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巍隆（美籍学者，山东
大学《文史哲》英文主编）：美
国 有 一 个 汉 学 家 ，叫 安 乐
哲。他是专门研究儒家思想
和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他有
一个说法我非常赞成，儒家
思想我们这里可以把它说的

扩大一些，中国的国学或汉学她已经不仅仅属
于中国，她属于世界，我们可以把文字学、“许
学”这些概念包括进去。安乐哲意思是这样，

汉学最早的时候，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传统
文化，所以从最内行的角度去研究最好是中
国人。但是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德国的莫扎
特、贝多芬，他们早已成为世界的音乐，全世
界的人都可以学、都可以欣赏。汉学现在也
处于这么一个状况，就是中国传统学问全世
界的人都在研究，而且在海外学术界也有非
常出色非常优异的成绩和成就，是翻译也好，
专著也好，新的思路什么都行，《说文解字》、
许学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资产。

河永三（韩国庆星大学
教授）：我觉得能代表中国
文明的，一个是儒家思想，
一个是汉字文明。汉字能
代表中国文明，那这个渊源
是从哪里出来的？我觉得
还 是 许 慎 的《说 文 解 字》，

《说文解字》不是一个单纯的字典。
我们读《说文解字叙》，里面涉及的解释、

分类，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以后汉字的地
位是完全不一样了。譬如说：《说文解字》里
面“文”与“字”的关系定义是什么都确定下来
了。那通过这样一个阶段，把汉字上升到理

论化的层次。没有理论化的话，没办法发展
下去。我真的惊讶就是近 2000 年前，把这些
文字定义固定起来了，然后根据他的理论实
现分类，一个一个罗列出来了。还有一个就
是，提起我们东方人的特征就是具象思维，另
一个是抽象思维，这些讲法都是从哪里来
的？我认为这些都与使用汉字有关系。所以
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一定要看《说文解
字》。虽然《说文解字》是汉代的，但是透过
它，我们可以窥测汉字文化的源和根本。一
个人的一部著作已经影响了 2000 年，这个影
响还要持续下去。所以《说文解字》和许慎在
这里，漯河人民是值得骄傲的。

高岛谦一（加拿大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8 岁
我才知道《说文解字》，那时
候 在 日 本 有 传 统 的“ 说 文
学”，我在其影响下开始一
点点的读《说文解字》。但
是《说文解字》是不容易学

的东西，虽然我们学习 5 年的中文，但还是看
不懂。

我 22 岁大学毕业，又考入美国华盛顿大
学学习。当时有一个比利时来的神父，他的
中文名字是司礼仪（音）。他有一篇《说文解
字》论文，我参加了，那时候是最初要真正的

学习《说文解字》，而且要学写论文，当时我感
觉《说文解字》是很有意思的，好像是中国文
化所有知识都在《说文解字》里。司礼仪神父
的方法是从语言学方面去学，他推荐我们学

《说文解字》，这样我开始系统学习。30 年后
的今天，我还在学习《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在加拿大，在美国，学习古汉语的学生都知道

《说文解字》。我觉得在加拿大，在美国，在德
国，包括欧洲，《说文解字》是很重要的著作，
它书里说的很多东西的真正意义我们虽然还
不知道，但是中国有很多有名的“说文学”学
者，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说文解字》
是文字与文化的宝库。

黄德宽（安 徽 大 学 教
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
国文字学会和中国训诂学
研究会授予了漯河市“中国
汉字文化名城”的称号。汉
字文化不仅仅是哪一个城
市的，它属于中华民族，也

属于世界。
为什么漯河有这个资格获得这样的称号

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感谢我们漯河的先贤
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产生在
漯河，这是漯河获得“中国汉字文化名城”最
重要的基础和依据，任何其他一个城市都没
有在汉字研究传播影响力方面有这样的学
者，有这样的著作，唯独漯河。

另一方面，漯河市委、市政府对汉字文
化、许慎文化的高度崇敬、高度重视，并且自

觉地弘扬许慎文化，开了许多次许慎的研讨
会，特别是十几年来连续召开三届国际性的
研讨会，并正式提出“许慎文化、许慎精神”概
念，把“许慎精神、许慎文化”和当今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这些活动体现了我们地方政
府对文化的自觉追求，非常难得。

