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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师的星光下前行
■

徐冯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最了不起的
两位文化人。 当年正是因为北大任用了胡
适和陈独秀等人，后来才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发源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
动中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尽
管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
完全割裂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他们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

《胡适讲国学》 一书向人们展示了作
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是如何看待传
统文化的。 众所周知， 胡适是我国著名
的学者、 诗人、 历史学家、 哲学家， 虽
然其本人不信任何宗教， 但他对宗教的
通彻见解， 无人能出其右。 本书选取了
胡适有关儒教、 道教、 佛教等方面研究
的经典论著， 带领读者穿行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殿堂。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一书则是
一本有助于人们了解胡适先生晚年思想
的佳作。 作者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先
生的岁月里，把胡适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
来，除了编入《年谱长编》的以外，都收入
这本书里。 胡适学识渊博，书中记录的谈

话内容， 小到一个字的读音， 一首诗词
的字句， 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 社会背
景的探索， 无所不包。 或茶余饭后， 娓
娓道来， 妙趣横生； 或有感而发， 意气
飞扬， 跃然纸上。 书中不仅呈现了胡适
幽默风趣的谈吐， 忧国忧民的情怀， 更
展示了他晚年的智慧。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不
可多得的旷世奇才，他学贯中西、学识渊
博，学术上卓有建树，被学界公认为“前无
古人， 后难得有来者”。 《陈寅恪家世》一
书，真实、立体而又全面、生动地描绘了陈
寅恪家族诸多先贤悲壮而又色彩斑斓的
人生传奇，对与陈寅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
联系的同时代诸多历史人物的生存世相、

生命内涵以及对其家族的影响亦有描述。

该书为陈寅恪故里的一位作家所著。

得地利之便，作者打开了沉睡在陈寅恪故
里荒野林莽间有关陈寅恪家族弥足珍贵
的历史档案。 这些史料的可靠性是毋庸置
疑的，是至目前为止国内唯一尚存的有关
陈寅恪家世的真实可信的权威史料，书中
诸多史料从未见诸经传。

施蛰存先生是现当代著名作家、翻译
家、学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长期以来，施蛰存先生都被忽视了。 《施蛰
存海外书简》一书，是大象出版社推出的
“大象人物书简”中的一本。 该书收录了施
蛰存写给海外友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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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起止时间
为“文革”之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这些
书信真实地再现了施蛰存最后

20

年的生
活和他在词学研究、金石碑刻收集、编辑
《词学》杂志等方面的成就，也间接反映了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的情况，极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独领风骚的
人物。世人了解梁启超，多是从政治的角度，比
如戊戌变法， 再比如后来与革命党人的辩论
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同时也是中国
学术史上的执牛耳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李鸿章传》等书，无不显示出梁启超作为
一代宗师的深厚功底和开阔视野。

自梁启超谢世，为他做传的人可谓多也。

但是，相对优秀的却为数寥寥。 这里，推荐民
国时期的著名文史学家吴其昌所著的 《梁启
超传》。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弟子，他才思敏捷，

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

1925

年，他
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从王国维治甲骨
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
史，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这本传记，主要从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角度着眼， 辅以一些社会
大背景、家庭小背景的描述。 从细节着眼，通
过一些朋友对梁启超的回忆，使我们更直观、

生动地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吴其昌先生， 于
1944

年
1

月写完《梁启超传》以后，时隔一月，就在
在乐山病逝。而这部传记，据说有梁启超所著
的《李鸿章传》的影子。

谈到鲁迅传纪， 我愿意推荐林贤治先生
的作品。 林贤治是当代诗人，著名学者。 他的
《五四之魂》与《五十年

: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
察》曾传诵一时。这里，我推荐林贤治的《鲁迅
的最后

10

年》一书。

林贤治如此评价鲁迅： 他并不像别的伟
大人物那样， 带给世间的只是静止于历史的
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
“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毋宁说
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

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

燃烧般地富于刺激， 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

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 这
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的反抗哲学。该书以史
学家的视角叙述了鲁迅生命中的最后的

10

年。 这
10

年，是他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
10

年。

鲁迅的最后
10

年， 思想上究竟发生了哪
些变化？ 这其实是很多人埋在心头的一个疑
问。 而该书， 无疑可以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某
些启示与解答。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泰斗。 他
于
1931

和
1934

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上、下
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说冯友兰》

一书
,

是首部关于冯友兰的访谈实录。 该书收
入了

23

位著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访谈， 他们
大多曾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 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的学生。 作为中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哲
学家，冯友兰的著作广为流传，但他的真实人
生却鲜为人知。在书中，弟子们深情地回忆了
冯友兰的往事，讲述了冯友兰对他们的影响，

细述了他们的亲身体会， 阐述了他们的真实
看法。 这些细腻的讲述生动感人， 更尊重历
史，真实可信。 这本书所涉及的采访对象，还
包括任继愈、杨振宁、郑敏等大家。

《胡适讲国学》，胡适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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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世》，叶绍荣著，中国文史出版
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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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施蛰存海外书简》， 施蛰存著， 辜健整
理，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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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出版。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东方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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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
10

年》，林贤治著，东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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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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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开厚重帷幕的思索之剑
■

魏邦良

索尔·贝娄 （

１９１５-２００５

） 是美国著
名小说家， 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普利
策奖， 并荣获

１９７６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他
的作品因 “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
和精妙的分析” 而为人称道。

