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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现场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
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
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 年 9 月初
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
书院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开讲一门
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
开篇第一句话。

1949年，钱穆在香港与唐君毅、
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
在那里，钱穆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
学 史 ”课 程, 一 次 是 1955 年 秋 至
1956 年夏，一次是 1958 年至 1959
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
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
可惜时局飘摇,钱穆先生始终未能
将讲稿整理成书。

60 年之后，钱穆的学生叶龙根
据当年的课堂笔记整理了《中国文
学史》一书，于今年3月出版。近日，
第六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和新
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
书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研讨
会。88岁高龄的《中国文学史》记录
整理者叶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教授马勇、知名学者解玺璋等，
围绕“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
这一主题展开了热议。

1953年进新亚学院的叶龙还记
得初见钱穆先生的样子：“他亲自接
待我的，小小的个儿，穿了一件长
袍，很朴素。”

钱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他的普
通话带无锡口音，很多广东学生不
能完全听懂，但叶龙是浙江人，与钱
先生口音相近，“所以他讲的话我可
以听得懂”。叶龙说。

叶龙以前做过文字工作，写字
很快，而钱先生讲课时总是在讲台
前走来走去，“他走过去讲一句，走
过来又讲一句，讲得很慢，所以我没
有漏的，记下的都是他的原话”。

陈平原：我想说的是，如果要读
这本《中国文学史》，要先读钱穆先
生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国文学
论丛》。钱穆对中国文学的观念，主
要来源于《中国文学讲演集》，那本
集子是他用一辈子做的一本书，在
那本书的序中，钱穆说自己一辈子
喜欢文学。

钱穆先生是学文学的，早年在
乡下教文学，之后自己做研究成为
一个学者，1931 年被推荐到燕京大
学，后来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一个
历 史 学 家 ，之 后 以 历 史 学 著 称 于
世。钱穆在新亚书院讲的《中国文
学史》是大的线索的梳理，而不是具
体的文学作品的分析。

历史学家写的文学研究会有不
一样的角度。钱穆这本《中国文学
史》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
文章的关系。与梁启超、郭沫若等
人相比，钱穆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
的造诣不够，但他是一个有大关怀

的学者，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
钱穆先生特别喜欢说中国文学

怎么样，外国文学怎么样。但是我
们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情。从专业角
度来批评这本书是不对的，而是需
要体会，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潮流
中，努力坚持自己的信念，希望通过
讲课来影响广大公众，让大家读古
书，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和信念，这是
值得我们敬佩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史》其
实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可以
说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这本书的
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
动。因为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
斯年主流学术人士相比，钱穆是很
边缘的学术人士。即便如此，他仍
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推
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
和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马勇：钱先生在书中描述了这
样一层意思：中国史学价值不是一
个科学和中立的纯粹的价值观，而
是可以超越这些价值的。这本《中
国文学史》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
面目。历史学家是应该通文史的。

我很认同陈平原老师“论辩之书”
的说法。我认为，钱穆先生一直处在
一种很委屈的状态。通过阅读这本
书，我们可以感觉到，钱穆先生是在一
个很边缘的境遇中谈论问题的。

我认为这本书给我的重要启发

就是个人写史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
义。我们读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
撰写的，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少。
尤其是近两年，我在做研究的过程
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同一本书
中观点打架、重大事件遗漏、观点
重复等。因此，我们应该鼓励个人
写作。个人写作可以写得规模很
小，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应该有一个
整体性的思考。这本 《中国文学
史》 就系统地表达了钱穆先生对中
国文学史的整体看法。因为钱穆先
生在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具有很大
的阅读量，所以他的写作能保持自
己的体系。

这本文学史不仅是对学问的表
达，对研究中国传统也是很重要的
作品。我研究春秋史最早就是靠

“弟子记”，比如《论语》就是弟子记
录的。到了近代，章太炎在上海开
过一系列的演讲，他讲的学问，当然
今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但存在不少
问题，因为好多字当时没听懂。等
到 1930 年，章太炎到苏州办国学讲
师会的时候，积累了一批专业弟子，
从最初的一般追星，变成一种专业
追求，这批弟子后来都成了很有名
的大学者。在上世纪 30 年代，这些
弟子在苏州跟着章太炎，因此章太
炎晚年的讲稿都被学生记下来。现
在能够看到更多的演讲被整理出
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解玺璋：这本书凸显了个人写史
的好处。因为我们读的很多集体创
作的文学史，往往受道德等因素的评
判。比如很多论述中对宋玉评价并
不好，但钱穆先生在讲课中没有对其
作道德判断，而只作文学价值上的评
判。他强调宋玉的赋写得好，也很
美，我认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钱穆先生这种带有个人色彩的
文学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
角度。因此，相对于集体编写的文学
史，目前我们需要个人化文学史。比
如王国维先生曾经从文学的角度和
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这样的
作品并不多，上世纪 40 年代在重庆
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轰动。

