连弯腰都要使劲的老妇。我不知道文化
给我们拥有千年文明的国人带来的是什么，是老

我们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被各种优秀的文
来形容这
化所影响着。然而，
不知道用“缺乏信仰”

文化教授给我们的东西太多，然而很少能够
深深嵌在她那一层不会轻易改变形状的老皮上， 深入血脉。

一代的我们是不是恰当，只不过，太多的时候我们
真的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你遇到年
迈的乞讨者，
你会犹豫给予施舍吗？只要有过犹豫，
似乎就给我们所受的教育，所标榜的文化给了恨
恨的一个巴掌。社会让年迈的老者走上街头，本就
是一种过错，无论他们背后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
是心甘情愿是为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作为社会
的一份子应该有犹豫么？这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
文化所要求的么？
如果有一天我们昂首挺胸地走在街头，可以
让自己的每一个脚步都是实在的，所做的一切都
是问心无愧的，那么谁都可以感念于文化的力量，
无所养，
幼无所依，想起《礼记 大同篇》中的理想世
界。文化圣地，孔子之邻尚且如此，我是不敢再过
多的推测了。岱庙的景观似乎都抵不过眼前的老
妇，她趿拉着布鞋，四处走着，她的眼神里面没有

否则走再多的路，依旧是固步自封的社会视角。
泰山的雄厚与敦实只有广博的胸襟才能够赏
识，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或许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岱宗写下这样的诗篇，这
也是杜甫之所以为杜甫的原因。

我所想象的苦或者累，只是紧紧地盯着这群手上
的塑胶瓶，然后跟着人流走过碑亭，走过连理枝，
走过铜亭，目送人们出了岱庙。
我不知道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在这里多久了，
多少个夏日炎炎，多少个雪花飘飘。然后回望带岱
也许我们不会在涉足
庙，大家都忙着最后的留念，
此地，
带不走里面的历史，
似乎只有留下了我心中
对于文化的疑问，本该儿孙绕膝的她们究竟是为
了什么在这人来人往中来来往往。记得自己在手
。
机中码下了“塑胶瓶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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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墓前的思索
-- 文化感悟“三孔”之漫步孔林
II 11 级孔卫兵

炎炎夏日的骄阳难掩寻求圣哲智慧的步伐，驱
车行进在孔林狭窄的沙石小路上，
感知着家族墓地
的宏伟和深邃，也体味着其中曲径通幽的仁者意
气。我来了，
伟大的先哲圣贤；
我来了，
我的祖先。
一路的回环扭转。我知道车
一路的石人松柏，
而
轮每划过的一个圆圈都曾划过历史的一个轮回，
那连缀起来的车辙直线也正是中华文明史中那曾
翻滚过的几个千年。千年的岁月如歌，
千年的造化
历
如梦。然吾辈止乎于茫茫然，
而或只剩千年一叹：

世人的千变万化。此时墓地上绿草丛生，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加之已是午后，西下的斜阳余晖笼罩
着这片土地，更显得和谐静谧。这也颇似无字碑上
满碑文的武则天女皇。但孔子和她不一样。孔子生
来就是一个被别人吃的人。只不过有的吃得多，有
的吃得少，他们吃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有的高兴
地吃；有的骂着也吃；他们各自吃的口味也不同，有
的吃完叫好；有的嚷嚷着直叫酸。还有有的人喜欢

史沧桑如斯。如婉曲、
如哀叹。我们读历史，
不知觉

站着吃，有的人喜欢坐着吃，还有甚者他们更奇怪，
他们喜欢跪着吃。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的确

间却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想起了 《兰亭集序》中
的：
“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吧。多少代人踏着前代人的脚印却又被后代人

吃了。剩下还有一些人，没吃，
但是想吃。
孔子生前，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仁爱的思想
在当时独树一帜。但局于时代，他的思想光芒只能

模仿。也许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地传承和不断地被
传承中繁衍推进的。他们踏出的脚印连缀起来的就

被硝烟哀嚎所掩盖，所以孔子的一生注定是辘辘如

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探索发展的旅途，
而这条路显
然还有很长很长，不知还要经历多少的万古洪荒。
思绪早已纷飞，
也只有在生和死之间徘徊时才
会想到这么多。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越是老者越是达
观的原因，他们淡然看待生死，完成着属于自己的
那些埋藏在黄土地
生命轮回。在孔林，我们是后人，
里的是先人。我们属于不同的时代，
但我们有共同

丧家之犬。但孔子宁愿做乱世之中的丧家犬也远不
会做像今天批孔子为丧家之犬的笼中宠物。春秋无
义战，甚至那时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国家意识，有位
哲人说过：他的伟大就在于在还没有国家之前就已
经爱国了。他周游列国，传仁爱于人民；他开坛讲
学，授智慧于大众。所以说，孔子生前是伟大的。他
用仁爱智慧养活了很多人。孔子身后的几千年，历
代更替。秦始皇批他，烧书杀人；汉武帝尊他，始立

的责任。
儒家为正统；以后各代也是褒贬不一。但无疑孔子
穿过大片大片松柏树木掩映下的墓地、石人、 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
过洙 响，加之研究孔子的历代专家学者更是不计其数。
石马，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圣林门前。进圣林门，
水桥，经享殿。“携子抱孙”
的孔子墓便呈现在眼前 所以，孔子死后又养活了不少人，尽管这些人中不
了。
一如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孔子墓碑
上的鎏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格外显眼。从古

乏靠骂着孔子出名的。这样看来，孔子的确是伟大
的。他值得我们敬仰！万世之师表！

至今，好像没有哪个朝代曾经忘记过孔子和他的儒
家学派。从春秋末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几
千年，历史沉沉浮浮，孔子也是被时人哄抢供奉抑
他埋身于地下不顾
或排斥谩骂。但圣人就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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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泰山有感
II 11 级曹敬雅

我突然有些兴奋。抬眼望过 “辛苦”或“累”
。或许是因为没有真正挥洒汗水，我
从泰安站出站后，
去，
我看到了泰山。
竟然连站在山顶的心境都是冷的。无法体会登顶后
“山城”
。我爱看山，
也 炙热的喜悦，我默默地站在角落看着人群，我看见
故乡地处盆地，也算一座
我和一个朋友 许多人在山顶的小庙顶着午间的炎热在嘈杂声中
爱登山。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
反倒是有 求一个平安锁；看到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头上的
每日清晨都会去爬山。那山非名山大川，
怕是年久失 汗水便匆匆忙忙虔诚的点起一炷香在香炉前跪拜。
几分恶山恶水的意味。山路不算好走，
山上也无什么绿
修的缘故。并且，因着气候的关系，
我每日站在山顶
意，只是秃山荒岭一片。那个暑假，
是
俯瞰城市。我深知，
这并不算风景。我所期待的，

在神龛前，他们向神灵吐露自己最热烈的心愿，祈
求得到加持和力量。玉皇顶香火鼎盛的画面映入眼
底，但我却完全不知所措。我觉得好吵，却在转念间

真正的壮阔。
登
壮阔是什么呢？孟子曰：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有些害怕。我怕自己会看轻这份心愿的重量，也自
己的分心玷污了信男善女的虔诚。更怕自己永远不
会拥有这份勇气和诚心。我异常失落，只得快步离

泰山而小天下。杜甫的愿望则是
“会当凌绝顶，
一览

众山小”
。我希望这一趟泰山之旅可以告诉我答案。 开大殿，匆匆下山。
泰山，又称岱宗，
是五岳之首。此行之前，
它一
我知道，这一路风景很美，所以才能让那么多
直作为一个威严的地理概念，
给人以无限遐想。它 人甘愿匍匐，为之倾倒。但让我难过的则是，面对这
该是雄伟的，并且是厚重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
共同塑造了这座壮丽山峦。难怪老师之前会这样定

片好山好水，壮丽山河，我竟不能体会到丝毫感动。

在细致观察后，我也找不到传言中令人叹服的景
—古刹
致。换句话说，我未曾感到丝毫的“壮阔”
——
坐着汽车上山路，看沿路的风景和浓浓绿意。 多了看几座，我竟觉得刻板；游客那样嘈杂，我也觉
山麓树木茂密，个个都是合抱之木，
令人心生敬畏。 得几丝烦躁。只有山间古柏和湛蓝的天空多少安慰
它们是泰山真正的主人。还有名震天下的泰山摩崖 了我。尽管完全没有经历“十八盘”山路的历练，但
石刻，字字遒劲婉润，端严雄浑，
透出泰山庄重雄伟 我却意外的疲惫。我很难再专注地欣赏“齐鲁青未

义“泰山之旅”
：我们是去
“朝圣”
的。

的内在气质。
这虽是一趟“朝圣之旅”
，
但我们显然没有朝圣
者的脚力。我们一路都在利用省时省力的代步工
再从中天门坐
—从山脚下坐汽车到达中天门，
具——
缆车到达南天门。虽说最后通向玉皇顶的一段路是
用“爬”的，但也不过是走走停停，完全谈不到所谓

另一种阴霾一般
了”的山河。观景的兴致渐渐阑珊，
的情绪却在胸中发酵。
我试图指责自己，反省自己，但任何思绪都不
能缓解我抑郁的心情。我觉得自己有些不识趣。本
该快快乐乐游一场，我却只有凄凄惨惨戚戚的念
实在不该。
想。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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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叹一口气，我想，我无法获得感动的原因归
—不辛苦。
根也不过三个字——
或许，所谓一种感动，并不是任何的他人他物
所能给予的情愫，而是你自己和自己较量，最终能

“缘分未到”也
—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尚浅”、
尽兴——
说不定。可我有一种隐隐的直觉，我和这一程山水
的缘分怕是尚未用尽。总有一天，我还得回来，重走
我欠下的路途，
重赏我遗失的风景。下山路上，途径

流水，
草原和汪洋， 一座小小的神祗，我立定几秒，悄悄发了小愿：乘愿
打动你的也中有你自己。高山，
但它顶多 再来。而后便甩掉一路飘忽不定的胡思乱想，头也
这些风景固然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
让你享受视觉美感。高深的艺术，
渊博 不回地下山去了。
赠你好风景，
的文化，承载的也只是文化意义上的流转和激励，
结束了旅程，回到故乡，我同一二好友一道重
它们至多是证明你的平庸和渺小。而真正可以令你
感动的是你自己，你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从山脚开
始，脚踏实地付出每一滴汗水，坚持不懈的毅力一

爬故乡的小山。还是旧时人物，然而已然不是旧时
心境。在这离家找寻“壮阔”风景的一年里，也有几
多跌宕，几多成长，但站在山顶的我只却能徒升几

步一步爬上山顶，才有资格如杜甫一样吐出“一览
只有以百
众山小”
的豪迈。只有激烈地和思想交战，
才有可能感
炼钢成绕指柔的耐性同文化深度交谈，

缕悲伤。回想起泰山这趟“未竟”的旅程，我深深明

引起你的无限共鸣。只有辛苦过，
才有
受她的内涵，
资格拥有特别的风景。
而我，我之所以始终觉得这趟旅行的味儿过于
浓郁
寡淡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湛蓝如洗的天空、
这些是我看到
苍翠的森林和苍劲有力的书法艺术，
是登顶
的，但也是所有人看到的。而我无法看到的，
是在长途旅程
后极度疲惫却异常满足的一声呼啸，
都是独一无
中始终不忘的那点希望。我看不到的，

了自己是怎样的平庸和卑微。
回家的那天，正巧赶上故乡承办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我看到许多人目光坚定，开始他们
环湖的“朝圣之旅”。他们比我们勇敢，更比我们虔
诚。路，以及它通向的远方，已经成为他们的宗教。
借由它的教义，我能想象到他们会成为怎样卓越的
一群，拥有怎样的魄力，怎样的胆识。突然，我内心
有一股莫名的情愫涌上，让我湿了眼眶。
不为别的，只是羡慕你们的优秀，明媚的荷尔
蒙。

二的，只属于个我的风景。
想通了这点，我似有几分遗憾，暗暗觉得没有

微笑着等待
II 11 级顾鸣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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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到达山东的第二天前往泰山的。对于
生长在丘陵地区的我来说，
泰山才算得上是脑海中
不让人轻易征
想象着的，
真正的山的模样。他巍峨，
千百年来，
承
服；他严肃，不容许一丝改变；
他厚重，
担着风雨，积淀着文化。
当天出于对行程和体力的考虑，
我们选择了索
纵然是有了索道，
从南天
道的方式游览泰山。可是，

我突然很庆幸，庆幸自
旅客绝不会在意她。那一刻，
己体力没那么好，庆幸自己坐在那里，庆幸自己在
当时低下了头，庆幸，自己与她相遇。因为这相遇实
属不易，那小花的种子不知道如何被安排在了石阶
的缝隙里，她不知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力，才能破
土而出，在她短暂的生命力，她应该也等待着，哪怕

门到玉皇顶的这段距离，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对坏天
攀登的。原本在山脚时还是乌云密布，

可以低头欣赏的人。所以她
一两个，
可以停下脚步，
微笑着，
脸颊红红，
期待着上天安排给她的缘分。
我相信，
她是在等待我，虽然没有动作，没有语

气做好了心理准备，带着雨具上了山，可是没想到
山上等着我们的却是炙热烤人的阳光。因为天气晴

言，但是她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等待我。告诉我，
让我
记得，在这个世界上，她曾经美丽过。缘分真的是件

朗，在山上仰望天空，云很少，
天很蓝。那种蓝色与
泰山上的
城市中高楼大厦间的灰蒙蒙的蓝不一样，
也能
蓝天，像一个婴儿的眼睛，
那眼睛本身很清澈，

妙不可言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来到泰山，为什么我
会在这里停下，为什么我会遇见她？人与人为什么
能相见，为什么能从陌生到熟悉，再成为知己，或爱

