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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

让文学教材回归文学

■

张建安

荩 《现代中国文学教程》 采用

了一种科学而清晰的叙述体例， 按

照“百年打通， 合二为一； 一线到

底， 五块分立； 厘定经典， 文学本

位” 的体例编撰， 将近百年来的中

国文学进行了新的梳理与整合。

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有100多

种， 大多采用分段式结构。 而 《现代中

国文学教程》 将突破点放在体例的变革

上， 把各体文学的内在逻辑关联作为

“现代中国文学史” 的结构脉络， 不搞时

间分段， 而是按照体裁分为小说、 诗歌、

散文、 戏剧影视文学4编， 加上“思潮”

部分共5个板块， 每一板块为独立的一

编， 每编一线直贯到底； 再以题材、 内

容， 或者艺术方法为逻辑区分， 列出章次；

每一章中， 又以重要作家作品立节， 节与节

大致以时间顺序相连， 这样， 在论述过程中

仍保留着局部的“史” 的色彩。

为了弥补教材历史感的弱化， 该书特意

在每一编之前安排一段“概说”， 从该文体

的源头到现在为结点， 清理出各类体裁的文

学史发展脉络与阶段性创作情况。 “概说”

重在“说”， 不只是按类型梳理其发生、 发

展、 转型的脉络， 而是高屋建瓴地归纳出该

门类创作中突出的理论问题， 作基本阐述，

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作家写作对象的文化属性

和文化特征。 而深入探索某一门类创作的规

律与得失， 则放置在每一章的“小结” 中。

如此， 既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和知人论

世、 缘情察物的能力， 也训练了学生分析作

品的本领。

该书突出之处是努力“回归文本”， 回

归经典。 人们常说“每部文学史都是无情淘

汰作家作品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沉淀， 人

们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选择已经没有太多的

争议， 古代文学史基本上做好了选择工作。

而对于现当代文学史作家作品的淘汰， 需要

我们科学地分析和甄别， 虽然存在“仁者见

仁”、 “智者见智” 的问题， 但大致还是有

一个可供把握的标准。 有学者认为： “并非

所有作家都具有文学史的‘存在’ 价值， 只

有那些历史链条上的时代象征性人物， 才是

我们应着重关注与认真解读的客体对象。”

同时还说： “哪些作家可以入‘史’， 其在

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合理位置， 并非仅由他

的政治身份与态度加以决定， 关键还是要看

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建树如何， 其作品究竟对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何种推动作

用。” 根据这两个取舍标准， 该书选入了大

约150多名作家的作品。

不同的文学体裁有不同的艺术优势， 有

自己的美学要求， 有独特的质的规定性。 该

书按体裁分编， 不按时段分编， 就是根据文

学常识， 突出各体文学质的规定性， 发掘各

自的美学特征和艺术优势， 保证文学史中艺

术阐释的核心地位。

文学史自然要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该书

以作品立节， 以作品带作家， 重在文本解

读。 在编写的具体行文中， 一改过去“背

景、 内容与人物、 思想与艺术” 的三段式述

说的老套路， 重心放在作品的形象分析、 思

想透视和艺术把握之上。 换言之， 以文本为

中心， 抓住诗歌、 散文、 小说、 戏剧影视文

学的文体特征的区别， 科学而灵活地处理作

家与作品、 文与史、 史与论的关系， 让文学

教材的编写回归文学， 回归文本。

《现代中国文学教程 》， 谭伟平 、 龙长

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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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数学天才