钱穆先生给我的感受，就是他
对文学价值的判断。

从课堂讲稿从课堂讲稿到个人化文学史到个人化文学史
———钱穆版—钱穆版《《中中国文学史国文学史》》三人谈三人谈

本报记者 王珺
我希望更多的人有阅读散文的趣味。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和其他文学样式的

对比中，彰显出鲜明的特点。特别是把散文和诗加
以对比，散文的特点就更加突出了。例如，有这样一
些比喻：

诗是跳舞，散文是走步；
诗是饮酒，散文是喝水；
诗是唱歌，散文是说话；
诗是独白，散文是交谈；
诗是窗子，散文是房门。
这些比喻，从对比中呈现着散文的特征。散文

贴近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更为具体真实；散文关注的
生活很广阔，但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散文可以和各种
文学样式相融合，但不会丢失它的本色，同时它又吸
纳各种文学样式的特征，形成了散文从题材到技法
的丰富性。

有人说，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的根。我赞成这
一看法，因为你无论是写小说、写戏剧、写文艺批评，
甚至写哲学、历史著作，都离不开散文。凡是从事写
作的人，都得有写作散文的基本功。所以有人又说，
写好散文，才能获得作家的“身份证”。

写散文是进入文学殿堂必经的门，读散文也是
进入文学殿堂必经的门。读散文的趣味很重要。散
文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写景，可以状
物，各体兼备，风格多样。

我们提倡“自觉的阅读”，不妨从阅读散文开始。
喜欢阅读散文的人，会静下心来，会养成慢阅读的好习
惯。散文是可以品读的，因为散文最易于形成多样风
格，为我们增添一些不同的品味和审美的趣味。

基于此，“人生智慧丛书”对入选的散文进行了
深入的梳理、开掘，以全新的视角，发掘出了独特的
价值体系。丛书遴选了10个具有温暖、善美、纯真、
禅意特质的主题，用文字和图画来传递人性的真善
美，倡导仁爱和谐，表达对生命的探索与诉求。收入
这套丛书的都是一些短小的散文，可归属于文学性
较强、艺术风格较为鲜明的“美文”。有的朴素简明，
有的干净利落，有的妙趣横生，有的深邃启思。我设
想有很多的读者（他们可以是从 99 岁到 9 岁的老少
读者），在一个安静的时刻阅读这一篇篇令人安静的
散文，用真诚的心态阅读这一篇篇真诚的散文，用享
受语言之美的感觉阅读这一篇篇纯美的散文。我们
默默地读着，却能在灵魂的深处，隐隐地听见语言的
韵律，入耳入心，贮之胸臆，久久享用。

“人生智慧丛书”（10 册） 王爱玲 主编 河北教
育出版社

阅读散文的趣味
金波

“汪曾祺先生去世19年了，依然
有许多读者怀念他、喜欢他，他的书
不断重印出版，这说明他的文字独具
魅力，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也在他作品
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文学评论家王

干说，写乡土、乡村、山
水容易写出诗意，庸常
的市井生活要“打磨”
出味道很难，但汪曾祺
照样写出了市井有诗
意、有韵味的一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多年的《汪曾祺小
说全编》日前面世，这
套全编是正在编辑中
的《汪曾祺全集》的“小
说卷”，为了满足读者
阅读需求先行出版。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联合“书香中国·北
京阅读季”等共同主办
的“走进汪曾祺的小说
世界”文化沙龙上，人
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李春凯介绍，《汪曾祺
小说全编》共收入180
余篇小说，堪称“迄今
为止搜罗最全的汪曾

祺小说总集”。
相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汪曾祺全集》，这次新增补汪
曾祺小说 27 篇，有的是近年来学者
发现并提供的，有的是汪先生家属

找到的，像《葡萄上的轻粉》《锁匠之
死》《八宝辣酱》是在一校、二校甚至
是通读时才发现的。所有新增补小
说，都是经过“全集”编委们一致认
定的汪曾祺作品。有异议的如《疗
养院》一篇，经慎重考虑，暂不收入。

在这些新增小说中，《翠子》《除
岁》《灯下》《最响的炮仗》《驴》等都
是很圆熟的短篇精品，艺术质量相
当高，与《鸡鸭名家》《老鲁》《落魄》
等同样写于上世纪 40 年代、早已被
公认的那些名篇具有相同的品质，
更不输于他后来赢得文坛声誉的

