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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国稳步进入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
期，同时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这一年，冯友兰85岁了。一
般人到了这个年龄，能够颐养天
年，享受天伦之乐，就很满足了。
而冯友兰却作出一个惊人的决
定，将这一年作为人生奋斗的新
起点，从零起步，从头写七卷本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知情的人无
不感佩，但对他能否完成这一宏
大计划又都心存疑虑。

在这之前，冯友兰已经发表
了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写于上世
纪30年代初的《中国哲学史》（两
卷本）。这部书以详实的史料，深
刻的评析，将我国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灿烂文化思想成就，介绍
到巍峨的世界哲学殿堂，使其占
领了应占有的光辉位置。对于这
部书，当时评论者说：“确曾下过
一番搜绎贯穿的苦功，而不为成
见所囿。”胡适写信给冯友兰说：

“可见你功力之勤。”《中国哲学
史》（两卷本）出版后得到中外学
术界的一致肯定，被译为英、法、
日、意大利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
西方学习、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范
本。这部书也成为中国哲学史这
门学科主要的奠基之作，是近代
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就。

冯友兰的第二部重要著作，
是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贞元六书
（《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
《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这部书贯穿中外，融汇古今，将中
西方大思想家、先哲的精神接收
过来，我国从孔子、孟子到朱熹等，
欧洲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黑
格尔等，以中国为主，一一进行深
入的研究。写贞元六书，是接着
他们的讲，而不是照着讲，即将他
们讲得不圆满、不彻底的地方进
行补充和提高，发展他们的思想
和理论。可见贞元六书，特别是
对西方文化没有精深广博的掌握
和理解，是写不出来的。

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大
家杜威等。在留学中，他是学习
最刻苦勤奋的一个。他说：“今离
父母，别妻子，远来此异邦，为求
学也。宜勇猛精进，艰苦卓绝，持
之以恒。此本日记即为练习有恒
之心之一端。此本若不记完，非
人也。”他规定自己每天学习英文
一小时，写英语作文一篇。如果
哪天没有完成，他就觉得自己可
恨。冯友兰说汉语有时有口吃的
现象，他留学后，用英语授课、讲
演，则很流畅，可见他下了多大功
夫。英国主观唯心主义代表柏克
莱（现通译为贝克莱）的英语原著
《人类知识原理》，艰涩难懂，现在
学哲学的大学生均不涉猎，他硬
是一点一点地啃下来。他在留学
期间，凡名著，哲学、美学、形上
学、逻辑、文学、历史等，他都如饥
似渴地阅读学习。他是借书最
勤、节衣缩食最爱买书的留学生。

贞元六书从天地（自然）、社
会、人生的意义和它们的辩证关
系来讨论，从哲学本体论上来构
建理论体系。这部书还有一个显
著的特点，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
说明贞元之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
时期。抗日战争，中国必胜。他
在《新世论》中说，抗战时期，“爱
国已不是空洞的理想，而已是活
的道德。”

虽然，贞元六书个别考据等
有不同的看法，但它建立了一个
有特色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并且
体现了在哲学上参加民族复兴大
业的宝贵精神。

《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贞
元六书，一个人只要拥有这一部
书，无疑就进入杰出学者的行列，
而这两部书都是冯友兰著作的，
但他并不满足。新中国成立后，
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写中国哲学
史，“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两卷，
写到先秦部分。

但冯友兰对已出版的那两卷
书不满意，现在85岁了，他振作
精神，发愤从头再来。坚持把七
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下
去，写好，完成它。

冯友兰身体衰老了，但头脑
清晰，思维敏捷。他清楚亲人们
的疑虑所在，但他奋力去争取。

他已经出版了中国哲学小
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英文著的
中国哲学简史，哲学史史料学，哲
学史历史学，还发表了大量的有
关哲学史的论文。他从教50多
年，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学生向
他提出过无数问题，教学相长，中
国哲学史上的一枝一叶，他都钻
研过，咀嚼过。他幼年时，学的是