把你的心洗涤的很清澈。
在不经意间，
晴空万里固然是好，
但是对于登山的我们也是
越走越长，
一个考验。脚下的台阶好像会不停生长，
风
纵使我的衣衫被汗浸湿，头发重重地粘在脸上，

人？有时候，
人生最美妙的可能就是这份出乎意料，
在某个转角，命中注定的那份缘分就在微笑着等待
你，没遇见，不用刻意追寻，遇见了，就像张爱玲写
的那样，
淡淡说一句，
“原来，你也在这里”。

我就
吹也吹不动，阶梯还是调皮的不予理会。很快，
我也
和大部队脱离了，眼看着和同学们越落越远，
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索性懒得去赶，

时间差不多，我便也起身出发。到达玉皇顶的
时候，已经有好多同学在那里休息了，他们有的和
我轻轻击掌，以恭喜我终于还是爬上山顶了，有的
把我拉到他们身边，一边嘲笑我的体力不支，一边

我记得离我坐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块石头牌
坊，上面刻着“天街”二字。这不由让我想起郭沫若
天
先生的《天上的街市》。我想，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分享一路上的照片。我们大笑，完全不顾淑女形象
以及旁人的眼光。那时的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激
和欣慰，感谢上天，我们在美好的年华遇见了，我们

上的星星一定会幻化成这里的街灯，暖暖的，照着
碧霞仙子回家的路，照出她美丽的容颜，照亮她深

相识了，
我们能够一起笑，
一起闹。看着朋友们的笑

邃的双眼。
收回目光，
我低头小憩。突然，
在脚下台阶与台
发现一株小花。花是浅粉色的，
五瓣
阶的缝隙之间，

脸，我脑海中还能浮想出那朵小花在微风中偶尔摇
曳的美丽模样。
在下山的途中，我没有再看见那朵小花。不过

儿，花枝很纤细，就像是淡绿色的丝线，
上面只缀着
两片极小的叶子。小花很害羞的躲在台阶与台阶中
匆匆登山的
的阴影里，如果是心里记挂着玉皇顶，

也并不遗憾，她恐怕飘到别处，又微笑着，等待另一
个赏花人了。有时想来，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拼
文凭，拼工作，因为一个固定的，明确的目标去奋
斗，达成目的的时候可能也会开怀一笑。但是，真正
美好而能轻易触及内心的可能往往是那些我们没
有办法控制的，一如缘分之类。当我们微笑着等待，
当我们被别人微笑着等待，当我们在不经意间相
遇，眼神中先是一惊，然后释然，最后喜悦蔓延，那
才是人间最温暖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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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II 11 级孔维婕

李欧梵先生曾经提出“后旅游”和“前旅游”的
两个观点，甚是有趣。
，就是在旅行结束之后，我们做
所谓“后旅游”

什么自己，却无法与她的节奏保持相对的平行。
对此我非常困惑。
，常常就是我们一般游客旅行的原
而“前旅游”

过多少次心灵上的神游，
单凭这点，我们就足以去
“值得”
。
判断一次旅游的经验是否
旅游后的乐趣，换句通俗的话来说，也就是事

因。我们事先受到了广告或旅行指南的吹嘘而引起
游思，从而前往游点而进行印证的行为，被李欧梵
先生称为
“前旅游”。

的乐趣，
竟让李欧梵
后的回味之处。这种“后旅游”
先生觉得比初游时的经验更深刻、
更宝贵。

但是“前旅游”的还有更深层的旨意，旅游前，
若我们做的准备不仅仅只是行程、住宿，而对旅行
景点历史、文学方面加以研读，这样在旅游时，当现

当我们结束这段为期三天的的山东之行的暑
期社会实践之后，我曾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神思

实与幻想交错，我们让幻想弥补了现实的缺陷：当

回到了山东，用自己的精神又畅游了一遍自己记忆
中的泰山、孔庙吗，很遗憾，
除了这一刻我苦思冥想

在饱览了山川人文的美景之后，我们还抒发了个人
的怀古之幽思，就会发现，历史总是让人感叹，旅行

山东之行的种种细节，其余时间都没有再去多思
索。

的本质也更加明显。
但是现在大陆面临着一种旅游生意的媚俗：旅

旅行，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休闲方 行社为了招揽游客而不惜千方百计地假造和包装
式，相比于万历年间，徐宏祖风餐露宿、数次断粮、 景点，让游客成为被动的观众，能“观”却不能“赏”，
屡遇强盗，用一生换来《徐霞客游记》来说，探访名 只知买纪念品而不理这名山为何物。或是被导游牵
山大川，
对于我们，轻松又随意。
现代人有两种旅行的形式，一种是跟团，从行
你只要人到
程到游玩过程都有人帮你选择安排好，
需要自己订饭店自己上
了即可。另外一种是自助，

着鼻子走进虚假的幻境或仙境，或是被拉到各种购
物之地来被赚取回扣，更普遍的，是杜撰出很多子
虚乌有的迷信传言，
套在本应沉重的历史上面。
其实旅行，不仅仅是犒劳自己，更不仅仅只是

网排行程。等到某个程度发现跟团不太能满足时， 为了换一个环境，许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找在自以
开始尝试自助，一方面这样自认为是一种独立宣
示，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自助有别于跟团，有更多的

为平淡的生活之外得到感动。
感动是要自己主动去发现的，感受亦是，若旅

意外等着自己去发掘。
很多人对于旅行的意义，
大多定义在 " 犒赏自

行被其他因素所绑架，还不如省些钱买些书在家
读，可要知道，
读书不比旅行轻松多少。

己 " ，花点钱让自己有点理由到外地走走看看。
可是旅行过程中导游的滔滔不绝大多是听听
就忘，站在先哲曾经讲学的地方我也无法抒发出怀
古幽思的奇妙感情。在这个历史感强烈的城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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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坐大轿子上山的想
你若真想品味一座山，
法，拿起你的登山杖。
而在旅
人们因为工作繁忙压力大而出去旅游，

蚂蚁们聊天啦！直到这个圆被前方的巨石挡住了
路，终于停了下来，完整之后的“圆”并不快乐，因为

艰辛最终释放热情的欢畅之地。用自己的足迹去丈
量一座山！抚摸石壁上古人留下的遗迹，
看看你是

对至圣的崇敬与纪念。然而，一方面我们宣扬仁爱
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摧毁着道德底线

否与他们有相同的旅途见闻；掬一捧清冽的山泉
水，那是大山给予拜访者的礼物；亦或是与途中气
定神闲的老者交谈，聆听一段极有趣的传说，指不

的社会焦点问题面前戴起面具，保持沉默。游人如
织，导游的说辞大同小异，那些积淀了几千年文化

他错过了沿途的风景。
游的过程又急于求成、想将热门景点都饱览一番，
你若真想体会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呷一口
反是更 茶，
翻一卷《论语》。
自然是那份浮躁的情绪非但没有减少半分，
在桌前坐下，
是攀登者历经
甚。山巅是挑战者企盼达到的高度，
后世的人们瞻仰孔子，各地都建有孔庙以表达

定你遇上的是出门闲逛的山神。如果我们并不怀着
那么一路欣赏着沿途的
那么急着爬上山顶的欲求，
风景最后也能到达山顶，收获的也会更多，自是应
。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
了那句“慢慢走，欣赏啊”
一只不完整的“圆”一直想去远方，
可是因为走不快
而时常懊恼，后来他补起了残缺的那部分，一路走
得飞快都不能与昔日路边美丽的牵牛花、蜗牛、小

的历史遗迹依然矗立，它们定格在游人的相机里、
出现在城市建设项目的文件上……当褪去人们刻
意加上的修饰成分，它们原有以及应有的意义又有
几人知晓？闭上眼，我依稀记得汉柏院里那几位坐
在古柏下小桌子边拉二胡的老人，那么的怡然自
乐，与周围都融为一体了。我想说：
谢谢。谢谢他们
静静地陪伴孤独的历史，作为游客，我们只能匆匆
来又匆匆去。我只企盼，愿意做聆听历史的游客会
越来越多，而不要在盲目的膜拜中忘记了初衷。
你若真想赢得荣光、使父母安康，定期问候，
多加衣裳”。
“天寒，
在泰山之巅，香火很旺。来自世界各地的善男
信女慕名而来，怀着不同的心境，同在神像面前虔
诚的祈祷。阵阵微风吹进碧霞祠，绑满神龛的红布
“这单
—“希望儿子考上重点大学”、
条迎风招展——
生意一定要成功呀”
“明年再来，
泰山！”
……这里承
的
载了许多美好的愿望。附近一座写着“莺歌燕舞”
石碑传说是古人完愿后所立，摸一摸、再把手揣兜
里就可保全家平安，现今石碑已经很光滑了。反观
现实，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老人面临空巢的问题，他
们的儿女忙于工作和自己的小家庭，经常会忽视与
花
老父母的交流。如果有空闲时间，
不必跑到山上，
一大笔钱烧高香祈福——
—回家就行！现在的通讯设
备很发达，或许，老人们只需要儿女时不时的一声

途中有感
II 11 级李璐

问候啊！
碧霞祠门口的胖道士将一张红票子揣进口袋
里，拿着一个“石敢当”对着神像念叨有词了许久，
随后转身递给了那名游客。我被胖道士的言行所逗
乐，转而走到泰山老奶奶圣像前，驻足听着讲解员
生动地向我们介绍一段美丽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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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楼上

一年开始的季节，
伴着雨点来到你我身边。空
春天引领也终结
灵的回响，
自然召唤万物的声音，

II 11 级吴旻浩

着一次次轮回。绿意盎然，
是生命喷薄的姿态；
暗
流涌动，
是激情燃烧的伏笔。雨雾蒙蒙，隐约的淡
绿后竟是好一个意境悠远的春天。
江

午后的阳光洒在玻璃楼上，
关着的路灯上，
摇摆的杨树上，
等车的你的脸上，
干净的台阶上，
贴在地上的狗的尾巴上。
我要把我分一点点
给绿色的河水，
给晃动的树影，
给指着路牌的你的小手指，
给不动的写字楼，
给没有云的天空。
楼外的路会走到哪里，
汽车的声音会不会飘到天上，
昨天的桂花就是最后一季了？
漂亮的阳光就落在我身旁的墙上，
我多想将身子漫过窗子，
让黄色一直留在我的脖子里。

2012 年 11 月 7 日 书于文综楼

波涛翻涌，
蕴含着生命激扬的能量，吞吐山河
的气魄，
有时也唱着柔情的歌。一江春水绕指柔，
流淌
环绕花甸的曲线是女性的手笔。恣意的形态，
与涌动，
流走的是风卷残云的湮灭，
涌出的是凤凰
涅磐的重生！
花
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娇艳欲滴的色彩
忧愁感伤的
是六朝金粉所凝吗？花自飘零水自流，
孤芳自赏。
灵魂总是萦绕在人们心头。把美撕碎，
但也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豪迈，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月
自古以来，
月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想象与思念，
她只得用月钩尖一抹苍白的黄色来表现自己本身
的形象。人类思想的冲击使月溢出来她蕴藏已久
的情感，抛却浮云，遗世孤立，活生生一个天上世
界里的五柳先生。
夜
静谧与肃杀，
疏朗与混沌，
对光明的渴望永远
是余
抹杀不了对黑夜的膜拜。夜是踏着轻雾的猫，
辉里最后一只归巢的倦鸟。日月如梭，
阴阳轮回，
时间的右车轮在心上碾出一道浅浅的痕迹，只等
众生带着一份惊愕去反思与回味……

春江花月夜
II 12 级 丁一凡

-49-

「青春 T 字台」

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启示
II 11 级 田艺

中国者，中华也。古人云：
“亲被王教，自属中
居身礼仪，
故谓中华。”
国。衣冠威仪，
习俗孝悌，
作

是，神农氏成为农业的代表，不少与农业有关的成
就都认为是他的贡献；黄帝成为政治的代表，不少

为地理概念上的“中国”
，
其外延虽是一个疆域拓展

制度的开创也都被视为他的贡献；有巢氏被视为巢
居的发明者；燧人氏是人工取火的创造者；庖牺氏

的的过程，而其内涵却是一个文化拓展的过程，从
古代的华夏族到现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同时更重要的，也
成，不仅是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
是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发展过程。而我觉得，只
才能对中
有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启示有所了解，

畜牧开创者。种种中华文明的具体表现都与传说中
的某个人物挂钩。这些都是后人对前人的回忆和怀
想的一种表现。并且，由于种种说法，
也使得在不同

华文化有真正的理解。
中华文明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延续。我们所要传

的历史文献中记录的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往往不同。
就拿三皇来说，就有多种说法。司马迁《史记·秦始
皇本纪》记载李斯的话：
“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承的是一种远古先民所留下来的、
在现在仍有启迪

皇，泰皇最贵。”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春秋纬》提

意义的一种精神。关于中国最早的种种文明，都是
以一种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不少的文

出天皇、
地皇、人皇为三皇的说法。除以上两种说法
外，战国以后所定的人间历史上三皇还有五种说：
《白虎通德
1）燧人、伏羲、神农（见《尚书大传》，

明是对前人的回忆与怀想。
说起中华民族的始祖，
相信不少人脱口而出的 论》
《风俗通义》引《礼纬·含文嘉》，
《曲礼·正义》引
他们的不少事迹是来 《甄耀度》及谯周《古史考》等）
是三皇五帝。对于三皇五帝，
源神话传说。一开始，
这种神话传说是以人们口耳
2）伏羲、女娲、神农。（见《风俗通义》引《春秋
后来逐渐见于最早的史书 纬·运斗枢》，
相传的方式流传于后世，
《曲礼·正义》引《运斗枢》吗《文选·东
典籍。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 都赋》注引《春秋纬元命苞》，
《吕氏春秋·用众篇》、
糊，但是，人们却对他们具体的事件越来越感兴趣。 《孝行篇》及《水经·渭水注》等）
《风俗
加之，已出现不少对社会生产产生巨大作用的东
3）伏羲、祝融、神农。（见《白虎通德论》，
后人自然 通义》引《礼·号谥记》及《乐记·正义》引《孝经纬·钩
西，并且人们也不是很清楚其来源。于是，
而言的会把这些创造与传说中的古人相联系。于

