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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大师，在今天有特别意义

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
化等不同学科思想精华的“大师文集”系列今
年初首次集中面世，共收入海德格尔、亚当·
斯密、斯宾诺莎、黑格尔、卢梭、罗素、托克维
尔、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阿奎那、钱钟书等
10位大师的11套经典著作。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认为，“大师文
集” 是人类思想的宝库， 需要更多的人来分
享。如何让这些代表人类学术思想巅峰、对当
下社会依旧有着巨大影响的名家经典著作从
学界走向大众，如何让普通人走近学术经典，
是全民阅读背景下出版人和读书人面临的新
挑战。 日前，赵明、苏剑、江怡三位来自著名高
校的专家就如何读懂大师进行对话。

何为大师
江怡： 我个人理解， 大师并不是谁给

他封的称号， 而是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结
晶。 大师意味着引领时代的潮流， 总结人
类的思想， 带领社会往文明的方向继续发
展， 同时大师也预示着他能够超越时代，
回应当下以及整个人类生命中所关心的重
要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师标记
着人类思想的高峰，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大师文集”涵盖了古
今中外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化等不同学
科思想的精华。 尤其在第一批入选“大师文
集”的10位作家中，至少有6位是我们所熟知
的重要哲学家， 他们的哲学贡献体现了人类
思想文化的精华。

苏剑：在我看来，入选“大师文集”的这些
大家称得上是“特级大师”，因为他们对人类
的影响持续了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特质的大师，其
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比如在
经济领域，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经
济学原理》，都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
和深远的影响，所以，马克思、马歇尔肯定是
大师。如果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大师，那
大师可以很多，不要把大师看得太神圣了。

赵明： 当我们面对伟大的作品时， 会感
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将我们的生命引领到某个
不曾达到的高度。 有的先知、 智者、 圣人不
一定有自己撰写的著作， 他就以他的人生、
他的行为方式传递着某种精神， 甚至传达一
种意志。 比如孔子， 在他去世后， 他的弟子
们把他生前与学生的谈话回忆并记录下来，
整理为一部 《论语》， 使他的精神得以传承。

作为大师， 首先应该有作品， 作品一定
要传达某些核心问题、 基础概念， 总之， 一
个大师的作品一定会形成一个有阶梯的话语
系统。 可以称作“大师” 的人， 往往都有先
知般的感受力、 领悟力， 更重要的还在于，
他们有传承真知的载体。 这个载体就是他们
的作品。 他们以具有范式性的作品引领后
人， 为下一位大师的诞生提供阶梯。

作为读者，面对这套“大师文集”，我感受
到的是精神震撼，它也让我的心灵沉静，传递
给我一种信念和标准， 我愿意认认真真地跟
随大师去阅读，去思考和体悟人生。

经典的价值
江怡：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 大师在人类

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于他不仅给我
们提供思想范式， 而且给我们提供社会发展
的范式、 社会治理的范式。

以卢梭为例， 他是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
家， 也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 教育家、 文学
家， 他的思想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自由、 启蒙
的概念， 还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以契约
论的方式形成社会完整体系的理论， 他在此
前提下提出的社会契约以及继承的英国三权
分立思想，为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卢
梭的思想真正阐明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
由、启蒙、博爱的观念，同时在帮助人们构建
完整的社会形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个例子是罗素， 虽然他本人并不
从事政治学的研究， 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到
社会各个方面， 使得人们在关注社会生活
的时候不得不从罗素思想中汲取营养。

“大师文集”中的15卷本《罗素文集》，反映
出罗素著作的完整体系，它不仅包括哲学，
同时包括社会政治、历史发展、人类文化等
各个方面。 据我了解， 商务印书馆有意把
《罗素文集》扩版成《罗素全集》。 相信随着
《罗素全集》的出版，我们将更加全面地了
解这位大师广博的思想。

这两位大师不仅为人类文化作出重要
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提供了方向， 这或许是大师带给我们的一
个重要启示。

苏剑： “大师文集” 中有两本经济学
著作： 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 和大卫·李
嘉图的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国
富论》 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 几乎所有西
方经济学理论都植根于这部著作， 这一理
论最大的特点是把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合
理化了， 在此之前追求个人利益被认为是
一件不好的事情， 人的自私自利会危及社
会利益。 亚当·斯密通过对市场机制的描
述和刻画， 把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
化， 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追求利益的行
为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进步。

大卫·李嘉图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比
较优势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 具有不同相
对优势的人， 经过分工， 生产出各自擅长
的东西， 然后拿来交换， 可以提高所有人
的福利。 这个理论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也
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 北京大学的林毅
夫教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
战略， 能够解释最近这六十多年来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

这两本著作的理论对于中国以及世
界未来经济的发展还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将继续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思想宝库和理
论源泉。

赵明： 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法学， 在
“大师文集” 中好像只有一位大师的作品

与我的专业没什么关系， 那就是钱钟书先生
的手稿集，其他几乎都有关系。 但我觉得，恰
恰是这部《钱钟书手稿集》对我有更特殊的意
义。人总得有点艺术品位吧，人总有累了的时
候吧， 这时就需要翻翻这样的手稿给心灵增
加点营养和韵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搞什
么专业，这些大师都与我们有关。

