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方文
人的传记合集，选取了西方文
学、哲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

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将他们的
人生经历与代表作品相互编织，讲述
他们的生存细节，全面解读他们的思
想性格、生活风貌及心态意趣，并注
入作者的见解和情感。这些具有世
界性影响的文化巨人，和他们堪称人
类瑰宝的作品和崇高的文艺精神，值
得被今世和未来传颂。全书通过对
他们生命的文字复原，引领读者品读
这些西方文人丰富复杂的人格与文
化品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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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

□黄东光

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放在中西
方文化的比对中，并得出结论：东方
文化应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
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自身生活品
质的东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这
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
出版2020年 1月新版）所要表达的
核心观点。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思想
家、教育家梁漱溟的这本文化论著，
也因此被学界评议为“现代新儒家”
的开山之作。

在梁漱溟的笔下，中国文化自
成体系，个性殊强，独自创发，慢慢
形成。它博大精深，有着强大的生
命力，与其他文化比虽差异较大，但它又能做到海纳百川。梁漱溟从社会
的变革、文明的递进、经济组织的产生等方面，论述了中西方文化的历史渊
源。指出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而西方文化
则偏重于以宗教为引领。他认为，这样的文化差异，也决定了中西方社会
的构造演化不同。比如，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普遍理想是“天下太平”，把家
庭伦理关系一直视作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样的文化情结，甚至萌生了

“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而早期的西方，则把神的旨意视作凛然不可侵
犯的“天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神权制度，曾经让欧洲的中世纪陷入一
片黑暗当中。梁漱溟认为，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迥异的中西方文化，也在
逐渐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理念。受家庭伦理文化的左右，中国人多强调社会
组织，而西方则看重个人之觉醒，多以自我为中心。据此，梁漱溟分析说，
中国文化更倚重道德的力量，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之特殊性，须从中国是
伦理本位的社会来认识。”

中国文化见证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是一代代中国人思想智慧的结
晶。基于这样的考量，梁漱溟谈中国文化，除了追溯其成长脉络，比较与
西方文化的殊异外，还着重从中国民族精神的维度，分析了中国文化的深
刻内涵。指出，中国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上之心强，二
是彼此关怀重情好义。向上之心强，让中国人不畏挫折，知是非，追求公
平正义，懂得道德廉耻，嫌恶懒散而喜振作。这种内驱力赋予了中国文化
既朴实又精深悠远的禀赋，在延绵不绝中穿越着时空，代代相传。而彼此
温存体贴，使得中国人更懂得相互扶持，加之受儒家学说的熏陶，中国人
历来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仁义思想，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
不朽的人生至境。因此，这种浸润也成了中国民族精神中重要的心灵滋
养，推动着中国文化不断迈向高远的境地。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寄予着厚望，将其比作一个早慧的孩子，憧憬她有
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他也理性客观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在传承发
展中的一些不足，并具体点明其表征，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这种既见树
木，又见森林的认识观，为中国文化在开放包容中赢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
间，为中国文化在文明互鉴中凝聚起更多的文化自信，增添了强劲动力。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体量丰沛，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进步的重要文明
载体。梁漱溟当年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论断，特别是他对中国民族精神之于
中国文化关系的论述，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是全中国人
民的精神图腾，传承和弘扬的过程，即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这样
的中国文化自然有着广阔的前途，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乐见的。9

国学大师的文化观

□刘英团

晚清公使是中国近代较早睁眼
看世界、体验域外生活的重要群体，
他们的奏折、电函、日记和诗文中记
载了很多关于西方的科技文化与异
域风情，而这些文字和实录所承载
的信息，对晚清社会的启蒙与变革
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晚清驻
外公使群体研究》（马一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以晚清
驻外公使群体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该书通过综合审视晚清驻外公使这
一群体的地域分布、原有职衔、年龄
层次、任职年限、家庭出身、知识结
构、外交阅历等基本情状的构成与
演变，分析随着晚清外交的纵深发
展，使臣群体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来
的差异性，展现出在弱肉强食的变
局之下，使臣群体为维护国家权益
与挽救民族危亡进行的外交抗争以
及为此承受的压力，进而解读使臣
群体的时代际遇，以期能够借此深
化对近代中国外交的认识。