《受戒》《大淖记事》。
由于“文革”斩断了中国文学自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发展脉络，
以至于“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创作，如

“伤痕文学”“知青小说”，都还是对现
实政治的简单粗浅地回应。而汪曾
祺小说一出现，令当时的作家们惊
艳：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样不
急不火、温文尔雅，这样云淡风轻、别
有韵致，以为文坛出了一个新人！

实际上，上世纪 80 年代汪曾祺
是接续了其上世纪 40 年代小说创
作，他不是“新人”，他是复生。他将

“文革”斩断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
来、由鲁迅、胡适、周作人、沈从文这

些人开创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疏浚、接
引了下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他80年代的创作，有许
多篇是40年代小说的改写、重写、扩
写。比如《异秉》，1947年写过，1980
年又重写；《职业》，1947年写过，1982
年又重写；比如《复仇》，同一个题目也
前后写了两个版本——核心故事是一
个，叙述完全不同；《戴车匠》也是同题
写了两遍⋯⋯这次将这些小说都收入
了，对比着看，读者，特别是写作者、研
究者更会从中有所发现。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
义者”“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
人”，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领域皆
卓有成就。与许多作家因洞悉所谓

“世道人心”而变得冷峻不同，汪曾
祺温情脉脉，老师沈从文对其创作
影响很大。在王干看来，“有一种作
家是一种流星一样的作家，比如萧
红，她在文坛出现的时间并不是特
别漫长，但是她光芒四射。还有一
种作家是恒星型的作家，就是你起
初看他的时候，不是特别明亮，也不
是特别吸引眼球，但是过 10 年、20
年，这个作家还在，过 30 年，他还在
写，汪曾祺就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
恒星型的作家。”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看过这部
“全编”之后感叹“出版社花的工夫
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现在市面上
出了那么多版本的老头儿（指汪曾
祺）的作品，但是真正精准的就这一
个版本。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
“别号”。他参加各种活动时被人恭
恭敬敬地称为汪先生、汪老师、汪
老，但是在家人中间，他始终只是

“老头儿”，平平常常，随随便便，还
经常受点打击。

汪曾祺的女儿汪朝说：“他在我
们家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
全都欺负他，孙辈也欺负他，我妈完
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他每篇东西都让我们看，很认真地
听取批评意见，虽然我们水平很有
限，但对他毫不客气。”

“实际上，他这个人还是有一点
狂气的，喝点酒就瞎说两句，老是
说，文学史上他会留下一笔，我们都
笑他，挤兑他说，老头儿，你别臭美
了！然后他就跑了，一会儿又出来
了。”汪朗说，但是，我们作为他的子
女，有这么一个父亲非常幸福。我
爸爸一辈子没给我们一次难看的脸
色看，从来没对我们沉下过脸。

《《汪曾汪曾祺小说全编祺小说全编》》 ::

给喜欢“老头儿”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好版本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中国人素有“家园”“故土”的
文化传统，表达了一方人与一方土
的关系。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
认为，自然是人居环境建设的基
础，从大的环境来看，古今城市所
在自然环境虽有变化，但其空间依
旧。古今是在同一空间中进行人居
创造，那么数千年来历史先贤观
察、体悟、经营、建设人居环境的

“心”，无论如何不能被今天的建设
所忽视，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也
是中国城市规划能在世界立足的历
史根基和文化灵魂。在他看来，“寻
找失去的东方城市美学，不仅在于
对一些历史名城的维护，更重要的
是要发扬东方城市的蕴藏，将东方
固有的蕴藏加以发掘，加以刮垢磨
光，进行新的创造。”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由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王树声编著的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以
历史文献和古代城市图的研究为基
础，专业、翔实地挖掘了中国城市

人居环境规划的经验，引发了业内
专家学者再一次对中国城市规划传
统的传承与创新的讨论，这是记者
近日从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
典》 座谈会上了解到的，该座谈会
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共同在北京主办。

“这本书的主要用心之处在于
做‘寻找’和‘发现’的工作。”王树声
介绍，该书涉及古代都城、省城、府
城、州城、县城等1400余个城市，借
鉴古人“左图右史”的传统，重视从

“图”和“文”两个方面展示每座城市
的规划经验与智慧，共采集各类历
史文献3000余部，收录与中国本土
城市规划有关的城市图3500余幅，
整 理 研 究 城 市 规 划 经 验 3700 余
条。所谓“图”，就是从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境图、城图、形胜图、八景图、
石刻图等图中选取能够代表城市规
划与营造特点的城市人居图。所谓