普通人如何阅读大师
江怡： 我想分两个层面谈一下这个问

题。 第一个层面， 我们如何理解大师们所传
达的思想， 因为通常读者在阅读大师作品的
时候首先有一种畏惧心理， 觉得大师的东西
高深莫测， 恐怕读起来会很困难。 其实当我
们放下包袱、 打破禁忌， 试着走近大师的时
候， 会发现真正的大师往往是用平实的语言
表达深刻的思想。 或者说他们看重的不在于
构建体系， 而在于解决问题。 几乎每位大师
的文集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问题处理
的独特方式， 以及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给我们揭示的思想境界， 这种思想的境界可
能也包含社会与时代的维度， 一方面帮助我
们了解大师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给出的解
决方案，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人
类生活的状态， 因为今天的人类并不是突然
生发的人类， 古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同
样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说，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古代
人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

第二个层面， 从学者角度解读大师的时
候， 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师的思
想， 比如我们解读海德格尔的时候， 可能海
德格尔的著作对很多人来说如同读天书一般
不知所云， 但是它所谈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
经验问题， 这些经验升华为理性、 升华为道
德的判断、 升华为价值的判断或者升华为哲
学的判断， 这样的判断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理
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 我们学者就有责任把
这些看似深奥的思想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解读
出来， 让更多人能够走近大师的思想。

人类生活在世界上是作为理性的存在
物， 而不仅仅是情感的动物。 那我们的理

性从哪里来呢？ 我们如何面对我们所处的困
境？ 大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
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 阅读大师其实就是在
走向我们自己。

苏剑： 阅读大师的著作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 读者要积累相关的知识， 否则阅读难
度很大； 另外， 读大师的作品很容易陷进去，
读完之后常常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好像啥
也不懂了， 于是可能形成教条主义。 也就是
说， 读大师作品的时候， 不要因为他是大师
就不敢怀疑， 你要批判地去读， 要边读、 边
思考、 边消化。

赵明： 我在教学中会涉及这些大师及其
作品， 有一些个人的体会。 我的阅读体会是
先把自己放下， 大师是很平和的， 我们也平
和一点吧， 不要急。 如果你急于从一部经典、
从一位大师那里拿到一块面包或者一杯牛奶，
我想你还是离开大师吧。 当年柏拉图讲课的
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对他说： “大师，
对不起， 你能够讲点实用的吗？” 柏拉图当即
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金币给了这位年轻人， 说：

“到隔壁的菜市场去买吧， 我这儿没有。” 所
以我们还是慢一点， 别那么急功近利， 学会
倾听， 学会品味， 这才是阅读大师作品的第
一步。 大师一定有他的知识体系、 思想核心，
但是想让人家一下子把你引领到核心地带，
你会被淹死的。 还是耐心地跟大师交谈吧，
没关系， 从边缘开始， 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开
始。 不一定非从“抽象法”、 “家庭法”、

“伦理” 这些概念入手， 就从你的生活带给自
己的“如意” 或“苦恼” 开始思考， 进入作
品， 我想你最终一定会获得倾听大师教诲、
向大师倾诉、 与大师交流的资格。

我有个建议，可以把文集中“大师教大师，
大师说大师，大师引领大师”的内容拎出来读。
比如大师的书信集、日记、讲演等，都是比较有
生命感的、比较鲜活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
师思想形成的历程。如果我们把他对人生问题
的观点、政治问题的观点、历史问题的观点分
专题进行研读，我们完全可以慢慢抠出一本带
着自己阅读体验的“导读”。

（本报记者 王珺整理）

封面·对话

对话嘉宾：
江怡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赵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什么要提
读书方法论

■张以瑾

经常想起央视的一段公益视频， 一个须发
皆白的民间老艺人，悠悠地说：“我是做弓的。这
是注定的！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承载了很多注
定的事情。 这么想，命运感就涌上来了。

我母亲说，读书就是我的命。 据说，当我还
在学说话的时候，每捡到一片字纸，嘴上就会本
能地发出“得得得”的声音。 她现在还经常跟我
重复这个故事，每次似乎都很自豪。

命中注定，这是一个我越来越相信的解释。
但命运之下，似乎还有习惯。经常有人问我是怎
么坚持读书的（包括不少读书读到学历封顶的
人），我承认读书需要坚持，但“一直读”不是坚
持能做到的， 而是在坚持读到不需要坚持的时
候才会发生。 就像每天的洗脸刷牙，你不做，就
会不舒服。

说到此，似乎可以总结了。现成的措辞有一
大堆，比如“书香人生”、“读书是一种信仰”、“读
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最是书香能致远”……这
些富有诗意的表达， 每个跟书打过交道的人应
该都听过，而且很可能被鼓动得热血沸腾。但现
实往往是， 这种诗意的鼓动和引导在很多人那
里并不能持续。我还颇为好事地观察过，凡是喜
欢这么说的人，多半没读过几本书，还搞不清楚
读书的道道。 他们只是觉得，书是好东西，读书
是好事情，读书人是优秀的人。这恐怕是世界上
最普遍的共识了， 包括那些在上学期间好似跟
书本结下冤仇的人， 哪怕毕业后连书边都不愿
碰，逢人便说“读书无用”，等到为人父母的时
候，还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孩子培养成读书人，而
自己好像只是跟书发生过一场误会。