公众眼中的晚清外交官，向来
形象不佳。其实，正如清末民初外
交家、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伍廷芳
所言：“弱国无外交，但可以有外交
家。”《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研究》的作
者亦认为，“作为清末官场的一个特
殊群体，晚清驻外公使是清季较早
走出国门、接触世界的前沿人物群
体……于中国近代化进程居功甚
伟”，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成为传播西
学，鼓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

所谓“弱国无外交”，但这是时代的限制，晚清驻外公使“既未受过训
练，又不精通近代外交知识”，“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
者——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他们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
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晚
清驻外公使群体研究》即起笔于“晚清驻外公使的派遣和遴选”，继而论述
了晚清驻外公使的总体特征、知识结构，通过翔实的史料论述晚清驻外公
使的外交阅历，予以个案研究，客观公允地评述了晚清驻外公使这一群体
的贡献。

关于驻外公使的总体特征、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目前的研究还很有
限。《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书中，作者选取
了龚照瑷、钱恂、许景澄、张德彝、梁诚等晚清驻外公使，详尽阐述了他们
的外交实践、思想演进、命运结局，客观公允地评价了他们的外交作为。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如龚照瑗，生逢外患频仍、内乱迭起的变局乱世，
“唇焦舌敝，墨枯笔秃，为国家权益、民族福祉折冲樽俎、拼死抗争的苦心
与行动不被世人理解……终落得身心俱疲、赍志而殁的悲剧结局。”国际
交往靠“拳头”，驻美公使梁诚却创出了弱国外交的亮点。如在美国排华
法案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高潮迭起的情况下，梁诚积极促成了美国“减收
辛丑赔款美金二十七兆九十二万余元”，用于“广设学堂，遣派游学”，继而
创办“清华学堂”。庚款留美，英、法、俄、日、意、比、荷等国亦纷纷效仿，相
继减还。梁诚的开山之功，“不可不牢牢纪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
华大学史料选编》，1991年第1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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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新作评论

给散文研究泼一层生活的绿
□陈磊超

多年来，在文学诸多门类的研究
中，散文研究似乎一直在灰扑扑的地
带徘徊。作为学者的王庆杰先生却在
这灰暗的研究领域耕耘出了一片精神
的葱茏：继《散文时代的社会征候流变
研究：20世纪 90年代后散文精神生
态考察》一书之后，新近他又推出了
《精神的喘息：当代文化生态中的学人
散文研究》，为当代学人散文研究泼一
地精神的新绿。

王庆杰的学人散文研究，其着力
点不在学人散文的细枝末节上聚焦透
视，不停留于对学人散文惯常的边界
划定，而是置身当代文化生态的宏大
视野，做总体观照与宏观审视。散文研究的重心，不仅
表现在文体意义上的“文”，更体现在散文背后站着的
那个“人”。在这个所谓的“散文时代”，在众多的散文
作者群体中，学人无疑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精
神群落。学人昭示社会的良知，引领时代的文化审美
趣味，学人散文也成为散文园圃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
观，因此，学人散文就成为研判时代文化走向、剖析社
会审美趣味分野的重要文化切片，对学人散文的研究
就有了历史学、文化学、哲学、文学等诸多层面的意义，
学人散文研究也理应成为当前散文研究的重镇。

在《精神的喘息》一书中，作者不偏重于对各种学
人散文文本做静态的学理解析，而是着重于对学人生
命形态的动态梳理，对其蓊郁散文文化生态的深入呈
现。较之其他文体，散文更加凸显个体精神生命的体
征，散文研究较之小说、戏剧研究，更需要研究者投入
更多的感情与才情，需要有更敏锐的文本洞察力与敏
感的文化感应力。在林林总总、乱花迷眼、氤氲升腾

的学人散文中，王庆杰发现，当前众
多学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返回”的
精神路径：“返回”历史，在文化散文
的书写中探寻精神的脉络；“返回”书
斋，在书话体散文的喁喁私语中聊以
自慰浮躁焦躁的心灵；“返回”讲堂，
在演讲体散文的玩味中找到精神的
透气孔；“返回”乡野，在乡野散文的
书写中孤守精神的高古雅趣。学人
们在“返回”途中，获得精神的喘息，
享受精神的逍遥。