命诀》等）
共工（见《通鉴外记》引或说）
4）伏羲、神农、
5）西汉末的《世经》所排古史系统，在黄帝和颛
顼之间加有少昊金天氏，使战国时说五帝中多了一
帝。于是有人把原五帝之首的黄帝升为三皇，与伏
羲、神农并列。
可以说这种文化记忆是文明传统的起点和动力。首
先它是中华的文明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考古学出
土的文物可以论证某一时代的某一现象，而文化记
忆却来得比考古更为形象更为生动，并且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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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溯到渊源，而考古却并不是一定可以。这种
并且会推动一代又一
文化记忆丰富了中华的文明，

“穆公立九
情形。据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记载：
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蔡丘，而欲封禅。管仲曰：

代人继续对先人的思考。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
然而，这样的记忆美真能还历史以真相吗？黄 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宓羲封泰山，禅
他们率领 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帝炎帝等作为当时一些部落首领的代表，
部落成员打击来犯的其他部落或是与其他部落争 ……周成王封泰山，禅于社首：
皆受命而封禅。’”封
夺领地，这些事迹可以红山文化末期遗址中得以考
证。但是，这能说明神话传说都有根据吗？

禅是一种专属于天子的祭祀活动。齐桓公一旦举行
封禅大典，就意味着他觊觎天子之位，这会给其他

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郭沫若先生即曾指 野心勃勃的诸侯带来可乘之机。显然，齐桓公泰山
出：
“在商代都还只是在文字构造的途中，那末唐、 封禅的想法与管仲“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产生冲
《皋陶谟》、
《禹贡》，
在黄 突。因而管仲借炎帝等古代帝王“皆受命而封禅”的
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尧典》、
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内经素问》以及已经消灭的 “历史依据”以打消齐桓公封禅的念头，至于炎帝是
《五典》、
《八素》、 否真的有过封禅泰山的史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一切道书，更在以前的么《三坟》、
《九丘》，更是不用说的了。”
童书业先生也曾指出： 但是之后的人根据《管子》中的这篇文章或许就真
五典为五帝之书，其说 的认为炎帝封禅泰山是有一定根据的传说。
。
“旧说或以三坟为三皇之书，
可疑。三皇五帝之说在《左传》作时似尚未完全形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传统神话呢?首先肯定
‘三皇五帝’之称始见于《周礼》
（战国后期作品） 是必须了解这些神话传说，因为它们在中华文明的
成。
等书。”以上指出的只是神话传说的一部分，
可以想 传承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并且，
只有了解它们，才能
象，其他一些神话传说也存在一些矛盾。
为什么这些记忆美不能还历史以真相？因为后

有可能的辨别其的真实模样。但是，我们也不能因
为它们的重要作用而不加辨别的全部认可，这样反

人在记忆先人留下的种种神话传说的过程中带有
在记
主观的时代色彩。首先，
人是带有主观情感的，

而使我们不能跟好的认识历史。
“我们
对于此，王玉哲先生从史学的角度讲到：

忆中会结合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这样，在一代又一
代的传承中，被传承的记忆可能离最开始的原始模
后人可能会结合其生活时代的
样越来越远。其次，

对待这些古籍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哪怕是带有神
话性质的传说也不能弃之不理。我们既不能盲目地

特点，去丰富被传承的记忆，
这样，
记忆就富有当代
的时代特点，
这样更容易被人接受。
人们在主观的记忆和怀想的过程中加入了希
或是在百家争鸣的
冀。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流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为了更能说明或是维护其思想，本

信为实录，也不能全部斥之为荒诞不经。……这些
古代传说大都多少有些口耳相传的依据，不会是完
全的向壁虚造。”王先生的这种观点已基本上为大
多数的学者接受，
在我看来，
也是值得赞许的。而使
我们不能跟好的认识历史。
对于此，王玉哲先生从史学的角度讲到：
“我们
对待这些古籍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哪怕是带有神

带有某种思想本来种种的传说也具有了某种思想
的反应，成了某些思想家论证其思想的一种工具。 话性质的传说也不能弃之不理。我们既不能盲目地
如《淮南子·修务》篇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 信为实录，也不能全部斥之为荒诞不经。……这些
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表明神 古代传说大都多少有些口耳相传的依据，不会是完
农、黄帝等原本的神话传说在当时已成为了某些思 全的向壁虚造。”王先生的这种观点已基本上为大
想家的一些思想的载体。他们为了推行自己学派的

多数的学者接受，
在我看来，
也是值得赞许的。

治世良方以求为人主所用，
或为了在相互诘辩证明
本派学说“古已有之”的正确，
往往称引
‘古’
史或抬
出一批“古人”
为自己张本。
再如炎帝封禅泰山的传说。炎帝封禅泰山的记
载应较早见于《管子》，遗憾的是《管子·封禅篇》早
已亡佚，因而只能从后人的引述中，了解其大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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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竞争是一项公共事业
II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周可真

它可
竞争是发生在人类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
以是单个人之间的斗争，也可以是群体之间的斗
争，但竞争之所以为竞争的特点，是在于它并不诉
诉诸
诸暴力，
而是以和平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反之，
则为武斗；若
暴力的斗争，若是发生在单个人之间，
也
是发生在群体之间，
则为战争。竞争既不是武斗，

争行为。
中国传统的理性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进行
的，这是一种在政治制度约束之下所开展的人与人
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作为一种政治竞争

不是战争，可以说是属于“王道”范畴的斗争，而武

形式，是在世卿世禄制度已然瓦解的战国时代才出
现的，它首先出现在秦国的论功行赏的法治环境
中，当时秦国的法律原则地规定了爵禄的高下取决

斗与战争则可以是说属于
“霸道”
范畴的斗争。中国
，
故受儒教影响的中国
儒家素尚“王道”而黜“霸道”

于军功的大小，这是处于国际战争状态下所制订出
来的一种理性的政治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人们可以

人至少在理性上向来是主张和平，
反对武斗和战争
好争，而且在
的，尽管在情志与行为上未必不好斗、

开展理性的权力之争，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竞争。
秦朝之后，汉初在政治上实行郡、国并存的双

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常诉诸暴力来进行斗争。由此， 轨制，当时的政治竞争在封建制范围内是不存在
对中国人而言，可以说竞争是理性的斗争形式，武 的，它只存于郡县制范围内。汉代郡县制范围内的
斗和战争都是非理性的斗争形式。
政治竞争，是在“征辟”
“ 察举”的选官制度下开展
在中国，理性的斗争形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 的，其中“察举”是这种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它是
经济领域是不存在的，
因为从事自然经济的人们都
他们之间无所谓经济竞争，在古
是“靠天吃饭”的，

根据人们的合乎名教的道德行为来选拔政府官员
的，即所谓“举孝廉”是也。所以，汉代的政治竞争就

代则只有巧取豪夺的土地兼并，
这种土地兼并行为
这
实属于政治范畴，乃是一种超经济的政治行为，

是在当时的统治者实行名教治天下的政治条件下
所开展的“竞于道德”的行为。如此，政治竞争就变

种政治行为往往以暴力作为后盾，
且不时诉诸暴力
范
来达成其兼并目的，所以它实质上属于“霸道”

成了道德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成为人们争权
夺利的政治工具，丧失了它固有的伦理性质，由此

畴：既不是一种经济竞争行为，也不是一种政治竞

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同时，也由于政治竞争
被现实地归结为道德竞争，政治也丧失了它固有的
性质，由参与“治国平天下”的国事沦丧为“修身正
己”的私事，
这就必然导致国事日益废弛。道德的沦
丧与国事的废弛，是汉代名教治天下的必然结局，
这意味着当时的政治竞争虽具“王道”性质，却既缺
乏伦理效益（
“道”
），也缺乏政治效益（
“王”
），最终
无以成其“王道”之业，而不能不“亡天下”而“亡
国”。
从汉魏乱世之际冒出来的“英雄”曹操，在政治
上崇尚“唯才是举”
，它后来成为魏国的选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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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的选官制度与战国时秦国论功行赏的选
官制度在性质上大同小异，
它比较适用于国际战争
状态的国家治理，事实上也能带来较高的政治效
益。但随着战时状态的结束，
魏、
晋都实行九品中正
制，这种制度差不多又重新回复到了先秦战国以前
的世卿世禄制度，使政治竞争变得不可能，而政治
竞争的丧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腐败。魏晋时期的
政治腐败，一方面表现在贵游弟子的溺于
“清谈”
抑
或“越名教而任自然”地恣情纵欲，
另一方面则表现
在官场的互相倾轧和杀伐不断，
由此导致国家的速
亡而使天下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隋朝重新统一天下以后，
在选官制度上实行了
革命性的改革，破天荒地推行起科举制度来，而且
直到清代光
这种制度一实行就实行了一千几百年，
在形式
绪时才被废止。中国科举时代的政治竞争，
上从汉代“征辟”
“察举”制度下的道德竞争变成了
考试竞争。由于科举考试与科举教育内在地联系
在一起，故从隋朝至清朝的千余年间，中国的教育

莫过于：
汉代的政治竞争所导致的是社会道益沦
丧，而科举时代的政治竞争所导致的是国家教育的
日益沦丧。这给人的历史启示在于：借助于道德教
化与教育考试的形式来进行的政治竞争，不仅达不
到优化国家政治从而实现国治民安的目的，相反会
导致社会道德水平和人才质量的递降，而其根本原
因在于这种政治竞争方式实是基于缺乏公共理性
的私人理性，正
是这种私人理性导致人们简单地化“国”为“家”，化

这使
一直都是人们赖以进行权力之争的政治工具，
与
“颜如
得中国教育越来越成为培养追求“黄金屋”
的手段，
由此造就的
“国家栋 “公”为“私”
玉”的所谓“国家栋梁”
，从而把国事归结为私事，把公共道德
来参加 归结为私人道德，把公共教育归结为私人教育。也
梁”因其原本就是冲着“黄金屋”
与“颜如玉”
，其 正是因其缺乏公共理性，所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
考试，参与政治竞争的，所以一旦“金榜题名”
据说始于宋代 还是在伦理和教育领域，都缺乏公共规则——
“好利”
“好色”之性便日益暴露出来，
—在政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治领域只有私家“王法”，在伦理领域只有私家“宗
而一直流传至今的所谓
（或作
“一任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就是科举时代在
政治竞争中胜出的那些“国家栋梁”在为官期间坐
进“灰色收入”甚至敛财贪赃的真实写照。

法”
、
“家法”，在教育领域只有私家“师道”和相应地
在学术领域只有私家“师法”、
“道统”。也因为缺乏
公共规则，只是按私人规则来进行竞争，参与其竞
争的人们自然是经受不起竞争失败所造成的痛苦

因此，如果说汉代的政治竞争是使政治由参与
“治国平天下”的国事沦丧为“修身正己”的私事的
“治
话，那末，科举时代的政治竞争则使政治由参与
国平天下”的国事沦丧为“逐于财色”的私事了，这

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知道自己为什么会
失败，只能归之于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从而怨天尤

种竞争中，获胜者所得到满足的是他们期望得遂的
情欲，失败者所失去的也是他们所期望得遂的情

当今中国，传统的私人理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
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公共理性尚未建立起来或至少

欲，故参与其竞争的人们所患得患失的是其个人的
情欲能否得到满足，
而不是国事的成败和国家的治

远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实际地参与到

人。（如果有统一的公共规则并且大家都遵守其规
“食、
色，
性也”
或“饮食，
男女， 则，则参与这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就会知道其失败
种政治竞争是围绕着
人之大欲”这一人性内容所展开的情欲之争，在这 的原因是由于自己能力上有问题。）

乱。这样的竞争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国事的日
益废弛，委实可以说是和汉代的名教之治殊途而同
归了。
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竞争，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了现代社会的各类竞争中，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竞
争本质地理解为公共事业，而只是把它当作私人事
业来看待。
公共事业与私人事业之不同之处就在于：公共
事业所要成就的是公共利益；私人事业所要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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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就
是身家利益。所谓公共利益，
在
是民族利益，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就是国家利益，

它是非民主政府，它只是使极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
从而产生了“四大家族”，而与此同时却使国民的公
共利益即国家利益日益缩小，由此最终导致人民起

全球范围内就是人类利益。正是因为有公共利益的
它的
存在，才有竞争的客观必要。现代社会的竞争，

来推翻了蒋家王朝。

意义是在于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来使公共利益最
大化。所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一个民族或一
个国家来说，就是意味着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能够

当今中国，由于改革开放，政府越来越民主，所
以国家也越来越昌盛，其昌盛的表现就是大多数人
的生活与其原来相比过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基本

获得又快又好的发展，
以便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
自立地位或优越地位；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国际

的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政府的
日益民主化。但是，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

进程尚待进一步加强，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两极分
共利益的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是不可能发生的， 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似乎还在进一步
即使有竞争，也不是自觉地按照优胜劣汰的发展规 扩大。这种两极分化扩大化的趋势，是意味着中国
律来进行，只会是无序而黑暗的混战，这种混战最 国民的公共利益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亦即意味着中

竞争只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如果没有公

终必然导致一切私人利益全部丧失，
从而招致整个
民族、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毁灭。
现代公共理性就是基于对无序而黑暗的混战
势必导致人人自危和人人朝不保夕的可能性的认
识，从而要求建立公共国家（即共和国）来保障每个

国国家利益有日益缩小的趋势，这是一种非常危险
的发展趋势，因为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最终有可能
导致中国重蹈旧中国蒋家王朝的覆辙。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强，有待于全体