长篇小说《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重
要代表作。 主人公赫索格是位学识渊博、

勤于思考的大学教师，他有一个怪癖———

不停地写信，而这些信却从不发出。

赫索格所写的信其实是一种 “不是
为了传递消息而写的优良信件”， 它们很
好地表现了赫索格的个性。

赫索格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 第一
次 ， 他喜新厌旧地抛弃了结发妻子戴

西 ； 而第二任妻子马德琳则红杏出墙 ，

将他赶出了家门。 更为屈辱的是， 马德
琳的新欢正是赫索格最为信赖的朋友格
斯贝奇。

遭受重创、 陷入困境中的赫索格开
始马不停蹄地四处走亲访友， 这既为了
倾吐内心的愤懑和懊恼， 也为了寻求安
慰和对策。 然而， 令他失望的是， 作为
听众的朋友或亲戚， 要么心不在焉， 假
意敷衍； 要么心怀鬼胎， 另有盘算， 甚
至落井下石， 反唇相讥。 总之， 一番祥
林嫂式的诉说后， 赫索格悲哀地发现自
己陷入了比以往更深的孤独中。

面对面的交流无功而返。 于是，他成
了“写信狂”。 他通过写信来思考人生。

然而， 不停的思考和讨论并未能让
赫索格找到问题的症结， 也没有让他探
寻到人生的意义。 一筹莫展的赫索格发
出这样的疑问：“思想能把你从生存的梦
里唤醒过来吗？ 也许不可能。”

一次， 他竟然对生命本身产生了困
惑和怀疑， 不明白人究竟为何物。 他苦
思冥想找不到答案， 左冲右突找不到出
路， 终于陷入了长久的迷茫和苦闷中。

既然思考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用行动来
改变处境吧。 遗憾的是， 赫索格身上有着知
识分子的通病， 长于思考， 却不善行动， 甚
至可以说， 赫索格一行动， 上帝就发笑。 你
看， 为了让妻子马德琳在乡居生活中不感到
孤寂， 他邀请好友格斯贝奇一家和他们共
住， 没想到引狼入室， 妻子和好友暗中偷
欢， 自己则被扫地出门； 他找律师争取对女
儿的监护权， 律师却站在马德琳的一面， 劝
他放弃监护权。

作者由此向我们指出： 作为学者， 赫索
格思考时如同君王， 天马行空， 自由往返；

行动时却像小丑， 左支右绌， 捉襟见肘。

虽然赫索格的思考没有找到最终的答
案， 但其思考的价值不容忽视。 在这篇小说
中， 主人公赫索格的思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首先， 思考让赫索格内心一直保持着清
醒的状态。 赫索格通过写信把自己对社会、

对人生的种种思考变成文字， 这些文字既可
以提醒自己也可以警醒他人， 如他所说 “迫
使马德琳和格斯贝奇有点良心”。 杨绛曾说：

“良心出自人的本性， 除非自欺欺人， 良心
是压不灭的。” 那些堕落的、 疯狂的胡作非

为者， 并非没有良心， 他们的良心不过是暂
时沉睡了。 思考的作用就是不断摇醒它。 思
考者当然也会做错事甚至做坏事， 但只要不
放弃思考， 自责和忏悔总会袭上心头 ， 这
样， 就不会麻木不仁， 就不致丧失人性。

其次， 思考也使赫索格认识到自身的缺
陷与弱点。妻子另有所爱让赫索格痛心疾首，

然而他本人不也常常做出伤害妻子的事吗？

爱上马德琳后， 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结发妻
子戴西；虽然深爱马德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
国外旅游时寻花问柳； 他根本不想娶花店店
主雷蒙娜，却一再去她那里寻求慰藉；他还和
日本女人园子藕断丝连。对赫索格来说，不停
的思考，也是不停的自我解剖！

再其次， 思考也使赫索格洞悉了民主社
会中的一些怪诞之处，比如，现代民主制度使
犯罪行为减少，却使个人罪恶增加；又如，陪
审员们会因为赫索格头上的白发就让他失去
了对孩子的监护权……尽管赫索格找不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 但他的这些思考却有助于我
们了解社会的复杂性。

思考是一柄利剑， 它既能挑开厚重的帷
幕， 触及世界的核心， 也能穿越沉重的肉
身， 探测人性的深度。

对赫索格而言， 其特长是思考， 其对社
会的贡献也是思考。 显然， 思考对他来说，

是人生的使命所在， 也是存在的价值所在。

（《赫索格》， ［美］ 索尔·贝娄著， 宋兆
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让幸运之神
叩响自己的大门
■

顾雪林

年近
50

岁的美籍华裔中医李强于
1997

年获得美国政府“特殊人才”绿卡，定居美
国。 目前他是美国精益针灸医疗服务公司
总裁、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 应当说，李强
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惠者，他高中毕
业赶上恢复高考，并幸运地成为中国恢复
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之后的

31

年，李强
和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有着
大致类似的经历。

但在仔细阅读了李强的《经历》 一
书后， 我注意到一个他不同于那个年代
的年轻人的特殊经历。 他

8

岁那年， 正值
“文革” 期间， 因为被人诬告书写了“反
动标语”， 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8

岁， 他在
当地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警察
等人的逼问下， 在“承认错误， 就可以
回家” 的承诺下， 他包揽了所有强加的
罪责， 被迫承认反动标语是自己书写的，