“文”，就是从历史文献中挖掘出来的
城市规划建设的典型经验，或称为城

市规划建设的经典思想和方法。
已是 94 岁高龄的吴良镛拄着

拐仗步履蹒跚，但依然精神矍烁地
参加了整场研讨会。在他看来，这
项工程的特色在于它秉承人居科学
的思想，以地方志的经典为基础，选
择精辟的图典对相关城市的空间结
构与形态加以分析和小结，凸显不
同城市的山河地貌、历史人文之特
色，纲举目张，眉目清晰，图文并茂，
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

王树声坦言，目前学生们对中国
城市规划传统的理解还有些僵化，规
划设计实践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
题。改变这一现状，教育很重要，教
师的责任很关键。

“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己
的精神命脉。”王树声说，“未来中国
的城市规划体系，一定要融合中华
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优秀规划传
统，并结合新时代需求和国际规划
成就进行整体的创造，真正让我们
的城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

寻找失去的东方城市美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西方儿童史》（上下）
【意】艾格勒·贝奇、【法】
多米尼克·朱利亚 主编
商务印书馆

《童年社会学》（第四版）
【美】威廉·A.科萨罗 著
张蓝予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新书赏

该书是一部以儿童研究为主题的论著，按时间
顺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古代到 17 世纪，下卷自
18 世纪迄今。全书一方面从不同时期社会对儿童
的不同定义及对待、年龄段划分的变化、不同性别或
不同年龄儿童的社会角色、儿童礼仪、家庭环境、学
习规划、活动场所等角度，构成完整的儿童史框架；
另一方面，以细节丰富、论证翔实的专题史形式，研
究现代弃儿、儿童务工、残疾儿童等问题，深化了对
西方儿童史重要主题的思考。

《儿童精神分析》
【英】梅兰妮·克莱茵 著
林玉华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儿童精神分析》 是一本儿童分析的革命性经
典之作。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茵以她所
架构的特殊技巧，证实她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
她使精神分析得以运用到儿童领域，借此不仅使儿
童心理治疗成为可能，并且为儿童的心智发展、成
人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的起源之理解，开拓了新视
野。她的理论将精神分析关注的重点，从之前的

“驱力”转到了“关系”上。

本报讯（子依）古今中外，对
《老子》进行诠释的注本不计其
数。近日，人民出版社推出汪致正
所著《汪注老子》，并在京举行新书
出版座谈会。

《汪注老子》分为两大部分：勘考
要义和《老子》对勘注译。作者从甲
骨文、金文和简帛文字入手，还原老

子智慧的要点，并且对关键字逐一进
行考证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多个重要版本的考据和比对，对《老
子》全文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注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者致力于恢
复《老子》的本来面目，并独辟蹊径、
追本溯源，在《老子》研究中成一家
一言，具有学术性和创造性。

《汪注老子》独辟蹊径还原老子智慧

本报讯（伊湄）近日，北京蒲蒲
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绘本月刊

《萌》的新刊。
该杂志适合年龄 3 岁以上的

小朋友，每个月一次的绘本都严格
按照《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等规定来选

定贴近孩子生活习惯、人际关系、
自然科学或美育等方面的绘本，全
方位培养孩子。每月一个主题游
戏更是加强孩子的游戏精神，让家
长更了解孩子的心理、生理成长情
况，加强亲子纽带，是一本“触手可
及的绘本延伸阅读教科书”。

蒲蒲兰绘本月刊《萌》发刊

中国童书博览会首份童书榜揭晓
本报讯（肖聪）5月31日，中国童

书博览会童书榜发布暨少年读书节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这份童书榜从
2014-2016年度图书市场已出版的
图书中，评选出包括“幼儿启蒙”“绘
本”“动漫”“科普”“文学艺术”“传统
文化”六大品类、每个品类 10 本优
秀 童 书 榜 单 ——“ 年 度 好 书 榜

TOP60”。
现场，中国童书博览会组委会

分别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京东图
书、Uber 三方达成了战略合作协
议。中国童书博览会由中国出版
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
闻出版广电局等单位主办，将于 7
月8日至17日在北京开幕。

曾获美国总统奖的社会学研究者威廉·A. 科萨
罗的《童年社会学》系统介绍了童年的社会学研究，
历史与文化语境下的儿童、童年与家庭，儿童文化，
儿童、社会问题及童年的未来 4 个主要研究方向。
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团体，儿童社会跟成人社会一
样，分为集体和个人，在儿童集体中，个人也像成人
社会一样，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享受一定的义务。

《童年社会学》（第四版）囊括了前三版精华，在
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对社会学历史性研究
主题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释，对儿童社会学的研究
领域进行了拓展。

汪曾祺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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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斋

书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