同时，漯河人民发自内心以许慎、以《说
文解字》为骄傲，自觉地学习《说文解字》，传
承《说文解字》。漯河人民对汉字的热爱，汉
字文化在民众中的传承蔚然成风，在全国没
有第二个城市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达到这
样的广度和水平。

所以我认为，就从历史资源，许慎在中国
汉字文化史的地位，市委、市政府对汉字文化
的重视程度以及漯河市人民对汉字的热爱、
传承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有这样的称号是当
之无愧的。

“中国汉字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竺家宁（台湾政治大学
教授）：我们任何一个古代
的篇章、文献、经书，要想真
正的了解它，必须要从汉字
开始。从汉字开始就免不
了要把许慎的《说文解字》
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所以

避不开要谈许慎，许慎变成我们白天学习晚
上做梦也会碰到的一位古代的贤者。

虽然在遥远的海岛台湾，但我们从小
也学习许慎，学习《说文解字》，所以这是两
岸共同拥有的文化资产，许慎是属于两岸
的。

对于许慎，我们一般第一个概念就是他
是文字学家，但是我们今天在研究文字学之

外还要研究“小学”。古人认为“小学”是一个
基础，通经必先通“小学”。所谓小学呢，包括
文字学、声韵学，还有训诂学，其实这些都涵
盖在一部《说文解字》中。所以，我认为《说文
解字》不仅仅是文字的，也是训诂和声韵的，
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更具体
地说，它对我们通经也好，通读文献也好，或
者从事任何“小学”的研究也好，都是一个宝
库，值得我们去学习。

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台湾学者，或者台湾
的年轻人来到漯河，真正体验、感受一下漯河
的水，漯河的人情，漯河的许慎精神和汉字文
化。也希望将来两岸能一起联手来研究《说
文解字》，研究许慎，为中国文化的这份遗产
做出更好的贡献，产生更好的成果。

许慎是两岸共同拥有的文化资产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

《说文解字》是内涵丰富的百
科全书，在这样的百科全书
里，至今还有未能解密的文
化。也就是说，假如它是富
矿，我们还远远没有把它开

采出来，远远没有看出它原本的面貌。
差不多 2000 年前，就在这方土地上，《说

文解字》就在这里写成。我们也许不能猜测
出许慎在哪一天拿着一个竹简，在哪一个房
间，白天还是晚上来做这个工作，但是他确确
实实是在这个地方写，写完用木轮的牛车拉
到洛阳去。所以这里是一个出发点，一个完

成的地方，是文字学的一个成型的地方，虽然
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现在还不清楚，但我们
知道它的精神所在。

漯河已经是“中国汉字文化名城”了，但
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成为真正的、名
副其实的、说出去没有任何人有不同看法的
这样一座城市，它还需要非常多的、实际的、
包括方方面面的合力来共同打造，也就是我
们的创新，我们努力来使它完善和具备这样
的要求。漯河提供这样一个讲堂、一个论坛、
一个国际研讨会，其实于我们学者是有益的，
我们要反哺漯河，反哺为我们提供研究条件
的这种奉献，使漯河做个真正的、走到哪儿都
响当当的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 ●● ●●

重温许慎 全面继承 期待大师
——许嘉璐在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报告

时隔四年，我们又相聚于美丽的漯河，再次继
续对许慎和《说文解字》进行研讨。在这里与老朋
友们重逢，又结识许多新朋友，实在是治学路上的
一件乐事。

曾经参加过前两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朋
友可能已经发现，漯河又变了，河南又变了；漯河与
河南的变化和全国的进步同步，三年一小变，五年
一大变，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我在这里所
说的“变”，一指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人民
的生活质量；二指全市的文化素养和氛围，特别是
在弘扬许慎精神和汉字文化方面，成效显著。“许慎
文化园”已经成为漯河市的文化中心、市民所喜爱
的文化乐园，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今年，漯河市
又给予这次研讨会大力支持，则是一个眼前的事
例。

许慎是漯河的骄傲，至今还在教诲着、影响着
漯河市城乡的男女老少。漯河人民把许慎看做是
自己城市的名片。名片者，实之表；实，就是继承了
许慎对传统文化的珍惜和弘扬，尤其是对汉字的热
爱和学习。