并被带到事发现场指认。

李强在书中写道：“在手电筒光照下，

我目睹了‘反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
的‘犯罪事实’，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
给我印象极深。 原来在一排长长的大字报
专栏里，不知谁用红油漆在三处写有‘毛
主席’的字面上画了叉，一处在上方，两处
在下方。 ”“‘反标’使我扬名学校，成了特
殊学生……我心里压抑极了，感到仿佛所
有的同学都在背后议论我。 失去了朋友，

也没有了欢笑，我的生活开始一步步走向
黑暗。 ”之后，他被关在学校办学习班，后
又被关在武汉郊外的北湖劳教所，一边交
待“罪行”，一边思想改造。 李强写道：“在
人生本应充满快乐的年纪， 遭受如此打
击，我变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 ”李强回
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给了他无限的
温暖，在得知他被迫承认“错误”之后，父
母无数次到他的关押地点看望他，找机会
和他谈心，帮他调节心理问题。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无法体
会李强的遭遇之惨。 在那样一个是非颠
倒、荒唐疯狂的年代，书写反动标语是一
个非常严重的罪行，一般可以当作现行反
革命立即逮捕、判刑，最严重者可判死刑。

我曾在那个年代多次参加过由学校或单位
组织的公审大会， 曾亲眼见过当场宣判枪
毙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也许
李强因为年幼， 逃过了被判刑和枪毙的命
运。 我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些和李强有过
类似经历的年轻人，在这种大灾大难之后，

往往自暴自弃，不求上进，从此潦倒一生。

我认为，李强的故事其实是从他
8

岁那
年真正开始的。 在大灾大难面前，他没有
气馁， 他一直在试图通过不懈的奋斗，改
变自己的命运，他善于抓住生活赋予他的
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顽强努力地改
变着自己的人生命运。 李强后来考上了大
学医学院，先后当过外科医生、留美访问
学者，现在他是一位美藉华裔、在美国有
执照的针灸医生。

8

岁的灾难没有让他低
头，努力奋斗是他的人生信条。

李强《经历》一书中的下半部，主要谈
了他留学美国、获得绿卡、加入美籍和定居
美国的经历。这一段中，比较有趣的是他在
美国的打工经历。在中国时，李强已经是武
汉大医院的骨科主治医生； 在美国课余打
工时，他先后制作过冰激凌，在百货商店做
过推销员，在烫衣店做过烫衣工，为朋友代
管过按摩院，在康复中心当过理疗助理等。

应当说， 李强在美国的奋斗道路是不平坦
的，是一个苦尽甘来的奋斗史。

李强《经历》一书中，最让我感动和唏
嘘不已的是他在书中对父母的回忆。 从他
的回忆中，我看到了老一辈人对子女的爱
护、宽容和承担。 他曾在诗中写道：

“春去秋来
/

几多风雨
/

当母亲撩起鬓
白的发丝

/

我突然感到
/

母亲是我不倦的
记忆。”

他的母亲因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以“移
民倾向”为由的三次拒签，始终未能踏上
美国的土地看看儿孙。 为了能让母亲到美
国看看，李强经再三思考，决定加入美国
籍，干脆让年迈的母亲移民美国。 可惜，他
母亲因病去世，未能等到这一天。

谈到写这本书的感受时， 李强说：

“生活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困难、 坎
坷乃至失败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 他希
望年轻人从他这一代人的经历中， 能得到
有益的启迪。

我觉得，李强的故事，可以让那些曾
经有各种人生坎坷经历的人们反思———

人不能让生活的坎坷和困难压倒，人要顽
强地奋斗。 当你大学毕业时， 你已经拥
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最基本的能力。 不
要退缩， 不要怨天尤人， “莫斯科不相
信眼泪”， 大学生应当勇于到社会上去奋
斗和拼搏， 勇于接受生活的任何挑战，

勇于战胜困难。 大学生应当用自己不懈
的奋斗，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经历》， ［美］ 李强著， 白山出版
社
2008

年
11

月出版）

【经典重读】

【书人书事】

【本期关注】

【文化视野】

编者按
季羡林和任继愈的去世， 引

发了人们对于大师的追思。 重读
大师的经典之作， 了解他们曲折
而又辉煌的人生历程， 成为一些
读者的渴望。 本文将集中介绍一
些有关胡适、 陈寅恪等现当代大
师的书籍。 期望大师的星光照亮
我们求知的旅程！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

洪聪

拿破仑问他的工程师：“我们有可能穿
过这条小路吗？ ”“可能吧”工程师们有些犹
豫，“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拿破仑命令道：

“那就继续前进。 ”他丝毫没有领会工程师
们的弦外之音———穿越山口是不可能的
事。 这是《自己是最大的敌人》一书开篇的
一个小故事。后来，在所有英国人与奥地利
人的嘲笑下，拿破仑部队翻越了险峻的、被
称为“天险”的阿尔卑斯山，出现在奥地利
人面前。拿破仑抓住了机遇，将“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

在生活中，为什么一些人总把很多事
情复杂化、困难化？ 并且总是不自觉地走
向成功的反面？

一般人总是把对自己不友好的人或环
境，当成自己的敌人，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
失败归于他人的阻挠。 《自己是最大的敌
人》这本书则让我们懂得：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外界的敌人
容易防备，反而是自己对自己容易宽容。人
们有时不容易真正认识自己，不容易控制、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的欲望常常抑
制不了，脾气往往会控制不住，习惯往往很
难改变，于是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与成功
失之交臂，落入失败的深渊。