“四书五经”，能整本地背下来，现
在更是烂熟于心。这是创作的素
材，雄厚的基础。他要在这个基
础上竭力攀登。

著书著书，著书就要写。（这
时汉语打字电脑还没创造出来）
而冯友兰这时的视力急剧下降，
看书写字极为困难，要长篇写作
更不可能。我们看到，冯友兰安
坐静默，或到院里轻轻散步，以为
他在休息。其实，他的大脑翻江
倒海，高速运转，原来他在打腹
稿，一字一词，一句一段，仔细完
整地想好了，朗读录音，再由助手
听录音整理成文字，念给他听，进
行修改，直到满意。一册书校样
出来后，他还要斟酌改动，直到书
正式出版了，才算定稿。

冯友兰就是这样，晚年以他
独特的方式，读、听、改，写作他的
书稿。这样做，比正常人写作、比
明眼人写作，要费大得多的时间
和精力。写作中，不时遇到查找
资料进行核对的问题，冯友兰告
诉助手或研究生，到某处，找某
书，在该书的某一部分。查找的
结果，屡屡应验，很少有误差。对
冯友兰读书的广博认真，记忆力
超凡，无不叹服。

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是当代

部分。冯友兰自己从当代走过
来，有些人他极为熟悉，如胡适、金
岳霖，更多的人他知道或交往过，
但不熟悉，而且这一卷他没有写
过，自然成为写作的重点难点，要
写好这一卷必须要有丰富全面的
材料，对某人的著作、事业、生平等
都掌握了，才能作出客观准确的
评价。那些日子，他集中听读了
大量的材料，用力之勤真像翻越
一座山。

晚年的冯友兰，没有节假日，
没有周末，他除固定时间指导研
究生学习和有病住院外，每天坚
持写作，从不懈怠，他的负荷，就
是放到年轻人身上，也是很沉重
的，他深知自己必须和时间竞赛。

就这样，经过十年寒暑，
1990年6月，冯友兰终以95岁高
龄，完成了二百多万字的七卷本
《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在中外学
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树起了一
座丰碑。

冯友兰逝世后，《人民日报》
报道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
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
学家之一”。“他不顾年迈，用十年
时间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
编》，把余生献给了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冯友兰活到老，学到老，孜孜
不倦，前进不息，坚持勤奋向上的
人生态度，刻苦严谨治学精神，仅
此一点，就是我们学习的极好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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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游走

我来的时候，季节或许有些
迟了。

武大如雪的樱花早已谢幕
了，摩肩接踵看花的游客了无踪
迹。东湖的荷花也萎靡不振了，
干瘪的荷叶蜷缩在湖的一些角角
落落里，像光鲜过后的迟暮美
人。沁人心脾的桂花也凋零了，
叶子虽仍苍翠，花香却已随风而
逝，淡若罔闻。

还有一种花开着，一朵一朵
地红，红得有些扎眼，也有些随
性。自由散漫地开着，不惹人注
意。这是夹竹桃。其叶如柳似
竹，其花似桃。诗人说它既有柔
情慕高节，即宜同抱岁寒心。初
时，我并不认得它，就像我没有听
过高山流水琴曲一样，一点儿也
不令人惊诧。它引起我的注意，
是因为它正好生长在古琴台旁
边。而这个琴台，就是我千里迢
迢来察访的对象。

夹竹桃盛开着红艳灼灼的花
朵，给这座有些孤寂的古琴台带
来了一些生机，增添了一些色
彩。静下心来，你或许可以听见
花开的声音，那声音渺渺，就像是
那远古穿越历史风尘的琴声，或
是千年轮回的故事。

我静静地站在花下，注视着
“琴台”两个字。人不在了，琴不
在了，故事犹存。琴台空置，无琴
亦无情。每每有人寻访，是一种
追问，还是一种凭吊？

琴声起来了，撩拨起心事
来。听琴的不是子期，是我。鼓
琴的当然也不是伯牙，是导游小

刘，一个聪慧冰莹的女子。她曾
专门习练过古琴，对琴、曲了如指
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为来古琴
台的游人讲解、弹琴。碎琴绝弦
的典故在她口中就如高山流水般
自然道来。此刻，她头微右倾，神
情专注，纤手上下翻飞，琴弦秋千
荡漾，如蜻蜓点水，似鹰隼捕兔。
不免让人想起织布，想起绣花，虽
技艺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没有
高下好坏之分。