人的利益，而维系公共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就是民
主，民主的政治本质就是把国家理解为公共国家的

国民公共理性的建立和完善。为此，有必要在全体
国民中开展一场关于公共理性的启蒙运动，特别是
要进行关于公共国家和公共规则的教育，使全体国

公共理性，以及这种公共理性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
—通过反映多数公民意愿的民选来产
表现形式——

民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参与其间的一切竞争
都是公共事业，其宗旨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使自己

生政府。
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
越地位而成为所谓发达国家，

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只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反之，国

们的政府是通过反映多数公民意愿的民选产生出
来的，这样的民主政府相对非民主政府来说，是能
够使其国民的公共利益即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
虽然它
府；反之，后者则不能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

家利益的缩小则会损害每个公民的利益，倘若缩小
到一定程度，更可能导致一切公民利益都丧失殆
，
—即使“牛”如旧中国显赫一时的“四大家族”
尽——
也照样要被人民赶到一个角落里去过其苟且偷生
的没落生活。

可能使其国家中极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中国现代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史上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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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本体论？
IIII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庄友刚
庄友刚

一词，
是从西方语言中翻译
汉语中的“本体论”
过来的一个词汇，对应于英语中的 Ontology 和德
语中的 Ontologie。关于这个术语是否准确地表达
了西文愿意，学术界早有争论。无论是 Ontology 还
是 Ontologie，都来自拉丁文 Ontologia 一词，而拉
这
丁文源自希腊文。在希腊文中，
就字面意义来说，
个词的含义是指关于 on 的 logos，即关于存在的理
一词不能充分表达
“关于
论。有学者认为“本体论”
与
存在的理论”这样一个含义。汉语中的“本体”

对“存在”本身的追问。或者说，西方传统哲学在阐
释本体论（Ontology）时，中心点是放在了“存在者”
那里，其目的是为了把握“实体”或“实在”。这一观
念和思维方式在现代哲学中遭到普遍的拒斥和批
判，而主张从对“存在者”的把握回到对“存在”的追
问。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也可以称
为拒斥本体论）的根源。主张废除“本体论”概念的
学者看到了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差别，
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强调对 Ontology 的研究，强

作为词根的
“on”
“on”
不是一个对应的概念，
根本没
“本体论”
这
有汉语中的“本体”的意思。因此，
反对
或“是论”
这样的译名来
样的译名，而主张“存在论”
本身就是
代替。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
“本体论”

实际上，无论在现代西方主张拒斥本体论研究
的学者那里，还是在国内主张放弃“本体论”概念的

一个翻译过来的词汇，如果我们把它界定在“关于

研究者那里，都有一个误解，他们都把作为一个学

，由此认为 Ontology 不
调“存在”而不是“存在者”
概念。
应当翻译为“本体论”，应当放弃“本体论”

存在的理论”这一含义上，即作为和 Ontology 的对 科、一个研究领域的 Ontology 与对该学科领域研
应词，谈到本体论，就是指关于 on 的 logos，那么， 究的 具体 观点 、学 说混 淆了。 作 为 一 门学 科 ，
要求废除“本体论”一词而主张以“存在论”之类代 Ontology 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
替，就显得多此一举了。特别是在
“本体论”
已经成 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康德之前，形而上学被作为哲
再苛意去变换词语的形 学的主要
，甚至是被作为全部哲学来看
为人们常用的哲学术语后，
式，只会带来理解的混乱。当然，
使用
“本体论”
这个
相反，应当
译名，并不是说这个词的含义可以混乱，

待。在康德实现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形而上
学仍然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与认识论相并列

加以澄清，
并把确定的意义固定下来。

的学科。但是，传统西方哲学家在讨论关于存在的
理论时，着眼点是存在者，主要阐述了关于实体、实

本体论或关于存在的理论最早是在亚里斯多
德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
中得到规定的。18 世 在的理论。可以看出，传统西方哲学关于实在的理
。
纪，沃尔夫在划分形而上学（哲学）时，把“本体论” 论只是在研究关于存在的问题时形成的一种
列为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
Ontologia 成为一个专 讨论同样的问题，并不妨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主
门的哲学术语。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含义
“形而上学”
最基础或最核
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属于

张，形成不同的学说和思想观点。现代西方哲学中
主张拒斥形而上学的人，只是把传统哲学在研究关

心的部分。自此以后，
这一含义已经成为人们使用
混用。就是
这一术语的共识，有时也与“形而上学”
说，
本体论（Ontology）的使用界阈是哲学的一个分

于存在的理论时形成的思想、观点、学说理解为形

支学科，
其中心问题是对
“存在”
的追问。

而上学，而不是把传统西方哲学研究相关问题时的
研究
理解为形而上学，从而提出拒斥形而上
学，反对
的研究。实际上，
他们可以不同意传

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开始，直到黑格尔，关于对“存在者”的讨论取代了

统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学说，可以拒斥传统哲学家
只把握实体或实在的运思方式，但是，他们无法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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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形而上学这一
。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哲
主张从传统的
学的批判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
实在）的研究回到关于存在
强调关于存在者（实体、
本身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传统西方哲学具
体的观点、学说，甚至传统西方哲学家的特定的运
思方式是可以拒斥的，但是形而上学是不能拒斥
一个学说不涉及关于
的。不研究关于存在的理论，

（实体、实在）的讨论，对始
方哲学中关于“存在者”
基的追求叫做本体论，就是说，本体论只限定为传
统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而把作为研究的问题阈的
Ontology 称为“存在论”
。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
传统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就
方案。但是，
这样一来，
与 Ontology 脱离了关系，似乎传统西方哲学的相

存在的追问，
不能叫做哲学。

关研究不是在 Ontology 问题阈之内的研究，似乎
本体论与存在论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东西。给人的印

国内反对本体论概念的学者同样产生了这样
的混淆，他们仅仅把传统西方哲学中关于实在问题
的具体学说理论理解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而不是

象是传统西方哲学只研究本体论，不研究存在论，
对存在论的研究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事情。事实当
然不是这样的，传统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只是在同

从一个学科或问题阈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概念。在

一个问题阈内形成的特定的学说，并没有脱离
。同时，
“存在”还不是一个严
Ontology 这个
格意义上的哲学概念，片面强调“存在”范畴，会导

这样的意义上，
Ontology 当然不是本体论，马克思
主义哲学也没有本体论，
马克思对传统的抽象的思
辨学说给予了深刻地全面的批判。从国内哲学界研
究者的论述来看，人们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本体论概
念。一种是在学科领域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本
体论被理解为“关于存在的学说”
。虽然概念的宾词
是“学说”二字，但是概念并不是强调学说本身，而
，在这一领域内，可以形成
是强调研究的
各种不同的学说。另一种是在学说的意义上使用这
一概念，本体论概念也可以被规定为“关于存在的
是学说的具体内
学说”
，但这里强调的是学说本身，
容或思想倾向。不仅如此，本体论还被用来专指传
实体的学说。国内哲学界
统西方哲学中关于实在、
关于本体论问题的争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无

致哲学
的消失，带来理论的混乱。在后面的论
述中，我们会看到片面强调“存在”将带来怎样的后
“本体论”
的概念，但应
果。我们的意见是，仍然保留
当对“本体论”含义作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
本体论指称传统西方哲学对待“存在”问题的一种
特殊处理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特定的哲学形态，即
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归，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的
哲学形态。广义的本体论是指哲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是一个问题领域，对存在的追问构成了该领域
的核心。
由此观之，在狭义的意义上，现代西方哲学是
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传统西方哲学混淆

本体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本体论概念或理解之 了“存在”与“存在者”
，把对“存在”的追问演变成对
间的争论。
“存在者”的追问，形成了追求永恒实体，以达到绝
问题 的 实 质 已经 暗 示 了 解 决 问 题 的 方式 。 对真理为终极关怀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现代西
Ontology 翻译成“本体论”
也好，还是翻译成“存在

方哲学根本上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运思方式和

只要我们在 哲学观念，抛弃了对“存在者”的关注而强调对“存
论”也好，实际上只是名词形式的区别，
具体的讨论中明确界定了“本体论”的内涵，那么， 在”本身的追问，不强调实体而强调关系，不追求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就应当是明确的。学
界有学者以“传统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两个名

在者而注重存在方式。在广义的意义上，现代西方
哲学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延续和发展，是在 Ontology

词来标示传统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这个问
题上的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传统西方哲学与现

这个问题阈内对 Ontology 更高、更新的研究和回
答。在广义的意义上，现代西方哲学没有拒斥、超出
本体论，也不可能超出本体论，彻底的哲学观念必

但是这样容易给人一种误
代西方哲学区别了开来，
解，似乎“传统本体论”与“现代本体论”中的“本体

然要求对本体论问题作出回答。

前者是指对问题
论”概念是同一个概念。而实际上，
阈的具体解答，是对一种基质（实体、
实在）的追求；
是指问题阈本身。因此，
后者是对存在本身的追问，
即把传统西
学界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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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绉折
现代性的皱折
II 台湾大学教授 张小虹

台湾女性主义作家。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
张小虹（1961 年 10 月 30 日－），
生于台北，
籍贯安徽合肥，
系毕业，
密歇根大学英文系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很高兴在苏大跟大家见面，介绍词的“学贯中 了 。 这 就 是 两 个 关 键 的 英 文 字 ，
“fold”和
我想 “modernity”。至于另外两个中文字，一个是“势”
，
西”
可能要放入括号。如果要给自己一个评价，
我的学术特点就是“不中不西”
，为什么会这么说 形势的势，一个是“式”
，式子的式。“势”与“式”
，两
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学问没做好，西方的学 者笔画复杂程度不同读音却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将
问也没弄通，两边都不到位。另一种说法比较积极， 这两个字特别提出来呢？答案显而易见，如何对这
我希望我在做学术的时候不要像前人那样学贯中 两个字做一个理论上和概念上的差异区分，对我们
西，而是做到不中不西，因为“中西”这两个词源自

了解现代性的皱折有着很大的帮助。

于二元对立文化的想法，
所以不中不西虽然可能会
被解读为贬义，但也可以说是挑战我们对中西文化

在服饰研究中，绉折，简单地说就是“服饰或布
块上的翻转折叠，有无造成折叠线均可”。领子上
翻进去，
折边折进去就是一个“fold”。最常见的绉折

的区隔与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界定。今天演讲的内
容与此类似，不会有学科的严谨预设。我会给大家

就是百褶裙，有很明显的折叠线。在当代的流行时
举一些简单的事例，
涉及服装史、
科学史上的例子、 尚里，最常做的立体造型就是抓褶。下面给大家看
事例。
的图就是加拿大的一位华裔设计师的作品，他就是
今天的演讲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
两个英文两
个中文。第一个英文字是
“fold”
，
中文是
“绉折”
，
法

用折纸的想象去做衣服的结构。而这张图是英国一
位非常的着名设计师 Vivienne Westwood 的作

文是“plier”
，这个字为什么是今天的关键字？对于
“fold”
，我翻译的是“绉折”
。有人会问，
“绉”
为什么
，
“折”不翻译“衣褶”的“褶”
？
不翻译“皱纹”的“皱”
事实上当初翻译的时候，
我就希望“绉”
一定要有这
个偏旁，因为这是一个纽带，一个能让人联想到衣
，
料和时尚的桥梁。至于
“折”
字，
则有一个
“提手旁”
这使得我们感觉起来它表达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完
“fold”
成时，而是一个动作，
一种状态。
这个字我特
在当代文学理论中，
别喜欢，
我们怎么谈绉折？第二
个 关 键 的 字 眼 就 是 “modernity”
，法文就是
“modernité ”
，这个词往往翻译成“现代性”
，但我
，为什么会多出两个字？
看到的却是“时尚现代性”
回到英文看“modernity”就能看到另 外一个字
，用法 语就 是“la mode”
，
“la mode”是 什
“mode”
么？就是时尚流行的时尚。而时尚作为一种时间的
概念，它在“现代性”的字源里头就已经镶嵌进去

品，图片给人的感觉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剪裁，完全
是用布料折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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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非常着名
的“pleats please”系列作品,名字可以翻译成
“给我
，这个就是全部用细褶做出来
皱折，其他全不要”

穿着以上海为中心、象征摩登形象、强调女性身体
曲线的新式旗袍。而后在殖民地战争动员的大旗
“旗袍”成为日本殖民者眼中可疑可议的视觉服
下，
码，一在其与中国作为民族认同的想象连结，二在
其与都会摩登时尚流行的颓靡连结，皆不符彼时迫
在眉睫的战争动员，但为物资节约之故，不宜全面
禁制，遂成为亟需重新改良的本岛服饰重点项目。
洋装的本岛流行，与日本殖民现代化的服饰政策息
息相关。日治初期仅着力于解缠剪辫，对台湾本岛
在延续清朝男女服饰的穿着传统上，多采取绥抚放
任政策，日治中期则展开了“兼具同化及现代化双
重取向的殖民施政”。1920 民现代化的洋装，遂优
先取代国族认同暧昧的旗袍，成为服饰改良过程中
的范式，后乃有更为符合战时国民精神与动员女性
劳动力的妇人“标准服”之制定与推行）。将旗袍改
成洋装，有三个步骤：第一、把旗袍的中式立领改为
折平式的西式翻领；第二、把旗袍裁短，将裁下来的

的。
前面说的那些图片是我们常说的当代绉折时
尚，当代的绉折时尚怎么跟绉折理论联系起来？

下摆做成褶子，缝接回两侧；第三、腰部中央要系上
不仅只是两种服
细腰带。通过例子可以发现“折衷”