其实自已才是自己成功最大的绊脚
石。 很多时候，人们失败了，究其原因并不
在外界，而在于自身。当你没有全力以赴工
作，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的失败是环境的错
呢？在日晒当头时你还沉睡于梦乡，你有什
么资格抱怨时间太紧，无法完成任务？

《自己是最大的敌人》 一书讲述了有
助于成功的

10

种素质， 书中没有纯理论的
说教，也没有绝对化、格式化的特殊案例。

它通过诸多名人事迹重申了一些重要的
素质，并引导人们深刻思考这些素质与成
功的关系。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成功之路，但是每一个成功的人必定
具备一些重要品质，比如：有自己的人生
目标并且集中精力去实现目标， 自信，全
力以赴和坚持不懈， 有很强的时间观念，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等等。 比如
说有的人正在看书， 看到别人去玩耍，马
上就不能控制自己， 虽然内心挣扎过，但
很快就被自己找的各种理由所击溃；有的
人知道连续上网时间太长对身体影响不
好， 但还是不能战胜网络对自己的诱惑。

只有那些能够掌握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
的欲望的人，才有可能坚持到底，完成任
务，达到目标，获得成功。

（《自己是最大的敌人》， ［美］ 奥里
森·马登著， 刘婕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

苦难中的微笑

在青年作家唐朝晖的 《一个人的工
厂》 中， 我看到了一个乡村少年， 在苦
难中对着未来微笑， 虽然面对那个环境，

他经常茫然无措。

石灰窑高大的烟囱 ， 厂区上方密布
的白色粉尘， 四处永不停息的轰鸣， 巨
大的吊车上摇摆的钩子， 这些， 既是对
现实的描绘， 也是对不可捉摸的命运的
暗示。 然而，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个少
年仍然怀揣梦想 ： 读书 、 学习 、 写作 ，

期待能进入 《铁合金厂报》 做编辑， 虽
然明知这个梦想难以实现， 仍然毫不犹
豫地朝自己渴望的方向奔去。 为了获得
安静的学习空间， 在工友们习惯了打牌、

玩乐的业余时间， 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读
书与写作！ 工友们在宿舍里不分时段地
吵嚷， 无法静心读写的唐朝晖终于忍耐
不住了， 他用拳头击碎了那个闪亮的灯
泡， 以示自己难以忍耐的愤怒。

在这个石灰窑工厂里，聚集了大批的
农村子弟，他们为了进入这个工厂，背后
还有许多故事。 能够进入工厂的多是男
孩，一个家庭倘若男孩多， 则需要抓阄来
决定命运， 只有男孩不需要这份工作了，

才可能把这份好差事让给女孩。 而这份
好差事却处处充满了生命危险。 “火燃起
来……铁水扑在一个工人的安全帽上，安
全帽全熔化了，脑袋的五分之一在半秒钟
内熔解……”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场景！

当人与机器相遇，机器就像怪兽一样随意
地撕扯着弱小的人。

高高的石灰窑 、 钢铁熔炉 、 天空的
粉尘、 空旷的厂区， 那些机器一样的工
友……艰苦生活的磨难， 没有让唐朝晖
厌恶和逃离。 在这样的环境里， 只有内
心盛开花朵的人才会拥有希望与梦想 。

而文学与梦想就是唐朝晖内心的花朵 ，

他在苦难中微笑。 他写诗、 写文章， 倾
吐完内心的忧郁之后， 拥有了一份别人
不曾拥有的快乐。

（《一个人的工厂》， 唐朝晖著，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文学之窗】

铭记所有的悲伤和坚强
■

尧阳
与去年夏天出版的一些有关汶川地震书

籍相比， 今年出版的反映汶川大地震和抗震
救灾的图书更有深度。 这些出版物当中， 著
名作家裘山山的长篇纪实散文 《亲历五月》

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佳作。 裘山山以一名军
人、 一个作家、 一位母亲的多重身份， 冒着
生命危险， 一次次行走在地震灾区， 在余震
不断的采访路上她抓紧时间， 写出了这部近
37

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亲历五月》 沿袭了裘山山细腻感性的
文字风格， 比起她的另一部纪实作品 《遥远
的天堂》， 《亲历五月》 里的文字和故事多
了一些悲情、 一些坚强。 虽然书中表现的是
灾区抗震救灾的解放军、 武警官兵和志愿
者， 但她却从这些讲述中， 向我们重现了地

震来临时， 灾区人民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在这
场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与大爱 。 从汶
川、 北川、 绵竹， 再到映秀、 擂鼓镇 、 青
川， 裘山山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地震灾区的
每一寸土地， 每到一处， 她都忘我地紧紧追
随那些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们， 然后将他们
的感人事迹本真地呈现出来。

裘山山的文字 ， 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
量。 这种力量， 来自于朴实， 来自于朴实
的文字后面具体呈现出来的那些人和事 。

比如 《鸡毛信 》、 《写在水泥袋上的诗 》、

《儿子去做志愿者》 等篇章， 不事夸张的笔
墨里， 融入了作者深厚的情感。 从中可以
看到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团结与热情、 坚
强与力量。

（《亲历五月》， 裘山山著， 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在大师的星光下前行
■

徐冯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最了不起的
两位文化人。 当年正是因为北大任用了胡
适和陈独秀等人，后来才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发源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
动中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尽
管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
完全割裂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他们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