■

周士财

荩《完美的证明》一书揭示了俄

罗斯天才数学家佩雷尔曼的成长经

历，他异乎寻常的个性和禀赋，从而

引导人们寻找到谜底：佩雷尔曼为什

么能够证明庞加莱猜想，为什么远离

数学界并拒绝领取巨额奖金……

佩雷尔曼于2003年证明了20世纪初

由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提出的被列为当今

世界数学领域七大难题之一的庞加莱猜

想， 该猜想被证明后， 给电信等众多领

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意

义远远超出了像哥德巴赫猜想之类世纪

数学难题的破解。 鉴于佩雷尔曼所做出

的突出贡献， 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

他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没

想到佩雷尔曼不但拒绝了西班牙国王卡

洛斯专门为他颁的这项奖， 更是拒绝了

“千禧年数学大奖” 和100万美元， 随后

佩雷尔曼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

踪， 与母亲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完美证明

和他随后的隐居， 更是激起了人们的好奇

心。 科普作家葛森详细调查了这位数学天才

的生平， 访问了他的老师和美国、 俄国及以

色列的多位同事和指导他数学的教师， 于

2009年完成了 《完美的证明———一位天才

和世纪数学的突破》 一书。 该书由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引进并在不久前正式出版。

佩雷尔曼196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圣

彼得堡。 他生下来就是一位数学神童， 16岁

时他在1982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以

满分夺得金牌， 但他拒绝了耶鲁大学20万美

元的奖学金和住房。 他从列宁格勒国家大学

和圣彼得堡的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毕业

后， 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做过博士后研

究， 之后有好几年不知去向。 他私下研究庞

加莱猜想， 别人都不知道。 2003年， 佩雷

尔曼破解了庞加莱猜想后把他做出来的解答

公布在网络上， 引起众人的注目。 数学家们

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解答是正确的， 于是在

2006年， 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他数学

界的最高荣誉———费尔兹奖。 佩雷尔曼拒绝

了该奖和其后奖励他的100万美元， 与母亲

一起躲开人们的视线， 开始了他的隐居生

活。

在 《完美的证明》 一书中， 作者还对前

苏联的数学学习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或

许可以说， 正是由于当时数学教学的良好风

气， 才造就了佩雷尔曼这样的数学天才。 对

佩雷尔曼的成长经历， 书中描写道： “卢克

欣引领他学习竞赛数学； 雷日克细心照顾着

他度过了高中生涯； 扎尔加勒在大学里培养

了他的解题技巧， 并把他交给亚力山德罗夫

和布拉戈以确保他能毫不中断、 无所妨碍地

研习数学； 布拉戈又把他引荐给格罗莫夫，

后者带着他走向了世界。” 前苏联这种对天

才儿童的培养模式， 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机制

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这也是本书给读者的另

一个思考。

《完美的证明》，

[

美

]

玛莎·葛森著， 北

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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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危难中思考生命的本真