装样式的转化融合，让旗袍皱折成了洋装，
“折衷”
更积极指向战争作为绉褶之力，帝国殖民主义在绉
褶之力与都会摩登流行时尚作为绉褶之力的交织
是把内在力量使出来，而是外在的力量透过绉折， 之下，就出现了我想跟大家谈的两个词，
“: 行势”
把内在卷出来，所以内在是被绉折出来的，这就是 (force)与“形式”(form)的“折衷”
。“形式”的“折衷”
。这样的一个理论 可视可见、可观察辨识，而“行势”的“折衷”则是化
我们当代理论所谈的“内翻外转”
打破了原来“外面是外面，里面是里面”的理论，告 “潜在”(the virtual)为“实在”(the actual)，将不可视

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绉折理论—the
“forces of the outside”that fold the inside，
意思不

诉了人们所有的里面其实都是外面卷进来，打破
interiority/exteriority,appearacne/essence,
表面和深度。而
surface/depth，所谓的表象和本质，

，转化为可识可见、可观察辨
见、无法感知的“行势”
识的“形式”。

中国的山水画很厉害，可是很多外国人不理
解，反而问你们中国人会画山吗？山的形式画成那
个样子，中国画家就说我们画的是山的行势，而你
一块很大的布块，上面充满了绉折，
绉折又再绉折， 们只注重山的“形”
，只能画出山的样子，画不出山
这个绉折也是动态的。
正在形成的“态势”
。谈这个差异性，不只是去解决
抛开有点抽象的理论而从一个实际分析案例 “旗袍有没有办法演化成洋装”，我们要解决的是很

其主体是绉折的拓扑结构，
即整个世界不再是一块
像
硬体的想象，而是作为一个连续的 texturology，

里头去想象，就像文学理论在很多方面绝对不会只
是一个抽象概念，这边我要举一个例子：旗袍如何
由绉折变成洋装。
1940 时，台湾在日本的殖民之下，
整个台湾处

—如何去看待历史。
根本的问题——
我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于时尚研究，一方面可能
是爱慕虚荣，另一方面是时尚真的让我们从“新欢”
看历史，有完全不一样的时间感性。要区分“历史的

于气氛很紧张的备战时期。战争时期不能穿旗袍， 时尚”和“时尚的历史”
，不是只谈时尚的历史，那仿
“旗袍” 佛就是服饰史，而是历史作为一种时尚化的想象，
因为旗袍穿着起来行动会很不便。那个时候
“长衫”
。上世纪 30 年代受中 它能提供不一样的历史。
还不叫旗袍，而是叫做
“时尚的历史哲折学研究”
国大陆时尚流行之影响，
台湾中上层年轻女性开始 希冀在历史史料、政治诠释、意识形态分析之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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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是我们太熟悉不过的东西，比如旗袍代表什么，
装代表什么，所谓的殖民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有

往下一朵兰花时，便同时传递了兰花的花粉，助其
达成繁殖作用。
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基进质疑历史本身作为“折学”
此例的重点不在兰花与母蜂外型上的“相似”，
概念的可能 ，历史哲学如何重新想象它。
而在兰花与胡蜂作为两个不相干的点，却因“生物
从“皱折”作为一种服饰细节的改造，推向“绉 学皱折”
（或称流变线、抽象线、弹性线、逃逸线、皱
摺”作为历史即“力”
史、
哲学即
“折”学的概念分析， 折线）产生兰花－胡蜂的“拓朴连结”，由原本兰花
怎样不可视见的 作为植物与胡蜂作为昆虫的区辨，自我解畛域化为
而尝试提出下列的核心问题思考：

绉褶之力“生成”了旗袍？怎样不可视见的绉摺之力
“旗
“生成”了洋装？为何在现代性的变动过程中，
袍”
与“洋装”总已发生绉摺运动。

兰花－胡蜂的“不可区辨区”
，让两者从既有认知架
构下互不隶属的生殖规范系统中解放出来，而发生
关系、
产生连结 。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纯粹认为“中就是中，西就
是西”
，它们其实不断地产生皱折运动，简单地说就
在发生绉摺运动，而不再一个隶属于中国服饰史， 是没有一个原地踏步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一种
一个隶属于西方服饰史。建立在断裂的独立的风格 “动势”。如果我们谈洋装和旗袍，它的“folding

旗袍跟洋装不是只在我们刚刚的例子中才发
生“旗袍绉摺成洋装”，
有没有可能旗袍和洋装一直

想象中，这种二元对立系统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现代性
所以要谈三个东西：
（一）
“拓朴连结”
；
（二）
；
。第一拓扑连结，
引用一个
绉折”
（三）
“中西合壁”
例 子 来 解 释 什 么 是 拓 扑 接 连 ： 德 兰 达 (Manuel
（Intensive
Delanda) 在 《强 度科 学与潜在哲学》
Science & Virtual Philosophy） 以盐结晶与肥皂泡
沫来说明何谓“朴连结”盐结晶的立方体结构与肥
乃视觉形式上的大不同，但盐
皂泡沫的球体结构，
结晶的立方体乃是最有效极小化链结能量的结构，
而肥皂泡沫的球体亦为最有效极小化表面张力的
结构。
盐结晶与肥皂泡沫的
“拓朴连结”
，
不在视觉外
的
“奇异点”
观形式的相似，而在“能量流失极小化”
(a singular point)是相同的。一个拓朴形式（多形体
中的一个奇异点）导引着一个产生多种不同物质形
式的过程，包括球体与立方体，每一个拥有不同的
的“奇异点”
，
开
几何属性。故从“能量流失极小化”
展出或开折出(unfold) 物质形式、几何属性截然不
乃晶盐－皂沫
同的晶盐与皂沫。
“能量流失极小化”
的“拓朴连结”，而晶盐与皂沫则为“能量流失极小
化”过程中所开折出来的两个不同形式几何解。
就“开折形式”un（folded forms)而言，晶盐是
似无关连，
但就
“合折
晶盐，皂沫是皂沫，绝不相似，

force”就不能大而化之地归结为历史就是那样，而

是要去找为什么“folding force”在日本殖民者想
象中间要把旗袍皱折成为洋装，其实跳出这个特殊
的殖民地脉络当中，旗袍和洋装早就在发生皱折。

行势”(folding force)而言，晶盐－皂沫的“拓朴连
“旗袍就是旗袍，洋装就是洋装”的预设必须被打
“能量流失极小化”
的“奇
结”，正是彼此紧密贴挤在
破，一如晶盐与皂沫，胡蜂与兰花，旗袍不仅是史上
异点”
。
流变过程中暂时派生出的物质形式几何解，它会随
再有例子即是：自然界有某种兰花，其外型似
着不同的行势再合则成为新的流变。台湾在整个战
母蜂，常吸引公蜂前来交配达到高潮，而当公蜂飞
争动员下，由旗袍皱折成为洋装，这个东西它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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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亦非洋装，更不是旗袍与洋装的二合一，而是
一种新的几何解。
英国服饰史研究学
关于现代性皱折的问题是：
者威尔荪(Elizabeth Wilson)在他的《梦想装饰：时

旗袍－洋装的拓扑连结，而是建构在中、西服饰比
较史的“影响研究”之上，最终导向到“中西合襞”。
在此将先回顾中、西服饰比较史中的“影响研究”模
式，再回到旗袍－洋装的拓扑连结，比较“拓扑思
考”与“类型思考”的差异，以说明为何传统研究中
的“中西合襞”，总已是历史作为绉摺运动下的“中

尚 与 现 代 性》(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一书中，清楚铺陈西方现代女装之所以
（cut and fit）取代了繁 西合襞”，也就是域的中西合襞和布料的中西合襞
现代，正在于以“剪裁与合身”
复的装饰、色彩与展示。
差异。
19 世纪的女装是很繁复的，一层一层，很重，
服装史学者一再强调旗袍的“中西合璧”，主要
而现在“现代性”所标榜的移动速度扮演了举足轻
重的角色。所以大家说现在英国最落伍的装束是什
么？英国人自己说我们的警察的服装得改一改了，
因为警察在追犯人的过程中帽子常常掉下来。有一

指的亦是在开襟、剪裁、缝制技术上“吸收西式服装
造型”的旗袍，尤其是大量采用省道（胸省、腰省）、

句话：
“工业革命的来临，世界第一次由机器掌控，
改变了所有事物。‘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工业资本主义将土地
‘消解所有定置、牢固、冻结的关系’
，创
连根拔起，
，这里的
造了一个运动、速度、改变的新骚乱世界”
速度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性。西方社会逐渐放弃紧身
束衣、除去繁复装饰而就简便舒适、剪裁合身的现
代女装，直接呼应着十九世纪末所启动的女性社会
性别角色大转变，不仅积极争取妇女参政权与教育
权，更开始参与各项运动竞技与户外活动，追求身
体移动的便捷性与速度感，
并于二十世纪初大举进
入公领域与职场。
只有在时尚现代性的“极大化身体移动力”之
：旗
下，我们才可以理解旗袍－洋装的“拓朴连结”
袍与洋装都是“现代性绉摺”所“开折”出的不同服
装形式几何解，简单地说一个变成了晶盐，一个变

肩缝、装袖、垫肩（美人肩）与拉链（置换原有的盘香
扣或直角钮扣）的30、
40 年代旗袍，这些“改良”旗
袍不仅“去繁就剪（西式剪裁）”
，更在领形（圆领、方

成了肥皂泡，它们的奇异点不是“能量流失极小
，而是“极大化身体移动速度”
。
“形式”
（服装形
化”
制）虽有不同，但“形势”
（运动、速度、改变）却连成

领、元宝领、凤仙领，V 型领、荷叶领，西式翻领，开
衩领等）、袖形（荷叶袖、开衩袖等）、面料（乔其纱、
印花绸、丝绒、呢绒，蕾丝等）与搭配（配西式外套、

，
正是要我们在看
一气。旗袍－洋装的“拓朴连结”
无
得见的视觉形式静态差异中，概念化那看不见、

大衣、绒线衫、毛线背心等）上变化多端。
传统地谈旗袍的“中西合襞”谈的就是旗袍吸

，那给出旗袍、给出洋装的一
法感知的“强度差异”
种“强度差异”。
中西
第三个要进入到我们企图要推向的问题，
。在传
合襞的域有没有办法变成中西合襞的
“绉摺”

谓的服饰的细节：领形，袖形，面料。我们可以看一
下当初的美女月份牌，看一下当初的“中西合襞”。

纳了整个西方立体剪裁，立体结构的想象，西方所

统的服饰研究中，旗袍与洋装虽多被处理为分属
中、西两个不同的服装体系，但还是有认真的学者

聚焦西式洋装对中国旗袍的影响，抛开意识形态领
域内全盘西化的政治批判，我们仍然会觉得现代旗
袍从服装面料，材质方式，穿着搭配上面，无一不是

企图找出两者之间在彼此服装形制发展上的“关
连”
，然“关连”并非本文以“现代性绉摺”所铺陈出

受着西式洋装的强烈影响。
作用是相互的，聚焦中国旗袍对西式洋装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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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东方
响，则多强调 20 世纪欧洲服饰的“质变”
服饰的影响，不仅自此扬弃几世纪以来雕塑西方女
性身体曲线（尤其是胸部、腰部、臀部曲线）的紧身

‘阑干’与阔
新款式迅速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
滚条过了时，只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
‘韭菜边’，

20 世纪西方女性最大的福音就是丢掉了束腰衣，

烈活动。”
《更衣记》处理中国“改朝换代”与“改头换
面”的速度，其精彩处不仅在于凸显“现代”时尚乃

。在政治动乱与社
圆的是‘橙果边’
，又称‘线香滚’
束衣，更将东方式结构简单、
线条优美的自然形体， 会不靖的时期——
—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
—
成功的融入了西方女性服饰设计。调侃的说法是说 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
成功的将东方式自然身体线形融入了西方女性服
饰的设计，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服饰对西方服饰的影
响。
“解放后”的女性身材，
而这
这张图片就是西方
些线条形体自然的服饰，
其设计灵感便是来自东方

点缀品作为累赘的逐渐减去，更在于成功点出“服”
装，如何变为了“时”装（过了时就一文不值）。本段
引文以“时装”的兴替，展现“时代”的“感性配置”，
更将清末民初服装的“轻捷利落”，同时置放在火
车、港商与政治的变动之中观察，为现代性作为“极
大化身体移动力”的思考，提供了更为繁复的历史
面向。而文中最为敏锐的时尚观察，
乃在点出“一件
如何具体展现了彼时
“一截穿衣”
式”旗袍的出现，
的性别皱折之力。
性别皱折之力，张爱玲《更衣记》是这样说的：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
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
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
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
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
九二零年的女人很容易的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
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等之说，可是四周的实
际情况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
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
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有趣的是，这些“严冷方正”的早期直筒形旗
袍，却似乎与“轻佻浪漫”的欧洲直筒形洋装，同样

的服饰。
旗 袍，洋装 ，虽 然不 一 样 但 都 是 one piece

来自于现代性皱折的性别之力。西方二 O 年代流

连身裙
dress，都是连身装，一件式的。从“一件式”
的历史发生做切入，不先预设旗袍是旗袍，洋装是

行的连身女装，乃一件式宽低腰身的直筒形或管状
行女装，一改往昔西方女装丰胸、束腰、胯臀、强调

洋装的形制分立，而是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
“感性配置”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即探

女性曲线美的外观造型，甚至被视为否定女性特
征、向男性看齐的“男孩相”。

寻如何让“一件式”的旗袍和“一件式”
的洋装出线，
在中国五四运动所倡导科学、民主、爱国与自
而非谁先谁后，谁影响谁的线性思考与因果关系。 由的风潮后，都会或知性女性开始以“一截穿衣”的
物质形式的几何解不是重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 旗袍来表达追求男女平等，那在西方战后升平的
形式的几 何体 出现，才是 我 们 要寻 找的 single “爵士时代”
，年轻的 flapper（飞女，花女郎、飞波妹
point。
张爱玲的 《更衣记》：
“第一个最重的变化发生
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
火车
在光绪三十二三年，