《胡适讲国学》 一书向人们展示了作
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是如何看待传
统文化的。 众所周知， 胡适是我国著名
的学者、 诗人、 历史学家、 哲学家， 虽
然其本人不信任何宗教， 但他对宗教的
通彻见解， 无人能出其右。 本书选取了
胡适有关儒教、 道教、 佛教等方面研究
的经典论著， 带领读者穿行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殿堂。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一书则是
一本有助于人们了解胡适先生晚年思想
的佳作。 作者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先
生的岁月里，把胡适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
来，除了编入《年谱长编》的以外，都收入
这本书里。 胡适学识渊博，书中记录的谈

话内容， 小到一个字的读音， 一首诗词
的字句， 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 社会背
景的探索， 无所不包。 或茶余饭后， 娓
娓道来， 妙趣横生； 或有感而发， 意气
飞扬， 跃然纸上。 书中不仅呈现了胡适
幽默风趣的谈吐， 忧国忧民的情怀， 更
展示了他晚年的智慧。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不
可多得的旷世奇才，他学贯中西、学识渊
博，学术上卓有建树，被学界公认为“前无
古人， 后难得有来者”。 《陈寅恪家世》一
书，真实、立体而又全面、生动地描绘了陈
寅恪家族诸多先贤悲壮而又色彩斑斓的
人生传奇，对与陈寅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
联系的同时代诸多历史人物的生存世相、

生命内涵以及对其家族的影响亦有描述。

该书为陈寅恪故里的一位作家所著。

得地利之便，作者打开了沉睡在陈寅恪故
里荒野林莽间有关陈寅恪家族弥足珍贵
的历史档案。 这些史料的可靠性是毋庸置
疑的，是至目前为止国内唯一尚存的有关
陈寅恪家世的真实可信的权威史料，书中
诸多史料从未见诸经传。

施蛰存先生是现当代著名作家、翻译
家、学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长期以来，施蛰存先生都被忽视了。 《施蛰
存海外书简》一书，是大象出版社推出的
“大象人物书简”中的一本。 该书收录了施
蛰存写给海外友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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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起止时间
为“文革”之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这些
书信真实地再现了施蛰存最后

20

年的生
活和他在词学研究、金石碑刻收集、编辑
《词学》杂志等方面的成就，也间接反映了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的情况，极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独领风骚的
人物。世人了解梁启超，多是从政治的角度，比
如戊戌变法， 再比如后来与革命党人的辩论
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同时也是中国
学术史上的执牛耳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李鸿章传》等书，无不显示出梁启超作为
一代宗师的深厚功底和开阔视野。

自梁启超谢世，为他做传的人可谓多也。

但是，相对优秀的却为数寥寥。 这里，推荐民
国时期的著名文史学家吴其昌所著的 《梁启
超传》。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弟子，他才思敏捷，

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

1925

年，他
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从王国维治甲骨
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
史，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这本传记，主要从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角度着眼， 辅以一些社会
大背景、家庭小背景的描述。 从细节着眼，通
过一些朋友对梁启超的回忆，使我们更直观、

生动地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吴其昌先生， 于
1944

年
1

月写完《梁启超传》以后，时隔一月，就在
在乐山病逝。而这部传记，据说有梁启超所著
的《李鸿章传》的影子。

谈到鲁迅传纪， 我愿意推荐林贤治先生
的作品。 林贤治是当代诗人，著名学者。 他的
《五四之魂》与《五十年

: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
察》曾传诵一时。这里，我推荐林贤治的《鲁迅
的最后

10

年》一书。

林贤治如此评价鲁迅： 他并不像别的伟
大人物那样， 带给世间的只是静止于历史的
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
“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毋宁说
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

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

燃烧般地富于刺激， 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

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 这
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的反抗哲学。该书以史
学家的视角叙述了鲁迅生命中的最后的

10

年。 这
10

年，是他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
10

年。

鲁迅的最后
10

年， 思想上究竟发生了哪
些变化？ 这其实是很多人埋在心头的一个疑
问。 而该书， 无疑可以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某
些启示与解答。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泰斗。 他
于
1931

和
1934

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上、下
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说冯友兰》

一书
,

是首部关于冯友兰的访谈实录。 该书收
入了

23

位著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访谈， 他们
大多曾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 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的学生。 作为中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哲
学家，冯友兰的著作广为流传，但他的真实人
生却鲜为人知。在书中，弟子们深情地回忆了
冯友兰的往事，讲述了冯友兰对他们的影响，

细述了他们的亲身体会， 阐述了他们的真实
看法。 这些细腻的讲述生动感人， 更尊重历
史，真实可信。 这本书所涉及的采访对象，还
包括任继愈、杨振宁、郑敏等大家。

《胡适讲国学》，胡适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

月出版。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著，新
星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出版。

《陈寅恪家世》，叶绍荣著，中国文史出版
社
2009

年
1

月出版。

《施蛰存海外书简》， 施蛰存著， 辜健整
理，大象出版社

2008

年
4

月出版。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东方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

《鲁迅的最后
10

年》，林贤治著，东方出版
中心

2006

年
1

月出版。

《实说冯友兰》， 王仁宇等访谈，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出版。

挑开厚重帷幕的思索之剑
■

魏邦良

索尔·贝娄 （

１９１５-２００５

） 是美国著
名小说家， 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普利
策奖， 并荣获

１９７６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他
的作品因 “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
和精妙的分析” 而为人称道。