■

张永生

荩著名作家毕淑敏最近推出的长篇

小说 《花冠病毒》，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了人在面临危难时所迸发出的悲悯和本

真， 在绝境中所展示出的强大和坚韧。

故事围绕着一个拥有美丽名字的病毒展

开 。 20NN年， 一种极其罕见的嗜血病

毒———“花冠” 突然袭击燕市， 这座拥有千

万人口的都市， 一瞬间沦为病毒的“猎物”。

拥有心理学知识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

命， 成为亲临抗毒一线的采访组成员。 罗纬

芝深入了解了各色普通人面对恐慌和毁灭时

的心理困境。 此时一线的科研教授于增风以

身试毒不幸身亡， 官方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

不出， 另有不少势力都想从这场病毒虐杀中

获利……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 不禁让人思

索， 人们究竟应当怎样善待自己那仅有一次

的生命。

书中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 对于人

在危机状态下特别是生死面前的情感和心

态， 对于事业、 爱情、 亲情的诘问， 都很有

启发性。 譬如， 关于生命的本质， 书中这样

说： “人的个体， 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缕青

烟……无论她何时消散化灰， 都不是真正的

消失， 只是一种回归。” 关于爱情， 书中这

样描述： “相知太深时， 有时在他人面前，

只能选择看似肤浅的交流……大惊若静， 大

喜若傻， 大苦无语， 大悦反怯！” 寥寥数语

便把处在爱情中人的心理和状态描述的入木

三分。 关于人生， 书中说： “在这个世界

上， 遇到谁， 认识谁， 错过谁， 都是注定

的。 那正是所有人生的核心秘密……因为我

们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朽的。” 这些颇有深意

的话语， 不禁让我们感慨， 人生实在没必要

有太多的烦恼和患得患失。 关于侵蚀人类的

“花冠病毒”， 书中说： “病毒是无知无觉

的， 人类袭扰了它们的生存之地， 那不是它

们的错……对这样历史悠久的生物， 我们要

致以尊崇与敬意。 请站在病毒的角度想一

想， 它们是多么无辜。 本来是在黑暗中自得

其乐的生灵， 现在， 完全不是它们自己的原

因， 家园被击穿了， 只有不耐烦地走到了人

间， 它们逃逸出来， 依照本能开始繁衍。 它

们和我们发生了惨烈的战争……”

在整本书中， 作者基于当年的“非典”

事件展开了新一轮的构思。 类似的真实事件

构成了这个小说的框架， 生与死的考验成为

故事内容的最好思考点， 让小说情节成为真

实和虚构的结合。 《花冠病毒》 饱含了作者

巨大的付出和辛苦， 用毕淑敏自己的话说：

“暮鼓晨钟， 我时刻警醒投入， 不敢有丝毫

懈怠。” 这本书并不只是一些纸加上一点油

墨印刷的文字， 它蕴涵着作者的人生体悟。

书中充满了作者对我国现行医疗卫生

状况、 文学、 社会以及人的心理等各方面

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病毒肆虐及抗疫过程

乃至生死存亡之时， 主人公罗纬芝表现出

的人道主义坚守使人动容。 一些看似轻描

淡写的刻画， 在字里行间也向人们传递着

人间的大爱。

《花冠病毒》， 毕淑敏著， 湖南文艺出版

社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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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寻求意义比