儿）则是以便于活动、符合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件
式连身洋装登场亮相。然而对于现代性作为“极大
化身体移动力”与现代性别作为“极小化男女差异”

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

而言，直筒形旗袍与直筒形洋装的兴与同、分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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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如同晶盐——
—皂沫、兰花——
—胡蜂般，既是
时尚“潜在连续体”之中充满了“强度差异”
的“拓扑
，亦是在“合褶，
开褶，再合褶”过程中所展现
连结”
视觉物质形式的大不同。
“中西合璧”
，乃是
传统服饰研究最常用惯用的
先建立在各自分离独立的
“中”
“西”
两个服装体系，
方式来定义“合璧”
，那
再以一加一等于二的“积分”
本文所欲凸显的“中西合襞”
，
则是企图以一分为二
。
的“微分”方法来定义“合襞”
“合襞”
乃是在现代性
的历史皱折中产生拓扑连结与强度差异。唯有当
，
我们
“拓扑思考”再次松动传统惯性的“类型思考”
才能有可能在旗袍的“中西合璧”
。洋装如何影响旗
既是时尚
—皂沫、兰花——
—胡蜂般，
“潜在
同晶盐——
，亦
连续体”之中充满了“强度差异”的“拓扑连结”
是在“合褶，开褶，再合褶”过程中所展现视觉物质
形式的大不同。
“中西合璧”
，
乃是
传统服饰研究最常用惯用的
先建立在各自分离独立的
“中”
“西”
两个服装体系， 之力的“中西合襞”。
“旗
方式来定义“合璧”
，
我们以 1940 年代 《本岛夫人服装的改善》
再以一加一等于二的“积分”
那
以
之案例为出发点， 1920 年代直筒
本文所欲凸显的“中西合襞”
，
则是企图以一分为二 袍皱折成洋装”
。
乃是在现代性
的“微分”方法来定义“合襞”
“合襞”
的历史皱折中产生拓扑连结与强度差异。唯有当
，我们
“拓扑思考”再次松动传统惯性的“类型思考”

形旗袍与直筒形洋装的分析为结，旨在透过“洋
装——
—旗袍”持续发生的“拓扑连结”
，铺展潜在“行
势”如何流变为物质“形式”的几何解，以凸显历史
哲学作为“力”史“摺”学的可能，亦即概念化历史作

才能有可能在旗袍的“中西合璧”
（洋装如何影响旗
袍），
在洋装的“中西合璧”
（旗袍如何影响洋装）中， 为“合褶，开褶，再合褶”的皱折运动本身。而循此褶
—洋装的“中西合襞”
，
那具体展现 皱分析与拓扑思考所开展出的“行势”时尚论述，其
同时看到旗袍——
都会现代性皱折之力与性别身体权力空间的皱折

重点不会放在固定形制的差异比较，或奠基与线性
关与因果律的影响溯源；而在于找出时代的“感性
配置”，找出皱折之力的奇异点，让“服装系谱学”成
为“时尚拓扑学”
，让所有服饰史上的远亲近邻或八
竿子打不着的异类他者，都有可能行构出“毗邻不
可区辨区”而启动“创行”过程，开褶出繁花似锦的
新物质形式几何。
（本文根据张教授在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未
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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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东西
—魏理与中国文学的西传
II 南京大学教授 程章灿

程章灿（1963 年 9 月－），
福建闽侯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古典
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中文世界中，Arthur Waley 一名有多种译
在翻译
法。不少文献将其译为阿瑟·韦利。我认为，

Virginia Woolf（1882-1941）以及其丈夫政论家、学
者 Leonard Woolf（1880-1969），画家、艺术批评评

英文人名时，其音节的轻读和重读应当纳入考虑范
与 Waley 前
围，
“韦利”这个译名重音在后一个字，

论家 Roger Fry（1866-1934）；当时知名的传记作
家 Lytton Strachey（1880-1932），其代表作为《维多

利 亚 女 王 传 》； 美 术 批 评 评 论 家 Clive Bell
翻译英语人名时考虑原文发音轻重问题并非罕有 （1881-1964），曾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重要观
之事。陈寅恪先生曾赠给 Arthur Waley 一本《元白 点；画家 Duncan Grant（1885-1978）；等等。这些人
—其实，近百年以来，在
重后轻的发音规则相悖——

诗笺证稿》
（现为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图书馆 既是该集团的核心成员，也是魏理的好友。
藏书），在题词（由陈先生夫人代笔书写）中，也曾称
魏理同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主要有两个交
，
即前重后轻。但我个人认为， 集点：
Waley 为“魏莱先生”
比“莱”更接近原读音，
“魏理”
。
“理”
故译成
第一，他们居住在伦敦，具体来说，该集团的成
我今天分四个方面来讲，简括地讲，也就是四 员多居住在伦敦市布鲁姆斯伯里区。该区内有大英
个 W。
一、
魏理是谁
魏理是一个英国人。1889 年 8 月 19 日，
他出

博物馆、众多大学、剧场、影院，是伦敦文化艺术氛
围最为浓厚的区域之一。许多成员的住宅很靠近一
个 叫 Gordon Square 的 地 方 ， 魏 理 就 曾 住 在

生于英格兰东南部 Kent 郡的 Tunbridge Wells，原
名为 Arthur David Schloss，是其父母的第三个儿

Gordon Square 50 号，这为魏理同他们的来往提
供了便利。

子（或说第二子，那是因为不计入出生后即夭折的
次子）。他的父亲 David Frederick Schloss 是伦敦

第二，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许多成员都与剑桥
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 ）有着密切关系，其中
不少人都是来自剑桥各学院的校友，魏理本人也是

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
魏理还是一个犹太人。他父亲这个家族是从德

毕业于剑桥大学，这为他们的相识、交游创造了一

国迁至英国的犹太人，
Schloss 这个姓氏源自德语， 定条件。
。1914
魏理改从外家
意思为
“城堡”
年一战开始后，
除了文化名士外，魏理一生还与两位女性有着
之姓，正式更名为 Arthur Waley。
重 要 的 关 系 ： 第 一 位 是 舞 蹈 家 Beryl de Zoete
魏理是一个读书人，
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1879-1962），她与魏理几乎相守一生，共同生活，
作为 20 世纪初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魏理是布
鲁姆斯伯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 / Set）的
一员。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 20 世纪前期伦敦知识
囊括了英国当时许多重要的
分子的一个精英团体，
学者与文化名人。其主要成员有：文学家、作家

但并未正式结婚。维持比较稳定的异性伴侣关系而
不结婚，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许多成员的习惯，或
者说生活方式。在 Beryl 去世后，一位名叫 Alison
Grant（1901-2001）的魏理的崇拜者走近魏理，并开
始照顾年事已高的魏理的生活，在魏理去世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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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她同魏理结婚。Alison Grant 在世时曾写过一
本回忆录，书名叫 《两生有半》
（One Half of Two
Lives），书脊上印有魏理手书的“恋”字，但据我考
证，此字应是魏理为其前女友 Beryl 而写。关于这段
有趣的插曲，我曾写过一篇《魏理与两个女人和一

魏理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在语言方面有着非凡
的天赋。他掌握西方语言中的法语、德语、西班牙
语、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还通晓汉语、日语、
梵语、阿伊努语（日本一少数民族的语言）、蒙古语、

个“恋”字》，发表于《读书》杂志，发表的时候，他们

古叙利亚语、古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魏理主要依靠自学掌握了中文

删去了题目中的“与两个女人”
几个字。
魏理也是一个作家、
诗人。魏理 10 岁即开始作
传记。作为一
诗，他曾创作过短篇小说、
诗歌、
散文、

与日文，并没有接受过系统而专业的课程训练，也
没有进入相应的语言环境中，因此，魏理在中文读
写方面远远强于听说，精于笔头翻译，而不能够进

名作家，魏理同当时的许多文学界巨擘也有交往。 行口头的直接沟通。这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些重要
二、他译介传播了什么
在他的文学交游圈中，
作为一个翻译家，一个译介中国文学的诗人型
的 名 字 ： 爱 尔 兰 诗 人 叶 慈（W.B.Yeats，
1865-1939）、英国诗人与传记作家宾扬（Lawrence 学者，魏理翻译了许多中国与日本的文学作品与传
Binyon，1869-1943）、爱尔兰作家乔依斯（James 世经典。
魏理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有：
Joyce，
1882-1941）、 诗 人 庞 德 （Ezra Pound，
《和歌》）、
1885-1972）、诗人艾略特（T.S.Eliot，
1888-1923）、
（《枕草子》）、
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
1887-1964）。后面这三位 （《能剧》）、
《源氏物语》）等。对于魏理在译介日本文
诗人与魏理关系最为密切。
对我们来说，魏理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学者， 学方面所作的贡献，学界评价很高。但这已超出我
也可以说
具体说来，他是一位汉学家，
是日本学家，
他同时也精通日
是东方学家。魏理不仅精通汉语，

今天的讲题范围，
所以只简单在这儿提一下。
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魏理的功绩更大。如果

语，并在为中日文学翻译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

我们回顾汉学史，或者说回顾中国文学西传史，就

能发现，魏理并非首位中国文学作品或典籍的英译
者。在他之前，已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翻译者，例如
关 系 。 魏 理 中 学 就 读 于 拉 格 比 公 学（Rugby 理雅各（James Legge，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曾
《尚书》等儒家典籍，合为“中国经典”系
School），后于 1907 年 进入 剑桥 大学 国王 学院 翻译《诗经》
（King’s College, Cambridge）。1910 年，
他在这里 列）、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剑桥大学首任汉学
在欧美学者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他能做出这样的贡献，与他良好的教育背景有

取得了古典学学士学位。1913 年，
他在英国博物馆
东方印本手稿室（Oriental Prints and Manuscripts
at the British Museum） 担任助理馆员（Assistant
Keeper），为馆藏中国绘画、敦煌文物等整理编
也算是唯一的一份
—这是魏理人生中第一份、
目——
正式工作。1929 年，他就辞去这份工作，专心从事
翻译与写作。这一方面是由于魏理不喜欢博物馆的

教授）。但在魏理之前，这些英译作品在整个西方世
界、英语世界，或者说在当时英国的知识界，其影响
力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当 1910 年魏理想要翻译中
国诗歌时，他专程前往 SOAS 咨询一位传教士，得
到的答复是：
“中国人在诗歌方面表现平平，他们拿
得出手的《诗经》，也还是作为政治经典，而非纯文
（
学作品流传的”
“You'll find that the Chinese are

工作，一方面翻译的收入足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 very weak in the poetry. They have their ancient
魏 Book of Odes by Confucius, but that is all.”…）。
所以魏理此后并未再继续谋职。离开博物馆后，
理也曾受邀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或称亚非学院， 魏理对此将信将疑，便前往伦敦大学查阅资料，在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简称 SOAS）担任客座讲师，曾

相当有限的文献材料中，魏理还是发现了许多有价

指导了一批学习东方文学文化的学生，
其中就有后

值的作品。所以，尽管在魏理之前早已有汉学研究
者从事翻译，但在魏理之后，英国社会对英译中国

来执教于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与曾执
教于加州大学的白之（Cyril Birch）。

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了解才真正改观。
魏理去世后，他的不少藏书与文件被丢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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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敦煌变文选译，根据的是当时出版不
卖，当时身在美国的一位魏理的崇拜者兼研究者得
搜罗并运回美国。 久的《敦煌变文集》。
知该消息后，赶赴英国进行购买、
成
从上面诸书可以看出，魏理所关注的基本上是
现在这些资料藏于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图书馆，
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位崇拜者曾编写《魏理研 中国古典诗歌。他选择翻译的作品，从题材类型上
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在收
究书目索引》，
藏于美国这个图书馆的魏理手稿中，有一个笔记
本，这是笔记本的一页。这是魏理按由右至左的传
统竖写方式手抄的白居易《沐浴》，这是他的《长门
怨》英译稿。这些手迹可以帮助我们对魏理的工作
形成某种直观的认识。
那么，魏理翻译了哪些中国文学作品呢？

看，有古体诗、近体诗、辞赋、词、叙事诗、白话诗等。
但魏理也翻译过马凡陀（袁水拍）、亦门（阿垅)这两
只是偶一为之而已。他与
位当代诗人的作品，不过，
徐志摩曾有来往，但并未翻译过徐的诗作。他也曾
经读过毛泽东的诗，但他对毛泽东诗作评价不高。
毛泽东词作较多，
而魏理本人对
“词”
关注较少）。
（2）诗人传记
魏理写过三本诗人传记，其中包括对传主的诗

（1）诗歌专集
首先是

《诗经》。欧美汉学
界译《诗经》者并

作的翻译。这三本传记包括：

不少，其中就包
括了理雅各以及

这是 《李白
魏理对李白的评价并不高，
传》。值得注意的是，
可
能是因为魏理对李白的性格并不欣赏。

瑞典汉学家高本
汉。相比而言，
高

. 这是《白居易传》。魏理比较喜欢白居易，对其作

本汉的译本比较 品翻译得也比较多。当时英国知识分子生活自由、
严谨，同中文原 闲散，和白居易晚年的生活状态接近，这可能导致
文 含 义 更 贴 近 ， 魏理更容易接受白居易诗。
而魏理的译本更
加通畅、更加贴
近英语世界的普

这是诗人袁枚的传记。
（3）中国文化 / 文学经典

通读者。直到最
近，魏理的 《诗

道德经

比如 2003 年纽约一家出版社就 （老子）
经》译本仍有印行，
—在该版中，
受邀撰写前言的哈佛大学
魏理的译本是我个人认为较好的两部 《老子》
有重印版——
教授宇文所安认为，虽然魏理的译本已有数十年的 译本之一。另一种是刘殿爵翻译的。在翻译原文的
历史，可是在今天它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基础上，魏理对《老子》的思想也进行过研究，他把
这是魏理翻译的第一部 “道”
、
“德”分译成“the Way”与“Power”，体现了他
影响较大的译诗选集。