长篇小说《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重
要代表作。 主人公赫索格是位学识渊博、

勤于思考的大学教师，他有一个怪癖———

不停地写信，而这些信却从不发出。

赫索格所写的信其实是一种 “不是
为了传递消息而写的优良信件”， 它们很
好地表现了赫索格的个性。

赫索格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 第一
次 ， 他喜新厌旧地抛弃了结发妻子戴

西 ； 而第二任妻子马德琳则红杏出墙 ，

将他赶出了家门。 更为屈辱的是， 马德
琳的新欢正是赫索格最为信赖的朋友格
斯贝奇。

遭受重创、 陷入困境中的赫索格开
始马不停蹄地四处走亲访友， 这既为了
倾吐内心的愤懑和懊恼， 也为了寻求安
慰和对策。 然而， 令他失望的是， 作为
听众的朋友或亲戚， 要么心不在焉， 假
意敷衍； 要么心怀鬼胎， 另有盘算， 甚
至落井下石， 反唇相讥。 总之， 一番祥
林嫂式的诉说后， 赫索格悲哀地发现自
己陷入了比以往更深的孤独中。

面对面的交流无功而返。 于是，他成
了“写信狂”。 他通过写信来思考人生。

然而， 不停的思考和讨论并未能让
赫索格找到问题的症结， 也没有让他探
寻到人生的意义。 一筹莫展的赫索格发
出这样的疑问：“思想能把你从生存的梦
里唤醒过来吗？ 也许不可能。”

一次， 他竟然对生命本身产生了困
惑和怀疑， 不明白人究竟为何物。 他苦
思冥想找不到答案， 左冲右突找不到出
路， 终于陷入了长久的迷茫和苦闷中。

既然思考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用行动来
改变处境吧。 遗憾的是， 赫索格身上有着知
识分子的通病， 长于思考， 却不善行动， 甚
至可以说， 赫索格一行动， 上帝就发笑。 你
看， 为了让妻子马德琳在乡居生活中不感到
孤寂， 他邀请好友格斯贝奇一家和他们共
住， 没想到引狼入室， 妻子和好友暗中偷
欢， 自己则被扫地出门； 他找律师争取对女
儿的监护权， 律师却站在马德琳的一面， 劝
他放弃监护权。

作者由此向我们指出： 作为学者， 赫索
格思考时如同君王， 天马行空， 自由往返；

行动时却像小丑， 左支右绌， 捉襟见肘。

虽然赫索格的思考没有找到最终的答
案， 但其思考的价值不容忽视。 在这篇小说
中， 主人公赫索格的思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首先， 思考让赫索格内心一直保持着清
醒的状态。 赫索格通过写信把自己对社会、

对人生的种种思考变成文字， 这些文字既可
以提醒自己也可以警醒他人， 如他所说 “迫
使马德琳和格斯贝奇有点良心”。 杨绛曾说：

“良心出自人的本性， 除非自欺欺人， 良心
是压不灭的。” 那些堕落的、 疯狂的胡作非

为者， 并非没有良心， 他们的良心不过是暂
时沉睡了。 思考的作用就是不断摇醒它。 思
考者当然也会做错事甚至做坏事， 但只要不
放弃思考， 自责和忏悔总会袭上心头 ， 这
样， 就不会麻木不仁， 就不致丧失人性。

其次， 思考也使赫索格认识到自身的缺
陷与弱点。妻子另有所爱让赫索格痛心疾首，

然而他本人不也常常做出伤害妻子的事吗？

爱上马德琳后， 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结发妻
子戴西；虽然深爱马德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
国外旅游时寻花问柳； 他根本不想娶花店店
主雷蒙娜，却一再去她那里寻求慰藉；他还和
日本女人园子藕断丝连。对赫索格来说，不停
的思考，也是不停的自我解剖！

再其次， 思考也使赫索格洞悉了民主社
会中的一些怪诞之处，比如，现代民主制度使
犯罪行为减少，却使个人罪恶增加；又如，陪
审员们会因为赫索格头上的白发就让他失去
了对孩子的监护权……尽管赫索格找不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 但他的这些思考却有助于我
们了解社会的复杂性。

思考是一柄利剑， 它既能挑开厚重的帷
幕， 触及世界的核心， 也能穿越沉重的肉
身， 探测人性的深度。

对赫索格而言， 其特长是思考， 其对社
会的贡献也是思考。 显然， 思考对他来说，

是人生的使命所在， 也是存在的价值所在。

（《赫索格》， ［美］ 索尔·贝娄著， 宋兆
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让幸运之神
叩响自己的大门
■

顾雪林

年近
50

岁的美籍华裔中医李强于
1997

年获得美国政府“特殊人才”绿卡，定居美
国。 目前他是美国精益针灸医疗服务公司
总裁、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 应当说，李强
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惠者，他高中毕
业赶上恢复高考，并幸运地成为中国恢复
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之后的

31

年，李强
和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有着
大致类似的经历。

但在仔细阅读了李强的《经历》 一
书后， 我注意到一个他不同于那个年代
的年轻人的特殊经历。 他

8

岁那年， 正值
“文革” 期间， 因为被人诬告书写了“反
动标语”， 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8