在这个坚不可摧的信念下， 一代代人都重
复着同样的故事———小时候都被诱惑外加逼迫
着往书里走，但越往后走掉队的人越多，待到成
年后，读书的路上就人影稀疏了。 如果不把“上
学”、“念书”、“考学”等同于“读书”，我们不得不
说，在当下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大学教授中，
不读书的占大多数。年前，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写
评论，谈及“读书人为什么不读书了”。 依我看，
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是读书人没能靠读书解决
生计问题，于是义无反顾地信奉“读书无用论”；
二是读书人压根没找到读书的门道和乐趣，于
是心生倦意，见书头痛。如同我的一个朋友所说
“搞文字的人被文字给搞了”， 许多读书人也觉
得自己“被书搞了”。就是少有人去反思：是不是
读书方法出了问题？有没有好的读书方法，让我
们与书相得益彰？

事实上，读书和学术研究一样，需要有方法
论上的追求。 所谓“方法论”，是指在具体的读书
方法背后，还有理念、目标、阶段、工具、技巧等系
统性的考虑。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讲清楚：

第一，读什么？“随意读”当然也是读书法，
但绝大多数“随意读”的人还是被某种无形的力
量牵着走，比如，总是盯着别人读什么书、市场
流行什么书。 事实上，有积淀的读书人对“读什
么”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需要对自身的经
历、兴趣、优势、不足和需求有足够的反思和洞
察。比如，对于农村出生的人而言，读到《乡土中
国》、《中国在梁庄》这样的书，理解与收获肯定
要多于其他人。 如果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阅
读，很快会在农村问题上成为有话语权的人。

第二，怎么读？ 读书讲究品味，但终归还有
个效率的问题，即读来读去，到底收获了什么。
这个问题最好落实到每本书，甚至每个章节上，
后面要谈的结构化读书法、 读书标注法以及读
书会操作等内容，就是对“怎么读”的经验总结。

第三，读了做什么？ 我不反对“陶情适性”这
种说法，但如果读书跟喝茶、画画、打太极的功效
一样，那还不如做点其他的。 我觉得读书是解决
人的成长问题，即在身体不再成长甚至开始萎缩
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改善思维方式、提升认识
水准和审美境界，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保持可塑性
和可能性，在“存在”而非“生存”的意义上继续我
们的人生。

自人类发明书以来， 这些问题好像就出现
了。 古今中外不少学问大家，对读书都有过思考
和总结，也不乏专门论著。 这些是读书人永恒的
问题，我称之为“十字架般的问题”，读书人永远
背负着它们，就是为了寻求一种上升和超脱。 人
固然可以分为“读书” 和“不读书” 两类， 但
同为读书人也有不同的境界， 比如为消遣的阅
读、 为知识的阅读， 以及为观点和思想的阅读。
惟有后一种境界能让我们对书籍以及书籍背后
的人保持极大的敬意和热情， 并让阅读成为我
们终身不可废离的生活方式。《我在人大这五年》：向人民履约

朱永新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是从2008
年开始的。 他说，当时他暗自承诺：切实履
行职责，五年以后再撰写一本《我在人大这
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
主政治进程》（2008年曾出版《我在政协这
五年》）汇报自己这五年的代表生涯。

五年过去了，朱永新用业余时间完成了
《我在人大这五年》。 这本书中，他把每年两
会的生活，自己在人大五年提出的建议与议
案，参加常委会讨论的发言，以及参观视察
时的感想，都以原生态的方式保存下来。 同

时将有关部委对他建议的答复也一并附上。
《我在人大这五年》并不是一部简单的

书稿，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运作过程， 看到中国当下的政治
生态，看到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但归根结底， 这本书是一位人大代表
的履职报告， 是一个人兑现承诺的口述历
史，是一双脚在历史长路上留下的印痕。

2013年3月，朱永新又从人大转任全国
政协常委。 他说，人大更像清华，政协更像
北大。 人生就是这样一段又一段的旅程组

成，历史就是由这样的一段又一段人生拼接。
他见证着许许多多委员代表， 以各自的方式
庄严地履行着人民交付的重托。

而朱永新的方式是，写一本书记录历史。
他说“一位委员代表， 会用几秒钟来参与讨
论？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所有委员代表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于顶。 每位委员代
表最后都得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一个
约定，可以轻若鸿毛，也可以重如泰山。 履约，
可以变成虚伪的敷衍， 也可以成为生命存在
的价值和意义。 ” （缇妮）

敬告读者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中教文化乐读” 已开通， 欢迎读者搜索
“zjwhyd666”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加关注。

我们的口号是： 以教育视角观照文化，
用文化眼光推介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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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托克维尔
⑧亚当·斯密

①罗素
②托马斯·阿奎那
③海德格尔

④卢梭
⑤大卫·李嘉图

⑥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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