对于中国哲学、
文化精神的理解。
这是他的

又一部译诗集。

魏理翻译的 《论
语》，
至今仍有翻印。

这是根据以往魏理所译诗歌自选自编的选本，
印了好多次，
有不同的版本。
“悟真寺”
，来自白
书名中的 Temple，
其实是指
居易的一首诗，原诗题较长，魏理进行了改写与简
除了中国古诗外，
还收有魏理翻译
化。在该选集中，
的许多辞赋作品，例如欧阳修《秋声赋》等。在魏理

这里包括他对《九歌》的翻译。在翻
译《九歌》的基础上，魏理也展开了对中国古代原始
宗教的研究。这部作品至今在楚辞研究界依然受到
学者的重视。
（4）中国绘画 / 题画诗

看来，
“赋”这样的韵文文体应该归入诗歌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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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研究概论》）。魏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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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最先接
第一份工作是在图书馆整理中国画，
而正是画作上
触的中国诗歌并非某位文人的别集，
他开始学习、
的题画诗。出于工作的需要，
研究题画
诗，由此走上了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道路。"The

效果出发，选择不作翻译。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
中对魏理的这种做法多有批评，认为他避易就难。
以钱先生的学养与对中英文学的研究，他的批评自
然有其理由，但整体而言，魏理的贡献是远远大于

first Chinese poems I read", he wrote in
Introduction to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不足的。
2. 自由体（free style)

Poems (1962 edition),“ were those inscribed on
paintings".这部着述今天看来也许有诸多不完美之
处，但在整个汉学史上，它是较早研究中国绘画概

魏理翻译中国诗歌，采用的是不押韵的自由
体，或者说素体诗（blank verse）。 而理雅各和翟理

论性的着作，所以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5）历史着作 / 历史文学（多以诗为史料）
（
《中
）是魏理写的一部比较特殊
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文献，
并完全以中
的书。他参考了许多中国的史料、
这是魏理笔下的鸦片战争
国人的视角来描述战争，
史和当时英国主流意识形态最为不同的地方，也是
最可贵的地方。
（
《蒙古秘史
（选译）
》
）魏理不仅把《蒙古秘史》当作历史着作，
也
将其看作是文学作品。
（6）小说与叙事文学
这本书
兼有诗歌与叙事文学双重性质。
（另 有 人 译 作
）即吴承恩的《西游记》。

斯所采用的，都是押韵的译法。由于中英文固有的
语言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要顾及押韵，就不
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表意的准确，所以魏理决定
着力于翻译字义，舍弃了韵律的和谐。这种做法虽
然不能保留原有的整饬格律，但在传达意义和风格
的准确性上有自己的优点。
3. 跳跃韵律（sprung rhythm）
跳 跃 韵 律 最 初 由 19 世 纪 英 国 诗 人 G. M.
Hopkins（1844 – 1889）创造的，它最大的特点是
重读音节数恒定、但其出现位置比较灵活，与抑扬
格或扬抑格有着固定的轻重音格式不同。魏理以此
种韵律格式翻译五七言诗，以五个重读音节翻译五
言诗句，以七个重读音节翻译七言诗句，来表现原
文的音律和形式上的特点，但有时这种形式也并不
完美，因为重读和轻读音节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和
确定。魏理借鉴英语诗歌创作的方式，采取英语读

此外，魏理还翻译过
，这是清末刘
（
鹗《老残游记》
）中的
一段，就是白妞黑妞唱梨花大鼓的那个片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魏理所选择的中国文学
作品上至先秦，下至 20 世纪初，时代跨度很大，所
译体裁也是多种多样。
三、他怎样译介传播（How）
并选择可译者
1.重视经典，
魏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面很广。在选择公认的

者所熟悉的韵律形式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自然就
会得到英语读者的普遍接受。
4.语言翻译与文学翻译
魏理的翻译工作主要遵循以下步骤：细读原
文；细味原意；草拟译稿；不看原文，根据自己的理
解修订译文；比对原文与译文；
不断修订改善。魏理
对于翻译的态度是力求不断进步，所以他的同一部
译文集的不同版本之间往往有许多差异和变化，这
日益完善的结果。
就是他不断修订、
下面举例说明魏理的翻译方式
精确再现与本土化的例子。
译文样本一：

中国经典之外，他也坚持自己的兴趣与选择标准，
因而往往有新的发现。比如，
他很看重东晋诗人湛
方生，此人在现在的文学史中几乎默默无闻，学界
也鲜有研究者对他感兴趣，
但魏理很早对他的作品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What is passed is beyond help, what is to come is
not yet lost.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就有过关注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魏理既尊重历史评价，又看重

He who learns but does not think is lost, he

典故较多而却难以直
现实效果。对于一些重意境、
魏理从翻译的
译的晦涩作品（如李商隐的《锦瑟》
），

thinks but does not learn is in great danger.
（
以 上 两 例 都 选 自 《论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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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是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的例
子，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而且也保留了
原有的对称格式与节奏美。
译文样本二：活译 / 意译 / 改写的例子
Immeasurable Pain !
多少恨
My dreaming soul last night was king again.
昨夜梦魂中
And in my dream

还似旧时游上苑，

《西游记》：
删略的例子。
译文样本四：
在翻译《西游记》时，魏理认为，唐僧师徒西行
一路斩妖伏魔的故事太多，很多情节雷同，翻译时，
他径自删除了取经途中的这些重复的情节。后来该
译本在美国出版时，胡适曾为之作序，认为从尊重
原作的角度来看，魏理的做法固然不妥，但就全书
结构艺术而言，并没有关键性的损失，所以倒也无
大妨碍。

Glided my chariot, smoother than a summer
stream;
车如流水马如龙，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魏理对于中国文学，是主
张知行并重的。他的一些“拟中国体创作”就突出反

For it was spring.
花月正春风。
这是魏理翻译的李煜 《相见欢》，选自

映了他的这一观念。

有的时候，魏理并不遵循原有的句式，而是根
形式上也会有所变化。例
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意译，
如以上这首《相见欢》，中文原文仅有五句，译文却
有 11 句，
仅有第一句在形式上是与原词对应的。译
文充满诗意，如果没有对应的中文，读者很可能将
其当做原创作品。魏理添加了一些原作没有的信
息，把文句拉长，不知这算翻译还是改写
（paraphrase），但是无疑这样的译作可以赢得更多
的英语读者。
译文样本三:
Oath of Friendship / 流传极广的误读的例子
Shang ya!
I want to be your friend

魏理不仅翻译介绍中国文学，还模仿中国古典
文学的形式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在从事翻译工作的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汉学家中是很少见的。荷兰也有一位汉学家叫做高

forever and ever without break or decay
长命 无绝衰
when the hills are all flat
and the rivers are all dry

罗佩的，在翻译研究之余也仿作公案小说，他写作
了一系列《狄公案》，在西方颇不畅销，但还没有谁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像魏理那样拟中国之文体创作短篇小说和诗歌。
魏 理 曾写 过 3 篇 短 篇 小 说 :
《阎王》），这是借用中国文化元素创作的一

when it lightens and thunders in winter 冬雷震震
when it rains and snows in summer
when Heaven and Earth mingle-

夏雨雪

篇短篇小说。

天地合

not till then will I part from you

乃敢与君绝
这首的译文与原文是一句对一句的，不过，魏理

将《上邪》理解为歌颂友谊、
而并非我们中文读者普

《龙杯》，是根据《太

平广记》 中的一篇故事改写的。更有意思的是，
《
( 西游记》新一回》)。他翻译
中删掉了《西游记》中的好多回，却在创作中，为《西

遍认为的爱情，主要源于他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 游记》补上了新的一回。他的诗歌《Censorship（检
》模仿白居易诗歌的体裁形式，评论了英国二
魏理认为在中国诗中的情谊大部分是朋友之情（就 查官）
战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并明确标明“in
Chinese
像元稹和白居易之间的好友关系）而非男女爱情，
这恐怕代入了英国文人相交的习惯与思维模式。这 style”。这首中国体诗，他写了送给当时在伦敦的中
首英译诗还曾被当作英语原创作品被选入一本英
。
文教材，
加剧了这一“误解”

国记者兼作家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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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理的翻译作品比起其它汉学家的翻译工作
产生了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
这与他的身份、他的

版社，如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等大学出版社
发行他的书籍，一些商业 出版社，如 Alfred A.

社会网络等主客观因素都是分不开的。
1. 传播媒介

Knopf: Mcmxli Grove, New York 也出版魏理的作
品，这也说明魏理的翻译兼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

（1）出版载体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专门论述，
是绝大多数汉学
但这样的刊物一般只
家展示理论成果的主要途径，

力。
（3）传播媒介——
—社交网络

魏理的译文一方面发表在专业出版物上，
另一方面
发表在较为通俗的报刊杂志上，
这大大推动了对魏

图书馆档案室收藏的魏理笔记本中有一份赠书名
单，上面列有 61 个名字，是 1916 年他决定自费出

理译作的传播与接受。
就像其它的汉学家一样，
魏理的成果也刊载于
专门的学术刊物上，比如：

版其译诗集
时想要赠与作品的友
人的名字，其中有：Dickinson、Pound、
Binyon、Fry、

他的作品和译作，也刊载在当时发行量较大的文学
刊物与知识分子刊物上，
这就使他的影响力超越汉
他的译
学界，扩展至整个文学界和文化领域。例如，

一本译作刚刚问世，就有一位他的友人在 TLS 上
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这为魏理作品打开市场、引起
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读书界和知识界的注意，

魏理的成功与其社会交往网络有着重要关系。
有高校师生才会阅读，与社会大众之间距离较远。 他的交游从不限于专业学术领域。在 Rutgers 大学

诗曾刊登在庞德主编的文学刊物

Eliot、Russell、Woolf、Yeats、Clive Bell……这些几
乎都是当时英国文化圈内重量级的人物，由此可以
看出魏理拥有一个极具文化影响力的社交网络，这
对他的翻译工作的推广大有帮助。当年，魏理的第

2．传播效果

，
他

的作品也刊载于
，这是当时英国
的一本知识分子杂志。
是英国
一本艺术杂志，上面也刊载过魏理的作品。魏理还
曾面向一般读者撰稿，比如为 BBC 听众撰写广播
稿。
就传播面来讲，发行量大的权威报纸具有更好

（1）广度
首先，以魏理的第一部译诗集
（1918 年初次出版）为例，
它甫一出版，就得到了 TLS 的好评，此后重版十馀
次。德国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改译了其中的 6 首，载于 Das Wort

的传播效果。魏理在这类报纸上发表过作品，例如 1938 年 8 月号（页 87-89），并在其剧作《四川好人》
，（
）中借用魏理所译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
简称 TLS）。作为 20 世纪初一份有着巨大发行量的 的白居易《新制绫袄初成感而有咏》一诗。
报纸，该刊对文化圈和社会大众的影响都是相当可
比如 1918 年
观的。魏理也在这一报刊上发表书评，

其次，魏理的译诗有近 20 首被各家谱成乐曲
演唱或演奏，有高音、中音、独唱、女声二重唱，又有
钢琴曲、吉他曲、弦乐四重奏、小管弦乐队演奏曲，

他曾撰文评论法国汉学家 Cordier 的作品
魏理在报纸
。一方面，
上撰文，确认自身汉学界和翻译圈内的地位，另一

还被译为其他语言，包括日语。顺带提一下，
魏理写
作的三部中国诗人传记全部被转译为日语，在日本

报纸上刊载的其他人对魏理译作的高度评
方 面，
价，也推动了魏理作品的传播。

出版。
（2）高度

（2）传播媒介——
—出版者
魏理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固定地由一个叫

魏 理 的译 作
1927 年就被编入

早在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盛世 英语 诗歌 集》，London: Ernst Benn
这一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人们定向关注魏理 Ltd.）。 参 与 编 写 此 书 的 诗 人 Hubert Wolfe
文学界的名 (1885-1940) 在序言中指出，这些译诗应看作 20 世
作品的最新动向。随着魏理在翻译界、
声日渐响亮，他的作品被介绍至海外，不但专业出 纪的英语 / 英国诗作，这是对魏理译作艺术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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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肯定。
（3）经典化
魏理的翻译作品后来被选入了许多英语诗歌
的经典选本，
包括：

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史上的佳话。
4．社会影响与评价：
魏理的翻译和写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
评价。这些工作为他赢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名誉

P. Larkin，T

院士、
英国学术院院士。他受聘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是在 1945 年，这可说是英国人文学科方面最高的

L.Untermeyer,

学术荣誉。1952 年，他获授大英帝国勋爵。1953
年，他还凭借自己的在译诗上的贡献，获得了许多

W.B. Yeats,

诗人梦寐以求的英国女王诗歌勋章。这些荣誉代表
了英国学术界、文学界以及社会对于魏理的一致承

E.Sitwell,

认。

K.Allott,

魏理的翻译不仅对学术界和文化精英，而且对
大众也有深远的影响。比如他的一些文学界和文化
界的友人受他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中国题材
或东方元素；他在伦敦大学指导过的学生，后来也

J.Stallworthy.
,
Oxford,1983

成为英美汉学界的重要人物；更年轻一些的学生，
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了魏理的着述，从此走上了中
国文学文化的研究之路。韩南（Patrick Hanan）属于

这说明魏理的译诗得到了英语文学界的一致 前一种，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属于后一种，他
肯定。牛津大学曾经出版过一本迷你引文词典，
将 们的专业选择，
都可以说是受到了魏理的影响。
《老子》的部分文句也收入其中，
魏理所译的《论语》
魏理作为东西文学之间的纽带，他所从事的翻
俨然将其当作英语文学的宝贵资源。有一本名为