岁， 他在
当地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警察
等人的逼问下， 在“承认错误， 就可以
回家” 的承诺下， 他包揽了所有强加的
罪责， 被迫承认反动标语是自己书写的，

并被带到事发现场指认。

李强在书中写道：“在手电筒光照下，

我目睹了‘反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
的‘犯罪事实’，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
给我印象极深。 原来在一排长长的大字报
专栏里，不知谁用红油漆在三处写有‘毛
主席’的字面上画了叉，一处在上方，两处
在下方。 ”“‘反标’使我扬名学校，成了特
殊学生……我心里压抑极了，感到仿佛所
有的同学都在背后议论我。 失去了朋友，

也没有了欢笑，我的生活开始一步步走向
黑暗。 ”之后，他被关在学校办学习班，后
又被关在武汉郊外的北湖劳教所，一边交
待“罪行”，一边思想改造。 李强写道：“在
人生本应充满快乐的年纪， 遭受如此打
击，我变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 ”李强回
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给了他无限的
温暖，在得知他被迫承认“错误”之后，父
母无数次到他的关押地点看望他，找机会
和他谈心，帮他调节心理问题。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无法体
会李强的遭遇之惨。 在那样一个是非颠
倒、荒唐疯狂的年代，书写反动标语是一
个非常严重的罪行，一般可以当作现行反
革命立即逮捕、判刑，最严重者可判死刑。

我曾在那个年代多次参加过由学校或单位
组织的公审大会， 曾亲眼见过当场宣判枪
毙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也许
李强因为年幼， 逃过了被判刑和枪毙的命
运。 我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些和李强有过
类似经历的年轻人，在这种大灾大难之后，

往往自暴自弃，不求上进，从此潦倒一生。

我认为，李强的故事其实是从他
8

岁那
年真正开始的。 在大灾大难面前，他没有
气馁， 他一直在试图通过不懈的奋斗，改
变自己的命运，他善于抓住生活赋予他的
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顽强努力地改
变着自己的人生命运。 李强后来考上了大
学医学院，先后当过外科医生、留美访问
学者，现在他是一位美藉华裔、在美国有
执照的针灸医生。

8

岁的灾难没有让他低
头，努力奋斗是他的人生信条。

李强《经历》一书中的下半部，主要谈
了他留学美国、获得绿卡、加入美籍和定居
美国的经历。这一段中，比较有趣的是他在
美国的打工经历。在中国时，李强已经是武
汉大医院的骨科主治医生； 在美国课余打
工时，他先后制作过冰激凌，在百货商店做
过推销员，在烫衣店做过烫衣工，为朋友代
管过按摩院，在康复中心当过理疗助理等。

应当说， 李强在美国的奋斗道路是不平坦
的，是一个苦尽甘来的奋斗史。

李强《经历》一书中，最让我感动和唏
嘘不已的是他在书中对父母的回忆。 从他
的回忆中，我看到了老一辈人对子女的爱
护、宽容和承担。 他曾在诗中写道：

“春去秋来
/

几多风雨
/

当母亲撩起鬓
白的发丝

/

我突然感到
/

母亲是我不倦的
记忆。”

他的母亲因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以“移
民倾向”为由的三次拒签，始终未能踏上
美国的土地看看儿孙。 为了能让母亲到美
国看看，李强经再三思考，决定加入美国
籍，干脆让年迈的母亲移民美国。 可惜，他
母亲因病去世，未能等到这一天。

谈到写这本书的感受时， 李强说：

“生活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困难、 坎
坷乃至失败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 他希
望年轻人从他这一代人的经历中， 能得到
有益的启迪。

我觉得，李强的故事，可以让那些曾
经有各种人生坎坷经历的人们反思———

人不能让生活的坎坷和困难压倒，人要顽
强地奋斗。 当你大学毕业时， 你已经拥
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最基本的能力。 不
要退缩， 不要怨天尤人， “莫斯科不相
信眼泪”， 大学生应当勇于到社会上去奋
斗和拼搏， 勇于接受生活的任何挑战，

勇于战胜困难。 大学生应当用自己不懈
的奋斗，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经历》， ［美］ 李强著， 白山出版
社
2008

年
11

月出版）

编者按
季羡林和任继愈的去世， 引

发了人们对于大师的追思。 重读
大师的经典之作， 了解他们曲折
而又辉煌的人生历程， 成为一些
读者的渴望。 本文将集中介绍一
些有关胡适、 陈寅恪等现当代大
师的书籍。 期望大师的星光照亮
我们求知的旅程！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

洪聪

拿破仑问他的工程师：“我们有可能穿
过这条小路吗？ ”“可能吧”工程师们有些犹
豫，“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拿破仑命令道：

“那就继续前进。 ”他丝毫没有领会工程师
们的弦外之音———穿越山口是不可能的
事。 这是《自己是最大的敌人》一书开篇的
一个小故事。后来，在所有英国人与奥地利
人的嘲笑下，拿破仑部队翻越了险峻的、被
称为“天险”的阿尔卑斯山，出现在奥地利
人面前。拿破仑抓住了机遇，将“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

在生活中，为什么一些人总把很多事
情复杂化、困难化？ 并且总是不自觉地走
向成功的反面？

一般人总是把对自己不友好的人或环
境，当成自己的敌人，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
失败归于他人的阻挠。 《自己是最大的敌
人》这本书则让我们懂得：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外界的敌人
容易防备，反而是自己对自己容易宽容。人
们有时不容易真正认识自己，不容易控制、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的欲望常常抑
制不了，脾气往往会控制不住，习惯往往很
难改变，于是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与成功
失之交臂，落入失败的深渊。