王庆杰的学人散文研究，不在通
常的散文理论园地里打转转儿，不在

“载道”与“言志”的无限纠缠中据理力
争，也不在雅俗之分、文体源流、宗经
师古、明道致用上探幽发微。因为，他

发现用僵化陈旧的散文理论来匡范枝杈纵横旁逸斜出
的学人散文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散文研究迥
异于小说、诗歌研究之处，就在于散文研究不仅仅是局
部的、个体化的零碎赏析，也不仅仅是学理意义层面上
的单一分析，而是要借助更多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的
活水新思来综合研读，只有拆除散文研究的篱笆墙，跳
出散文看散文，纵览散文发展的全貌，才能真正激活散
文研究的新思路，开阔散文研究的新视野，拓展散文研
究的新领地，探寻散文研究的新路径。

《精神的喘息》既为一部散文研究专著，其书写也
同样具有散文之美，在研究学人散文中，王庆杰充分观
照现实生活中诸如历史随笔热、书话热、讲坛热、乡土
散文热等“热点”现象，娓娓道来，饶有情趣。从现实生
活视角看学人散文，才能看深看透看活学人散文，才能
奠定学人散文研究坚实的生活基座，同时也使散文研
究拥有了生活的厚度与生命的温度，也才能使散文研
究多了一份生机盎然的绿。9

本书打破了既往以历代
王朝为主线的叙述框架，将

中西关系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中，
在每一阶段内，分别就海陆交通、对
外关系、商贸互动、文化交流、异域
宗教等进行历时性考察；努力从物
质、精神、制度、行为等多个层面展
示中国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复杂历史
过程，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揭示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理解
与误读的文化意蕴与“规律”，完整
地呈现出中西方文化交往和对话的
历史轨迹和丰富面向。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张国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品西方文人》
刘小川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与海派大家谈艺论画与海派大家谈艺论画

生活读本生活读本

□高中梅

在当代文坛，梁晓声是一位令人
尊敬的作家。他以《今夜有暴风雪》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闻名于
世，其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在创作小说间隙，他也
写下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的散文。而
今，在散文集《我们究竟该过怎样的人
生》（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 10月出
版）中，梁晓声热情书写 70多年的情
怀与热望，呼唤每个人都要活出几分
清醒。

书中，共收录了梁晓声有关生命
思考的28篇评论性散文，从抵御大千
世界的污浊和浮躁到浮世万象下的人
生百态，从“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到

“我们为什么如此倦怠”，书中充满了梁晓声对现实生
活和浮世万象的沉思及感触，积聚了很多看待人生、看
待生活的积极视角。其中还涉及转基因、收视率、“寒
门”与“贵子”等热门社会话题。字里行间，梁晓声直视
生活中的坎坷与不幸，颂扬人性的闪光与良知，并冀望
人们由此获得改变与进步的勇气，都能切实感受来自

岁月和生活的馈赠。
梁晓声试着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中

的热点与痛点，提出应对现实问题的
思路，力图为人们立足社会寻找启
示。例如对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令人
倦怠的问题，如电视节目的过度娱乐，
他认为：对于普通观众，电视节目仍然
是最廉价的文娱形式，自然也是他们
的最爱。而对于电视台，每一档节目
的收视率即是它们的生命线，其内容
的娱乐性质与收视率息息相关。而大
众已经厌烦了一味地娱乐供给，电视
台也已经腻歪了每天供给大量的娱乐
内容，文化将会依赖其自觉性，整合一
切好的能量，终于发生某种“凤凰涅
槃”。读后，让人不禁为之震动。

梁晓声以敢于针砭时弊著称。他总能以敏锐的目
光去发觉现实问题，再以文字叩击社会良知，洞悉社会
病灶，探寻时代脉搏。他的风格依然保持着那种真
诚。他肯定了网络对中国正能量的影响，并探讨网络
主体和话语权、人与欲望的关系、人类文化的分歧与共
识……梁晓声的思考，不仅展现出人生的智慧，更启发
更多人的思考。9