每次参加有关许慎或《说文解字》的研讨会，我
都会有新的感悟。的确，许慎、许慎精神是一个近
乎永恒的话题，因为古往今来的所有人，都是民族
文化的传递手，其中优秀者以其创造精神与成果为
无数代人在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传统增添新的成
分。这样的人，历史会记住他。任何文化只能在不
断创造中前行。没有了源源不断的新成分，文化就
会失去生命力，也将如大江大河和灌木丛林，没有
了来水，就会枯竭，就会消亡。许慎，就是在中华文
化传承中一个关键时期涌现出的一个巨大的波涛，
一颗耀眼的星。

据范晔说，许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
时人谓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他又说：“初，
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说文解字》十四
篇，皆传于世。”《许慎传》虽不足百字，却为我们勾
勒了许慎的主要成就。与范书略有不同的是，许冲
谓其父“本从贾逵受古学”，“恐巧说邪辞使学者
疑”，遂“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综
合二文，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许慎乃道、器兼治者。
这里所谓的“道”，即指五经所体现的天地人之道、
治世为人之道；所谓“器”，则是为了认识、掌握、通
达“道”所需要的工具和途径。二者相较，许慎更重
视对“道”的阐释，用力也最勤；“时人”也是这样评
价他的。但是，后世许慎却仅以《说文解字》名，连
范晔也不曾提及他的《五经异义》。这是什么缘
故？我认为，这应该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变迁
两个角度审视。

一个人、一部书、一个事件，其价值无论正负，
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人、书、事出现的时
代，人们就已经从多个侧面感受到其不同方面和层
次的价值，而观察分析者又各有所重；待到后世，则
更加上了时间、地点的转换、迁移的因素而有了不
同于以往的认知与采择。

许慎所处的时代，虽然“百家”开始恢复了些生
气，但儒学依然独尊，而且已经揉进了原始儒家所
没有的，包括曾经拒斥过的学说和思想；另一方面，
经西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此时今文经学依然居于
统治地位。这一背景映射到许慎身上，至少显示出
相互关联的两点特质。一、他把深究五经的经义视
为首要；二、为解经而追寻文字和语言的真义。前
一点，由他治学的次第、范晔对他的称赞以及“时
人”的评价可以得到确证，虽然郑玄已经引用《说文
解字》，但许慎被他称道的首位还是在五经方面的
造诣；后一点，则充分而直接地体现在《说文解字》
的《叙》中。

附带说一句，后世历经数朝以至有清，学界一直
把包括“字学”在内的“小学”列为经学的附庸。从历
史的角度看，这是延续了“经学”初现时的定位，而非
后代“不重视”或“没有认识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所
致。甚或我们可以说，对小学的这种定位，正符合中
华文化对语言文字的认识。而自 19世纪末叶起，因
为受到传到中国来西学学科分类法和西方依附于哲
学与民族志的语言学的影响而产，催产而生的中国
语言文字学（当时只有汉语言文字有此荣幸），已经
基本离开了中国的传统，缺少了对文本的全面研
究。这一路向或维度和许慎有着巨大的差异。

时逾千载，逐渐地，世人对许慎关注的重点转
移到了《说文解字》上，连他所作过的《淮南鸿烈解
诂》也只是在介绍其生平事迹时提到而已。在我看
来，其《五经异义》和《淮南鸿烈解诂》之消亡，并不
是后世注意力转移之因，而是其果。这就是不同时
代对许慎价值的不同认知和采择。我们对范晔所
记的时人赞语最好不要因《五经异义》的亡佚而轻
易放过，从许慎经学“命运”的这一起伏中，也许能
得到一些额外的启发。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师。以今天人们回顾历史

的眼光看来，许慎一生所做的贡献中价值最为长久
的、可能也是他最为中意的，还是《说文解字》。

后世之人对历史上的人和事，都应该把它们放
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放到有关人、事、物所处的环境
中去认识和研究，虽然这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
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把它们当
成历史的横向切片。本此以观察许慎对五经和文
字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说，他完全是从现实的需
要出发的，他的兴趣也是因现实的需求而激发，而
升华的；而且他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很透
彻、明朗地揭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怀着历史的
使命感从事研究的。历代的经学无不与时代的政
治和社会紧密相关，对五经的理解和利用也就随着
时代而异。这就是历代解释五经的人、书、事层出
不穷的缘故。今文经学的成果早已零落，即使是古
文经学毛、郑诸大家“实事求是”的训诂，乃至保存
在先秦文献中的词语解释，固然仍是后世重新阐释
文献的最重要资粮，但往往也是后来者质疑的对
象。汉代经学著作，包括许慎著作的留存与删汰，
确乎如俗语所说，“世事无常”。而《说文解字》，除
了因说解文字时形音义一体互参，言有所据、承前
启后，历千年检验而益显其可贵，集先进的工具性
和可以验证的科学性于一体之外，许慎在书中还揭
示了文字和语言的许多规律，或许更具有垂后的价值。