其实自已才是自己成功最大的绊脚
石。 很多时候，人们失败了，究其原因并不
在外界，而在于自身。当你没有全力以赴工
作，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的失败是环境的错
呢？在日晒当头时你还沉睡于梦乡，你有什
么资格抱怨时间太紧，无法完成任务？

《自己是最大的敌人》 一书讲述了有
助于成功的

10

种素质， 书中没有纯理论的
说教，也没有绝对化、格式化的特殊案例。

它通过诸多名人事迹重申了一些重要的
素质，并引导人们深刻思考这些素质与成
功的关系。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成功之路，但是每一个成功的人必定
具备一些重要品质，比如：有自己的人生
目标并且集中精力去实现目标， 自信，全
力以赴和坚持不懈， 有很强的时间观念，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等等。 比如
说有的人正在看书， 看到别人去玩耍，马
上就不能控制自己， 虽然内心挣扎过，但
很快就被自己找的各种理由所击溃；有的
人知道连续上网时间太长对身体影响不
好， 但还是不能战胜网络对自己的诱惑。

只有那些能够掌握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
的欲望的人，才有可能坚持到底，完成任
务，达到目标，获得成功。

（《自己是最大的敌人》， ［美］ 奥里
森·马登著， 刘婕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

苦难中的微笑

在青年作家唐朝晖的 《一个人的工
厂》 中， 我看到了一个乡村少年， 在苦
难中对着未来微笑， 虽然面对那个环境，

他经常茫然无措。

石灰窑高大的烟囱 ， 厂区上方密布
的白色粉尘， 四处永不停息的轰鸣， 巨
大的吊车上摇摆的钩子， 这些， 既是对
现实的描绘， 也是对不可捉摸的命运的
暗示。 然而，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个少
年仍然怀揣梦想 ： 读书 、 学习 、 写作 ，

期待能进入 《铁合金厂报》 做编辑， 虽
然明知这个梦想难以实现， 仍然毫不犹
豫地朝自己渴望的方向奔去。 为了获得
安静的学习空间， 在工友们习惯了打牌、

玩乐的业余时间， 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读
书与写作！ 工友们在宿舍里不分时段地
吵嚷， 无法静心读写的唐朝晖终于忍耐
不住了， 他用拳头击碎了那个闪亮的灯
泡， 以示自己难以忍耐的愤怒。

在这个石灰窑工厂里，聚集了大批的
农村子弟，他们为了进入这个工厂，背后
还有许多故事。 能够进入工厂的多是男
孩，一个家庭倘若男孩多， 则需要抓阄来
决定命运， 只有男孩不需要这份工作了，

才可能把这份好差事让给女孩。 而这份
好差事却处处充满了生命危险。 “火燃起
来……铁水扑在一个工人的安全帽上，安
全帽全熔化了，脑袋的五分之一在半秒钟
内熔解……”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场景！

当人与机器相遇，机器就像怪兽一样随意
地撕扯着弱小的人。

高高的石灰窑 、 钢铁熔炉 、 天空的
粉尘、 空旷的厂区， 那些机器一样的工
友……艰苦生活的磨难， 没有让唐朝晖
厌恶和逃离。 在这样的环境里， 只有内
心盛开花朵的人才会拥有希望与梦想 。

而文学与梦想就是唐朝晖内心的花朵 ，

他在苦难中微笑。 他写诗、 写文章， 倾
吐完内心的忧郁之后， 拥有了一份别人
不曾拥有的快乐。

（《一个人的工厂》， 唐朝晖著，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铭记所有的悲伤和坚强
■

尧阳
与去年夏天出版的一些有关汶川地震书

籍相比， 今年出版的反映汶川大地震和抗震
救灾的图书更有深度。 这些出版物当中， 著
名作家裘山山的长篇纪实散文 《亲历五月》

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佳作。 裘山山以一名军
人、 一个作家、 一位母亲的多重身份， 冒着
生命危险， 一次次行走在地震灾区， 在余震
不断的采访路上她抓紧时间， 写出了这部近
37

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亲历五月》 沿袭了裘山山细腻感性的
文字风格， 比起她的另一部纪实作品 《遥远
的天堂》， 《亲历五月》 里的文字和故事多
了一些悲情、 一些坚强。 虽然书中表现的是
灾区抗震救灾的解放军、 武警官兵和志愿
者， 但她却从这些讲述中， 向我们重现了地

震来临时， 灾区人民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在这
场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与大爱 。 从汶
川、 北川、 绵竹， 再到映秀、 擂鼓镇 、 青
川， 裘山山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地震灾区的
每一寸土地， 每到一处， 她都忘我地紧紧追
随那些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们， 然后将他们
的感人事迹本真地呈现出来。

裘山山的文字 ， 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
量。 这种力量， 来自于朴实， 来自于朴实
的文字后面具体呈现出来的那些人和事 。

比如 《鸡毛信 》、 《写在水泥袋上的诗 》、

《儿子去做志愿者》 等篇章， 不事夸张的笔
墨里， 融入了作者深厚的情感。 从中可以
看到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团结与热情、 坚
强与力量。

（《亲历五月》， 裘山山著， 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时文看板】

渴（漫画） 徐仲宣绘

■

仲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