寻求幸福更重要

■

简恒

荩德国哲学家、 畅销书作家

威廉·施密德在 《幸福》 一书的

序言中说， 他写这本书， 是为了

让现代人在“突然发疯似地追求

幸福” 的路上稍作停留， 喘一口

气， 想一想幸福究竟是什么？

威廉·施密特是研究生活艺术领域

的哲学家，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国语

言， 其中包括荷兰语、 意大利语、 西

班牙语、 拉脱维亚语、 芬兰语、 丹麦

语和塞尔维亚语。 到2008年为止， 他

的作品已累计出版40余万册。

施密德在 《幸福》 一书中首先提

出3个问题： 幸福是什么？ 哲学可以为

这一命题作出什么贡献？ 我们个人能

够且必须做到什么？ 这涉及到我们面

对生命所采取的精神态度。 要把生活

过成一种“艺术”， 意味着除了追求生

活的高度， 还要追求其深度。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幸福？ 这个问

题令我们烦恼不已。 有没有这样一种

可能性： 恰恰是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导

致了我们的不幸？ 幸福不仅仅是一个

词而已， 重要的是我们给予这个词什

么意义， 这个词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作者认为， 时下人们这种的追求幸

福的狂热是一种病态， 其病因在于关联

破裂、 意义缺失， 由此产生了人人痛心

却无力战胜的内心空虚和外在冷漠。 可

是， 人们往往找错了原因， 反而愈加急

切地追求物质， 寻找表面的快乐， 试图

以之填满意义的真空， 结果徒劳。

哲学和历史的学术背景， 多年担

任瑞士一家医院心灵抚慰师的身份，

给了威廉·施密德对“幸福” 不同寻常

的理解， 让他对“幸福” 有着更直观

的感悟， 这一切汇聚成了 《幸福》 一

书。 该书可以说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

品， 一经出版就风行欧洲， 已经被翻

译成多国语言。

威廉·施密德提出， 在旧有的种种

“意义” 纷纷消亡的当今社会， 新时代

人因为对幸福的误读产生了各种精神

危机。 人们认为幸福是持续的快乐，

只有高潮有权利出现， 而低谷则应该

取消和摈弃， 世上只能留下正面的事

物。 也许正是这种幸福观导致世人的

不幸甚至患病。 《幸福》 一书对当代

精神危机以及“幸福” 进行了多层次

的深入解析。 作者指出， 我们往往以

为自己是在寻找幸福， 其实是在寻找

意义， 幸福只不过是被选中代替意义

而已。 而由好运到快乐再到更高层的

充实， 是逐层递进的三重意义的幸福

所在。 作者鼓励大家接受平淡， 正视

痛苦和悲哀， 顺应天性， 进而提出了

“人生的第一要务不是幸福， 而是寻求

意义” 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幸福观。

周国平教授对 《幸福》 一书赞赏

有加， 欣然为该书作序并倾情推荐。

他在序言中所写道： “一种站得住脚

的幸福观,应该是能够肯定痛苦的价值

的， 应该立足于真实的﹑ 完整的人生,

如此产生的幸福感必是深刻而持久的,

你的人生也许会因此书而发生些许的

改变。”

周国平还重申， 作者意在告诉我

们： 人生第一要务不是幸福， 而是寻

求意义。 全书共10章， 后面6章的内容

转入了对意义的探讨。 他指出， 意义

即关联。 按照我对其论述的理解， 关

联有两类。 一类是我们的生活与有限

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关联， 比如

父母对子女的爱， 出于精神动机从事

的事业， 皆属此类。 另一类是我们的

生活与无限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

关联， 这实际上是指对人生的超验意

义的信仰。 作者强调， 提供这种超验

意义的那个至高境界是否确凿存在，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假设它存在能

使生活变得更好， 与无限的、 神性的

充实保持关联才可使人生获得真正充

实的幸福。 回头看那种作为充实之反

面的忧愁， 现在不妨承认， 其价值正

在于把人引向超验意义的寻求， 因而

也就成了充实幸福的一个重要因子。

因而从哲学上界定， 真正幸福的人生

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幸福 》，

[

德

]

威廉·施密德著 ，

黄霄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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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学者的

新视野

■

刘淑丽

李志远的 《明清戏曲序跋研究》 一书

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9万多字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努力。 他对