人们常说，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
体现着各个民族的特性。当然，对工具也应该或必
须加以不断深化的研究。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利其器的目的，则在于更好地交流——

“己”与“他”的交流、古与今的交流——在于利用最
好的工具作更为准确的思考，以及在这基础上推进
人类智慧和社会的发展。换言之，语言文字既是人
们研究的“对象”,但又不应该成为纯粹的研究“对
象”。说“是研究的‘对象’”，是因为研究者必须保持
尽可能的客观性，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例如误
知、不知，偏好、执着等。说“不应该是纯粹的‘对
象’”，则是因为语言文字并不是纯客观事物，它是人
类的创造物，却直接地承载着主观的观念和感情，因
而是介乎主观与客观的中间物，有时需要研究者的
主观“感觉”（包括“语感”），必要时要有“人工干预”，
例如对词语感情色彩的斟酌、对有些概念界定的推
敲、对语法“规范”的论述、对研究价值的判断等。同
时，研究者也不应该本着“价值中立”的思路，为了研
究而研究。这两方面的情况在许慎对语言文字的论
述和对 9353 文的解释中，几乎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对文字的说解，既不全盘照抄前人经典注释的成
说，又包含着或呼应着传承下来的成果；他有时依序
列出数说，而又把以为正解者列为第一；至于他在释
义时的“主观介入”，例子就更多了。应该引起我们
特别关注的，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他作《说文解字》既
从经典中来，又为解读经典服务——他始终把语言
文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工具对待。许慎在 2000
年前，以其对语言文字朴素的哲理认知和剖析，给了
我们深刻的启迪。

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在 1968 年说过：
“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
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
所在社会的习惯和风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
因为这些习惯和风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世纪的
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他们所说
的智慧与经验，其实就是文化的传统。中华文化
的传统犹如长江、黄河，两汉文化是其中水面宽
阔、波涛汹涌的一段，汉代的经学是这段大河的中
流，而许慎则是在这中流中涌起的巨涛。他对儒
家经典及其精神“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化为独特的
见解和对经典用字的扶正祛邪，实际上是增添到
中华文化大河里的，如杜兰特夫妇所说的“智慧与
经验的结晶”。

从上述的分析和叙说中，我们可以引发出什么
结论呢？我觉得不妨抚膺反思：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继承者，许慎学术和精神的弘扬者，我们对许慎所
关注的，是他的全部吗？许慎留给我们的，除了《说
文解字》和后世只能窥其一斑的《五经异义》、《淮南
鸿烈解诂》这些显见的文字，还有什么应该开掘的？

环顾宇内，比汉字出现更早的文字非只一二，
古代文献流传至今者，中国也并非为最古；但是时
隔数千年，今人仍可较少障碍地阅读古代文献的，

唯有中国。这是为什么？除了汉字的特质、华夏之
族因重继承而珍惜历史文献等因素之外，不能不承
认许慎搭建的“古”、“今”文字的桥梁起了很大的作
用。许慎之功伟矣。试想，如果天不生许慎，任由
其时之人或后继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变乱常
行”，则前人何以垂后，后人何以识古？也许华夏大
地早以因文字、语言的分化和混乱而分崩离析，百
国林立，战争不断了。试看欧洲，因为各个民族都
视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有着无可比拟的尊贵，“神圣
不可侵犯”，又没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能够成为共
同语的楷模，于是在中世纪之后纷纷建立了民族国
家，几乎无一岁没有残酷的战争。虽然自 18 世纪
以来出现过不止一个枭雄想以武力统一欧洲，但是
除了造成社会的停滞、给后人留下惨痛教训外，一
无所获。当代建成的欧盟，其愿景仍是想构成统一
的欧洲，几十年来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和欧洲
可以略成对照的是，公元 7 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
一直处于无数部落方言并存、多种原始信仰不共戴
天的混乱争战之中，是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以
文字典雅优美的《古兰经》，在创建一神教的同时也
统一了半岛，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共同语，半岛迅
速成为“世界的中心”。虽然自 19 世纪以来一股