馆内阒寂无人，静谧如初。
空气慵懒自然，不惹尘埃。一人
抚琴，一人倾耳，这样的场景很容
易让人进入某种状态。清风入
怀，琴声绝尘去嚣，恬静而清越，
恍惚情景再现，直追两千多年前
两位前贤唯一的那次会晤。琴弦
跌宕中，一场旷世绝伦的高山流
水知音图在眼前弥散开来……

子期是懂伯牙的。
很多时候，懂，比那些所谓神

圣不可亵渎却难以经受时光考验
的爱更千金难得。但这个“懂”，
也像夹竹桃一样，是毒药。正是
这个“懂”字，让伯牙最终破琴而
不复鼓。

伯牙不是第一次抚琴，亦没
有刻意的做作。或许是在山高月
小的夜晚，就那么焚香而坐，就那
么闲适地抚琴，就那么悠然自得
地消遣心情。待到琴声起来的时
候，突然就有了山水融情般的深
意，天地闻之动容。月湖听了惊
涛骇浪，汩汩呼应。龟山听了金
蛇狂舞，呼呼共鸣。汉江听了洪

波叠涌，滔滔唱和。子期听了呆
若木鸡，内心波澜陡起，与月湖呼
应，与龟山共鸣，与汉江唱和。一
曲琴音，竟然在月湖之滨产生如
此强大的气场，与人、景、物浑然
一体，瞬时就让天崩地裂，山水重
生，人神共通。

巍巍乎志在高山。
荡荡乎志在流水。
千年不遇的知音相遇了。一

个是庙堂之上的大夫，一个是乡
野之下的樵人，两条平行线上的
人偶然折向交集，两颗素昧平生
的心倏忽合拍，竟然因着美妙琴
声振擅在了一起，同频跳动。

那一刻，电光火石一般，在历
史的册页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
痕。

子期何所期，竟然就是为了
听伯牙的一次抚琴吗？

伯牙何所绝，竟然就是为了
子期所期，抚琴一次？

第一次见面，成为最后一次
见面。第一次分别，成为最后的
诀别。一切成为唯一。“唯一”这
个词很美好。在此，却成为生离
死别的代名词。三尺瑶琴为君
死，此曲终兮不复弹。站在琴台
旁神思，我茫然间有些不知所措，
这样美好的故事为何却以这样决
绝的方式来结局？史书冷脸素
颜，寥寥数字。东望龟山，龟山无
语，北对月湖，月湖静澜。

信步走来，有一组石刻雕
塑。头戴峨冠，曲裙深衣，袖有纹
饰，腰佩宝剑的自然是伯牙。子
期则素衣简扮，方巾平髻。两人

抱拳相揖，微笑以对。那流动的
眼神因着琴声的相知而倍加亲
近，以至于有些水乳交融。旷世
知音，以琴为媒，惺惺相惜再相
惜。伯牙身后有一温婉女童，含
目莞尔，捧琴而立。那琴曾是千
古知音的见证。尽管它已经玉石
俱焚了。

不远处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冠如巨伞，看来已经生长了不
少年头。树下开阔之地，一青年
男子正在纵情吹箫。箫长盈尺，
箫声空灵舒缓，意味深长。尽管
比琴声少了一些矜持和包容。对
面的青年女子则寂寂静坐，神色
安然，悠悠地看着月湖，月湖宠辱
不惊。她在思忖什么。他们一定
知道高山流水的故事，也一定被
这个故事感动过。他们或许是在
效仿，可能有些刻意了；或许是因
为爱情。不管怎样，都是一种美
好。祝福他们。

风来了，轻抚我的脸颊，带走
一丝冰凉。清涧之曲，碧松之音，
令人神往。一客荷樵，一客抚琴
令人艳羡。虽然，已经过往。

夕阳挥金，涂抹在古琴台上，
有些苍凉。道旁樵客何须问，琴
上遗音久不闻。琴台无韵自流。
斜上方的夹竹桃随风摇曳，顾盼
生姿。清新的花香袭人，是深情
的挽留，还是不舍的欢送？

忽然就想：在那个开满月光
皎洁如水的晚上，夹竹桃开花了
没有。它是否听懂了巍巍荡荡的
琴声，与琴声共舞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