于现存戏曲序跋的研究， 力求全备， 浏

览、 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戏曲序跋， 因此才

有这样的成果。

明清戏曲序跋在戏曲理论发展史上有

着重要的地位， 其中涵盖了众多的理论内

容， 如创作论、 搬演论、 曲律论、 人物形

象塑造论等， 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 李

志远曾在核心期刊发表 《明清戏曲序跋的

发展阶段及其批评特点研究》、 《明清戏

曲序跋之戏曲搬演论构建研究》、 《明清

戏曲序跋之人物塑造论研究》 等多项相关

研究成果。 近年他还主持了一些省部级和

国家级课题， 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很有建

树。

该书内容包括明清戏曲序跋的概观、

文献学视野下的明清戏曲序跋、 明清戏曲

序跋的功用、 明清戏曲序跋的戏曲理论价

值评判等几部分。

从该书的写作特色来看， 一是注重

概念的辨析。 书中对每一个观点都加以

分辨与区别， 使论述的对象内涵与外延

更清晰。 书中对于“同文异主”、 戏曲剧

本、 选本、 曲谱、 目录、 戏曲序跋、 评

点、 戏曲理论著作等人们习用但很少进

行科学界定的术语进行了阐释。 如作者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暂对戏曲论著界

定为“非以曲谱体式或目录体编撰的、

在戏曲理论构建上有原创性的、 史料性

贡献的以书的独立形态流传的戏曲文

献。” 作者勇于对论说的概念进行准确地

学术定位与解释。

二是将整体观照与细节呈现相结合，

理论与实例相结合。 对于自己的观点，

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戏曲作品序跋来进行

印证说明。 如“从明清戏曲序跋看戏曲

题材来源与处理方法” 指出戏曲题材来

源分为小说前剧、 史籍载志、 传说诗文

和时事实录， 每一种来源都举了大量的

例子。

三是纵向与横向相结合， 既力求面面

俱到， 又重点突出。 如“明清戏曲序跋的

历时阐释”， 将明清戏曲序跋从纵向分为

4个阶段， 每个阶段又从横向剖析戏曲序

跋的特点。 论证的时候， 既列举现象， 又

发掘原因。 如分析戏曲为何取材于史籍载

志时， 指出社会大环境与文化氛围对于戏

曲创作的影响。 可谓论述条畅， 严谨有

致。

四是秉承着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的态

度。 书中对所论述对象的优缺点都予以揭

示， 并不因为自己要研究明清戏曲序跋而

对其一味抬高。

该书体现了戏曲序跋研究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 显示了年轻学者在古代戏曲序

跋研究观念、 视野、 方法及内容上的新趋

向， 对于戏曲理论体系的研究有着积极的

意义。

《明清戏曲序跋研究》， 李志远著， 知

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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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能否这样解读

■

丁国强

荩雷颐的 《历史： 何以至此———

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一书，

特殊之处在于对历史细节和具体情境

的关注。 但是， 其提问方式、 解读历

史的逻辑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

的问题， 带给人们对历史更多的误读。

这种误读并非个别现象， 而是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偶然小事岂能改变历史进程

雷颐在 《历史： 何以至此———从小事件

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一书中， 对历史的偶

然因素着墨甚多。 1898年， 湖北沙市突发

群众反教运动， 使张之洞进京行程搁浅。 雷

颐因此叹息： “如果沙市教案晚发一月， 由

重臣张之洞主持‘变法’ 大局， 以后的历史

或将改写。” 偶然事件固然可以改变历史

的具体轨迹， 但是， 历史大势绝非会因

一个事件、 一个人物而全然改变的。 历

史本来就是各种偶然和误会构成的， 我

们无法追究历史安排的正误。 用偶然性

来解释历史， 极容易脱离具体的历史情

境， 剥离人物和事件所处的基本历史脉

络， 从而形成对历史的误读。 荷兰历史

学家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曾

说： “对于历史而言， 问题永远是： 往

何处去？” 大变局往往由某些小事件引

发， 小事件里面也往往埋藏着历史的走

向。 这并不意味着对小事件的过度解读

是合理的， 恰恰相反， 我们要格外谨慎

地对待小事件， 不能将偶然性泛化。

笔者认为， 固然在很多时候历史充

满了小事件、 小人物， 但唯有认清历史

内在的逻辑和合理性， 才能更加深刻地

理解历史。 我们反对以宿命论的态度对

待历史， 也要反对以历史虚无主义或主

观主义态度倒推历史。 研究历史首先要

尊重历史的复杂性， 不能用主观想象和

假设将历史问题简单化、 绝对化。

人物评论不能脱离社会环境

在书中雷颐将历史批判的矛头对准

了李鸿章。 李鸿章攻打太平军， 杀了8名

降将， 诛杀苏州城里数万毫无戒备的太

平军。 不料， 英国将领戈登却大动肝火，

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

侨民签署决议强烈谴责李鸿章。 在李鸿

章看来是“稍可自娱” 的小事却破了国

际公例。 用戈登的价值观来审视李鸿章

的政治手段， 无疑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

恶行。 而戈登的“过度反应” 在李鸿章看

来却是干预中国军政。 雷颐意在通过细节

上的冲突揭示观念的差异， 也由此厘清中

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距离。 雷颐认为： “李、

戈二人观念之别非个人品性之别， 乃时代

之别也。 二人冲突固然也可视为中西观念

冲突， 但‘地域性’ 的中、 西冲突背后，

其实是‘时间性’ 的某些传统观念与现代

观念的冲突， 是‘特殊性’ 与‘普适性’

的冲突。”