梁晓声散文写人生

好书推荐

□鲍广丽

文化学者郑重与上海艺术界一些大家交往甚笃，
作为一个善于观察、善于对话的记者，他体悟到几位艺
术家不仅在形式上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且在艺术价
值、审美方式乃至哲学和生命意识的层面，都有相当深
刻的思考和认识。他曾自述：“我和谢稚柳、唐云、程十
发、陈佩秋交游数十年，或看他们伏案作画，或是天马
行空式地交谈，对他们可谓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了，从而
渐渐悟到他们在纸上行笔、用墨、用水、用彩的不同，是
来自他们内心的体验和感受的不同。我想由他们‘自
说自画’一番，把内心的体验和表现出来的艺术作一次
重新融洽，不是比别人的评论更好吗？”

于是，在醇醇如师、殷殷似友的交往中，他有意识
地记下他们的言行，厘清他们的理论脉络，阐述他们追
随古代画家顾恺之“传神”说、宗炳“畅神”说的艺术步
履，为后人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几位大师的艺术情怀与
感受。

文汇出版社推出一套新版的“与大师谈艺”四种，
正如郑重所言，所注意的是挖掘老画家的体验，他们画
风的演变，不只是技巧的变革，而是随体验的深入在发
生变化。

在郑重先生笔下，大石翁的洒脱，三釜主人的幽
默，壮暮翁的宽容，高花阁的执着，在对话中渐次展开，
他们的艺术友谊也在升华、深化。

谢稚柳堪称大师级的艺术家，无论是他的绘画艺
术，或是他的鉴定思想，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都应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壮暮堂谢稚柳》一书，郑重通过谢稚
柳现象来描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在海派美术史
上，谢稚柳是一位多面体的艺术家，书画鉴定一流，于
敦煌壁画学有开拓之功，落墨画作别裁新样，书风清雄

放逸，如此博大精深，以至郑重先生认为：比之宋代的
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谢稚柳自应有他
的历史地位。深蕴传统文化，谢稚柳的艺术与情怀犹
如一本厚厚的书，让人百读不厌。郑重先生说：“哲人
木坏，名士山青，但愿我们能以谢稚柳为模范，以宽容
为怀，努力地学着做一个君子有恒者，为中国文化做一
些事情吧。”

《大石斋唐云》一书为对话体，并夹以相当于“旁
白”的著述者介绍，问与答俱佳，且有唐云先生及前代
名画多幅，文与画皆美，记录了唐云艺术实践的体验和
感受，还有相当的篇幅谈佛道禅机，谈茶文化，谈收藏，
内容丰富；侃侃而谈又真知灼见迭出，批评时弊平和而
幽默感常现。

在《三釜书屋程十发》一书中，作者不仅记录了“在
今天被人们忽略”的画家的体验，且有大量作者撰述的
相关背景介绍和他对程十发先生画艺、画风的评述。
艺术家最可贵的素质是能够在前人的成就以及外国异
质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实践，程十发先生无

疑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画家的个性特点也是影响其
作品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本书也有充分的体现。

陈佩秋的山水不尚奇峰险岭，花鸟不作高枝啁啾，
花卉不求一枝独秀，自有一份温润高逸的性情，体现出
她艺术的自信与执着，这给郑重留下难以忘怀的印
象。郑重与陈佩秋相识几十年，一直看到她在用功探
索。在《高花阁陈佩秋》中，有女画家亲谊重友的可敬，
也能感知她对不良风气的凛然；既有她对画坛的真切
评价，也有她明辨是非的锋芒……如今大师远去，更让
人通过这些实录文字，追忆其风神。

岁月匆匆，“与大师谈艺”四种，出版距今已经十五
个春秋了。郑重先生也借新版《后记》一文写道：“壮暮
翁、药翁、发老已驾鹤西去多年，每忆及不禁黯然，更有
旧梦难温之苦。因余之粗疏，三翁的《大师谈艺》出版
后留下许多遗憾，但都难有补天之术再补记之。唯高
花阁佩秋老师，神清气朗，是得米望茶的寿者，余亦不
敢多作叨扰，只能把她的高雅之谈以‘篇之外’载于书
后，期与读者朋友有共享之乐。”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