“民族主义”之风已把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但
是民族认同感和力图恢复半岛和平统一，仍然是阿
拉伯多数人的期望。

在今天我们研讨许慎精神的这一场合却说到
几千里之外、十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似乎离题了；其
实我是想说，以世界历史的和当今环球的视野观
之，2000 年前的许慎，因当时经典文字的混乱、天
下可能因此而更不太平（具体的情形我们也不可得
而知了）痛心疾首，锲而不舍地道器兼治，其所虑深
矣哉，远矣哉！

任何文化都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体系，我们
也可以把它比喻为人的身体，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着
显性的和隐性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对文化内部所
存在的那些关系，至今人类所知甚少。历史所记叙
的不过是在过去的时空中发生事件的几根筋骨罢
了。即以许慎而论，由于后人对他所处时代的细
节、气氛难以想见，对他问学、治学，例如如何“考之
于逵”的情况，以及他生活、写作的场景、他对社会
的感受和看法等，更是一无所知。而这些都可能对
他辟官不就，围绕着五经耕耘不止有着重要的影
响。因此，我们对许慎的研究与想象也只能取其荦
荦大者。

话说到此，似乎可以把我要表达的意思归纳一
下了。

1.一部《说文解字》，不仅给了当时和后代一把
打开古代文化的钥匙，而且在人生的价值、对学术
意义的追求、治学应有的精神和治学方法等多方面
都有着他留给我们的财富。

2.《说文解字》作为解经的工具、经学的附庸，无
意中与人类文化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字典辞书走了一
条相同的道路。这条路线就是，由解释经典（在西方
则是宗教经典）开始；在对字词的诠释中包含着具有
民族鲜明特色的哲理；其后逐渐拓展为全方位解释
民族词语，几乎囊括了民族的全部知识；到这时，解
释词语的工作遂由为保持与传承民族的核心内容，
转变为记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利器。也就是从这时
起，西方词典学输入中国，中国的词语解释逐渐离开
自己的传统，并且影响了对古代文献的诠释。

3.既然《说文解字》的历史功能如此，各个文明
社会词语解释工作发展的大体情况如此，因此就向
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不忘传
统，全面把握民族经典的内容和哲思，尽可能地把
握经典酝酿、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现代字典辞
书的编纂者，则应努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4.治“说文之学”，最好能有相当比例的学者做
到义理与“小学”兼顾。诚如许慎给我们启示的那
样，二者非但不是绝缘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
关联、互补互足的。许慎是我们的榜样，在他之前
的孔、孟、荀以及先秦诸子，以至近世的戴震、阮元
诸公，也都是我们的表率。

5.全面继承许慎，就需要“专”而且“通”，二者
相辅相成。学者各有所好，业有专攻。欲专，难矣；
而欲通，或更不易。视有清徽派诸老，确可称为通
家者，似唯戴东原一人而已。段氏懋堂虽谨遵师
训，一生治学勤苦，但至晚年犹以未达其师之境为
憾。迨及百年以来，学者、学术一律按西方制度分
类，于是专家多，通家少。钱学森先生之问，虽一时
难以全面解答，但我想，专而不通、彼此隔膜已成常
态，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真诚希望，在文字、训
诂、音韵版本、校勘学界的年轻朋友中，既多多涌现
杰出专门家，也出现一些通家，这样，庶几若干年
后，在中华民族特有的“小学”领域甚至经学、史学
等领域或许能够诞生作为一个时代标记的大师。
让我们期待着。

2015 年 11 月 1 日，国内外汉学家齐聚漯河，围绕“许慎

与中华传统文化”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名家交流与对话。

《说文解字》是远远没有开采出来的富矿

好像中国文化所有知识都在《说文解字》里

《说文解字》不是一个单纯的字典

“许学”已成为世界文化资产

2015年 11月 1日，第三届许慎文化国

际研讨会在漯河开幕。开幕式上，全国人大

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作了题为《重温许

慎 全面继承期待大师》的主题演讲报告，

在业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本报特刊

发这一演讲报告，以飨业界和广大读者。

①10月31日，许嘉璐
和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
杨大伟围绕“许慎精神与
当今世界”展开会话。

②中国文字学会、中
国训诂学研究会授予漯
河“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称号。

③许慎金丝楠木塑
像落成。
本版图片均由刑春晖摄①①

②

③

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

名 家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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