译与介绍工作，使得原本对于英语读者十分艰深神

英语教 材（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1 Third Edition）的第三册

秘的中国文学作品能够为一般读者所阅读、理解和
接受。魏理将中国文学引介到西方，他就是一座桥

中，就收入魏理所译的《上邪》一诗。编者将魏理翻
译的这首中国古诗，当成一首佚名的英语诗歌，
并

梁，是一座重要的桥梁。借用毛泽东的词句而稍作
改动，
这就是：
“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且当作二外英语学习的材料，
足见其经典性。
（4）深度：文学灵感的源泉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魏理把几乎一生都献给了
中国与东方文学的翻译与传播工作，但魏理本人从
魏理译作对英语文学界的影响，不仅有广度， 未来过中国。魏理对此的解释是，他不希望自己想
还有深度。他曾深刻地影响了庞德、
艾略特以及 20 象中的古代“中国”被自己的旅行见闻所摧毁，也有
世纪 50 年代旧金山诗歌运动的主将施奈德（Gary
Snyder）等人的创作。20 世纪五十年代，
寒山诗作

人说是因为他不愿意作长途旅行。1957 年，魏理的
女友 Beryl 曾到访中国，萧乾曾经接待过她，她在回

在美国大受追捧，而魏理就是最早翻译介绍寒山诗
作（
）的汉学家。

到英国后如何与魏理谈及现实中国的情况，我们就
不得而知了。

3．传播的深远意义
魏理的译作，将东方文学译介到西方，若干年

魏理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中西文学交流的
使者，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将从西方返回东方， 但目前在中国，人们对他的认识和了解还远远不
后，这些已然成为经典的译作，
出口转内销，成为中国读者阅读和学习的读本。魏 够，所以我希望通过对魏理的研究和介绍，让更多
理翻译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
又作为双语读物介绍 人了解魏理的生平与工作，了解他为中国文学文化
回中国本土，比如外研社就曾引进出版了魏理所译
的
。不仅是
中国大陆，港台也出版了不少魏理的译作。这堪称

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所作的巨大贡献。
（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邓楚整理，并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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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孟子》导读
II 文学院教授 赵杏根

孔子与《论语》
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生于鲁国陬邑
昌平乡阙里 （今属山东曲阜），卒于鲁哀公十六年
）。
（前 479），
享年 73 岁（见《史记·孔子世家》

儿子孟懿子拜孔子为师学礼。后来，孔子又赴周学
礼，与老子论学。他回鲁国后，来学者益多，影响益
大。

鲁定公九年 （前 501），孔子任鲁国中都宰，次
又由司空升大司寇。定公十四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其六世祖孔父嘉在宋 年，升任司空。后来，
遂姓孔。 年（前 496），由大司寇行摄相事，
国的一场内乱中被杀，
其子逃到鲁国定居，
与闻国政（俱见《史
是鲁国有名的勇士，
曾立战功。 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
）。孔子在为官期间，内政外交，文治
叔梁纥晚年，与颜徵在结婚，
祷于尼丘山而生孔子， 武功，都有建树。但是，他与鲁国实权派
“三桓”政见
。“仲”表示排行第二， 不合，在摄相事数月后便辞职而去，离开鲁国，到别
故孔子名“丘”，字“仲尼”

“丘”、
“尼”
即本尼丘山。
的身份，
在鲁国没有什么
孔家“宋国贵族后代”
用处。尽管叔梁纥立了些战功，
但孔家的社会地位
故《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
并不高，只是平民而已，
）。孔子出
“贫且贱”，孔子也自称
“少也贱”
（
《子罕》
他父亲就去世了。
生不久，
孔子毕竟是贵族后代，继承了贵族重视文化的
尚礼气氛很浓。在这样
良好传统。鲁国是周公封地，
的文化氛围中，作为贵族后代的孔子，自然受到了

的诸侯国谋求发展。
孔子到过卫、宋、陈、郑、蔡、楚等国，所到之处，
都受到当地国君或当政者的礼遇，但始终没有被委
以官职，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旅途之中，屡
遭困厄，人们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子周游列国无所遇。鲁哀公十二年（前 483），
他主要
他回到鲁国定居，
一直到去世。回到鲁国后，
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继续办教育。二是整理和研
《春秋》
究古代文献。《诗》、
《书》、
《易》、
《礼》、
〈乐》、

就常常拟习礼仪。稍 “六经”，一般认为都是孔子整理或编撰的。三是评
强烈的熏陶。他儿时为游戏，
前代理
长，孔子一边谋生，一边刻苦自学。他当过委吏（相 论时政，当政治顾问。孔子是鲁国前大司寇，
当于小秘书），管理过牛羊，保管过仓库，样样都干
得不错。
“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
他艺艺在行。于是，
孔子名声渐起，他就开始收徒办学。
要
鲁国实力派贵族孟僖子临终前，留下遗言，

宰相，又是着名学者，当时许多要员都曾是他的弟
子，故他在鲁国很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孔子始终没
他常就鲁国政治发表评论。政
有忘情于政治。因此，
界要人，包括“三桓”之首季康子和孔子的一些学
生，常就政事向孔子请教。当然，孔子有些意见被采
纳，有些则并未被采纳．孔子与鲁国实权派政见上
始终没有消除。
的矛盾，
孔子的言行事迹，主要见之于《论语》、
《礼记》、
《史记》等书中。其中当然以《论语》
《左传》、
《荀子》、
为最集中，
也最为可靠。
《汉
《论语》共二十篇，乃孔子弟子及后学所编。
书·艺文志》云：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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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
孔子所重，
曰仁曰礼。仁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仁
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
故谓之《论语》。” 者爱人，此无疑焉。然《论语》中之仁，有二义焉。一
也有不少是孔子弟子 为极难达到之道德境界，至于完美。一为向该境界
《论语》记录孔子的思想言行，
甚 前进之实践活动，则人人易为。仁之出发点，乃在于
的思想言行，主要是纪言，
且大部分是三言两语，
。 孝。尚礼乃儒家最为基本之外在特征，是仁之形式。
至只有一句话，因此，人们称之为“语录体散文”
三为
《论语》又以多格言着称。
其用有三。一为创造和谐；二为明示行为规范；
《论语》于孝悌忠信义勇等道德观
西汉时，中央政府定《论语》为专门之学，设博 文饰作用。此外，
士专门研究、传授。《隋书·经籍志》将《论语》列入 念，于为政，于教学等等，皆有精彩论述，于后世影
《经类》。宋时《九经》中有《论语》。朱熹将《论语》、 影响很大。
《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
《中庸》二篇合编为
《四书》，并为作集注。明清官方将朱注作为科举考
试的标准，朱注《四书》遂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影响
之大，罕有其匹。
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着作极多。日人林泰辅
达三千种
《论语年谱》着录历代研究《论语》的着述，
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
三国魏何晏《论语

《论语》之文学性，有如下数端：1，刻画人物，个
性鲜明。书中所及人物，有鲜明个性者，不下十余
位。孔子乃一和颜悦色之霭如长者；
子贡绝顶聪明；
子路刚强好胜；颜回静默深沉；子张聪明外露；樊迟
迟钝好学；子羔谨愿迂腐，子夏书生气足；冉有精明
强干而生性谦退；曾点潇洒；曾参笃诚；闵损高洁狷
介等。2，章法结构，有些章节，颇为讲究。3，语言形
象化，语言之修饰整饬。4，某些观点，于文学有关，
并且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
“思无邪”
“尽善尽美”，
，

朱熹《论语集注》
（即《四
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
书集注》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用叶圣陶所编
《十三经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检索到包括《论语》在 “兴观群怨”等。
内的十三经中任何一句的出处。

《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与万章之徒，叙《诗》
孟子，名轲，字子舆，或作子居、子车，邹（今山 篇。”
一般认为，
他大约生
东邹县）人。其具体生卒年不详，
孟子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孟子》和《史记》本
还 传。后人为他编有年谱、年表，
于公元前 372 年，
大约卒于公元前 289 年。当然，
如程复心《孟子年谱》、
有其他的说法，例如，魏源认为他活了九十多岁。但 狄子奇《孔孟编年》、魏源《孟子年表》、郎擎霄《孟子
不管如何，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享有高寿，这是肯 年表》、
钱穆《孟子年谱》等，
可以参阅。
定的。

《孟子》在西汉汉文帝的时候被列入儒家经典，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汉代韩婴《韩诗 设立专门的博士研究之。
《汉书·艺文志》着录《孟子》
都载有孟母
“断织”
“三迁”
、
的 有十一篇，
外传》、刘向《列女传》，
《史记》中则云七篇。东汉赵岐认为，多出
故事。这两个故事说明，孟子生长在一个很重视文 的四篇，乃后人仿作。南宋时，那多出的四篇亡佚。今
每篇分上下，共有十四卷。明朝出现
化教育的家庭。《史记》本传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 本《孟子》七篇，
人”。子思即孔子的孙子孔汲，
孔汲的老师就是孔子 的宋熙时子《孟子外书》四篇，其实是姚士粦的伪作。
的学生曾参。孔子与孟子之间的渊源如此。
自东汉赵岐以下，古代对《孟子》作注释或研究
周游列 的人很多，至今仍传世并不难找到的《孟子》注本或
孟子学成后，就像当时大量的士人一样，
宣传他的学说并谋大用。他先后历游 研究《孟子》的专着，
大约有一百多种。就注本而言，
国，游说诸侯，
齐、宋、
滕、魏、鲁等诸侯国，
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 最为着名的，
有这样几种：
《孟子注疏》，东汉赵岐注，
，因而未 宋代孙奭疏，
政治主张被当政者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十三经注疏》 所收者即是。《孟子集
被采纳。他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能将其学说付之于 注》，
宋代朱熹作，收入其《四书集注》中。《孟子字义
在任 疏证》，清代戴震作，其名虽为《字义疏证》，戴震也是
实践的机会，只是做过一段时间齐宣王的客卿，
而 朴学大师，然此书思想之深刻性、丰富性、进步性，都
期间，也没有什么建树。
到了晚年，
他便不再出游，
致力于传道。《史记》本传说他
“退而 是在古代研究《孟子》的着作中首屈一指的。
《孟子正
是以着述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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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清代学者考 排，以增其气势。此亦属于战国之文之基本特色之
义》，
清代焦循作，以赵岐注为基础，
订、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
堪称从汉学角度研究《孟 一。3，以比喻、寓言等明理寓意，有其特点：鲜明尖
五十步笑一
子》的集大成之作，被收入上海书店版《诸子集成》。锐，幽默感强烈，有类漫画。如揠苗助长，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一《读焦理堂孟子正义》 百步，
日攘一鸡等。墦间乞食，尤为完整之小说，立意
人物性格鲜明，
笔法高妙。4，文学观
云：
“焦理堂《孟子正义》，考据详核，高出旧疏远甚。深刻，
情节起伏，
则有
其尤善者，每章末皆标明赵氏《章旨》，以纠旧疏剽 点。就创作而言，
有“养气说”。就文学批评而论，
有不能无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
、
之说。此二者，乃我国文学
窃，使人居然见赵氏原本焉。然蒙于此书，
讥者。夫《孟子》一书，
大要在崇仁义、辨性心，
别王 批评史上开创性的贡献。5，
就体制而论，
《孟子》中，
霸。而仁义、信心、王霸之辨，
则莫精于宋儒。自朱子 语录体与对话体兼而有之。对话体中，又以辩论为
《集注》行，后之潜研理学者，
萃诸儒之说，
编为大全，多，而篇幅较《论语》明显为长。
此诚赵氏之所不逮。
后之学者，
精谭性道，辨析豪芒，
或因宋儒之说，束古注而不读，固不免有拘虚之讥。
力扫名理，
宋儒之说，虽善而
然如理堂之专守古注，
言
不采，毋亦未能虚心欤？观《正义》于每章之言心、
夫东原固好诋
仁义者，
辄引戴东原《字义疏证》为说。
宋儒者也。驰骋辩驳，已不免有喧嚣之习。理堂数采
论
其说，而兼参己意。论性善则杂饮食男女以为言，
则援血气、
理气则牵合程朱老释并讥。
论尽心、
知性，
岂有得于孟子意
嗜欲，以为自然之极致。牵引杂糅，
而《论语》及
耶？蒙尝谓治他经之学，
或可专守汉注，
《孟子》两书，辨别仁义、性心、王霸，必摒宋儒而不
用，其感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
实今世之药石也。
夫汉学
本。
班氏《艺文志·儒家论》，
焦氏《孟
崇尚家法，墨守一先生之言，
不敢有所出入。
子正义》主张戴东原学，而扬波逐靡，必欲侪孟子于
荀卿之流，蒙不知其所谓家法者安在？”
唐文治对焦
循《孟子正义》的特点，把握得非常准确，但是，他对
焦氏的批评，明显是不公允的，
因为他是站在宋儒理
学的立场上来立论的。今人研究《孟子》的专着包括
对《孟子》所作注释、
翻译，
数量很多，其中也有不少
其内容为帝王之学；
质量很高的。张居正讲评孟子，
唐文治之《四书大义》，
乃儒者教化之学。
孟子继承孔子学说，而又有发展在。政治上主
张仁政之外，与此相应，
有“民贵君轻”之说；哲学上
有“性善说”，影响巨大。其关于士人社会定位之论
述，亦有意义。
约有如下数端：1，
《孟子》之文学性，
感情色彩强
烈。孟子其人，意气极盛，
锋芒毕露，
好辩善辩。笔端
气势磅礴，犀利雄浑，
咄
舌尖，
感情强烈，慷慨激越，
咄逼人，
有纵横家之风，
典型的战国之文。后世政治
如贾谊韩愈苏轼直至梁启超等，
皆属
哲学文之作者，
于此一路风格。2，与其感情强烈相应，其为文好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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