笔者认为， 用所谓普适价值来评判李

鸿章非常别扭。 评论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文

化背景和成长环境。 台湾史家苏同炳在 《中

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一书中这样评价李

鸿章： “李鸿章生长于闭塞落后之清代社

会， 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 使他没有机会接

触西方文明的新内涵， 原无足怪。” 李鸿章

后来参与洋务运动， 壮大海军力量， 无不显

示了向西方文明靠近的努力。 但是， 李鸿章

对于西方政治注定是隔膜的。 他不过是擅长

操纵驾驭之术， 善于趋承逢迎、 委曲求全的

封建官僚。 梁启超曾说： “李鸿章实不知国

务之人也。 不知国家之为何物， 不知国家与

政府有若何之关系， 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

之权限。” （《李鸿章传》） 李鸿章虽然为挽

救清王朝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但是， 由于历

史局限， 他不可能超越封建专制政治思维而

去拥抱所谓的“普适价值”。

应以何种逻辑解读历史

历史就是生活本身。 因此， 解读历史不

应脱离生活逻辑和生活常识。 鸦片战争爆发

后， 湖南提督杨芳用“粪桶妙计” 御敌， 今

天看来这种行为极为荒唐， 但也延续了中国

民间由来已久对破邪神功的迷信。 愚昧与文

明的冲突在这一荒谬细节中表现得尤为强

烈。 林则徐、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 实质上

是对文明常识的一种接近， 但是由于突破了

时人的传统观念， 而被认为是“溃夷夏之

防”， 乃大逆不道之举。 鸦片战争不仅是洋

枪洋炮与大刀长矛的战斗， 也是观念层面的

战斗。 靠洒狗血、 泼秽水来捍卫“天朝上

国”， 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知识共识， “睁眼

看世界” 的林则徐、 魏源却响应者稀少， 显

得十分孤单。 除了杨芳大摆马桶阵之外， 浙

江道台宋国经派兵戴鬼怪面具作战， 吏部尚

书到关帝庙抽签来决定反攻时间， 如此闹剧

屡见不鲜。 鸦片战争不仅败在晚清统治者的

腐朽无能， 也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 军事力

量、文明理念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学者朱维铮

对“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提出质疑，当时的

中国经济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关键在

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对话的艰难与错位。

雷颐用“末路的罪与罚”来概括这一历史

困局，完全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归罪于“天朝上

国”的妄自尊大，用西方文明来反观清朝统治

者政治上不改革和文化上固步自封， 这显然

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历史观。 一个落后

的农业大国面对工业文明崛起中的西方强国

而遭遇失败，这其中既有技术的问题，又有文

明的冲突。不追究殖民侵略的“罪与罚”，一味

讨论“末路的罪与罚”，反映了历史立场的问

题。 简单地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清帝国

在武力上的软弱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作者其人其书

该书的作者雷颐 ， 祖籍湖南长沙 ，

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1978年考入吉林

大学历史系， 1982年毕业， 获历史学学士

学位， 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

国近代史专业， 1985年毕业， 获历史学硕

士学位。 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工作至今， 现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主

要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

当代中国史。 其著作有 《取静集》、 《时空

游走：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雷颐自选

集》、 《经典与人文》、 《萨特》、 《被延误

的现代化》、 《历史的进退》、 《历史的裂

缝》 等。

他对戊戌变法、 中国现代化等问题都

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比如他曾评价说， 百

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 是近代以来中国

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 因应现代化挑

战的尝试。 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 的改

革， 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 使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给中国社会的发展、

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损失。 这

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 值得后人长久地

深刻反思。

由此不难看出与一些半路出家的“戏

说者” 不同， 雷颐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领

域有影响的学者， 也是一位严肃的作家。

他关注中国现实问题， 很多观点引人注目，

有网友甚至称他为“意见领袖”。 但他的某

些观点有时有以偏概全之嫌， 比如他评述

“太平天国如此浩大轰烈的农民运动， 最终

仍然失败， 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 严重

的腐败……” 在此忽略了对大的社会与文化

背景的思考。 正因为如此， 他的思考方式与

观点， 才越发值得商榷。

《历史： 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

以来的大变局》， 雷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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