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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品读

□张锋

罗素说：“西方文明

思想框架中一切精粹部

分还是要从希腊思想家

的传统中寻找。”柏拉图

的《理想国》是为数不多

的圣哲之人的代表作，

有人用“看十本哲学专

著 不 如 读 一 本《理 想

国》”来评价此书。

阅读这本书，我建

议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版

本。我淘了一本吴献书

老先生 1921 年的版本，

译 风 信 达 雅 但 理 解 费

劲。最好选择一个权威

出版社近些年出版的来

读 ，比 如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 年版郭斌和、张竹

明的翻译本。但也有人

认为中文译本首推岳麓

版，商务版排最后。选

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版本

来读，会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另外，上网下

载一些学者讲《理想国》

的课件听，会更好帮助

理解。

西方的哲学专著很

多 ，罗 素 的《西 方 哲 学

史》和黑格尔的《哲学史

讲演录》是对近代中国

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也是大多数人了解

西方哲学的首选读物。相对来说，罗素的书更简洁

易懂。但即使如此，《西方哲学史》也是艰涩难懂

的。罗素的《西方的智慧》是《西方哲学史》的简化

本，先从《西方的智慧》读起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推荐罗素的理由如下：一是他的作品容易懂，亲

切平易且幽默。用爱因斯坦的话说，“阅读这个人的

作品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二是罗素充

分实践了学术平等友好原则——一般不轻易判断理

论的对错。对哲学家在某些场合不明的情况下发表

的言论，有必要进行范围和情境的界定，即便发现哲

学家的论证有错，也会帮助完善其论证等；三是赞同

罗素先生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和提倡重视东方亚洲文

化的态度。他这样说：“西欧的这种优越性和自负心

理，产生了一种比政治帝国更棘手的文化帝国主

义。但如果我们想更舒适地生活的话,就必须承认，

在政治和思想方面,亚洲和我们是同样平等的。”最

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罗素对中华文明十分认

同。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

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显

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华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

活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

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求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

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不乏西方的傲慢与偏

见。冯友兰大师用《中国哲学简史》来反击。冯友兰

是第一次把我国从古至今几乎所有哲学家思想厘清

得一清二楚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

不朽贡献。

看完中西方哲学之后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

神奇，充满了惊人的巧合。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东西

方文明共同进入“轴心时代”——一个创造性思维

意识集体迸发与进取的时代。几乎同时诞生了一批

伟大的思想先哲且各有其默契分工：希腊哲人在爱琴

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

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

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决定了多

个古文明的本性，也影响了今后的方向。

近 400 多年来，西方文化逐渐领跑世界。相比

而言，中国哲学在明代王守仁之后鲜有集大成者，这

不能不令我们反思。9

□程遂营

2020 岁初，积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同时，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属河南文艺
出版社在谋划一本历代有关黄河诗歌辞赋
《我引黄河心上流》的出版。

黄河发源于我国的青海省，流经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在山
东注入渤海，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长
河。中国地大物博，全国的江河有数千条，
而在如此众多的河流里，没有任何一条河
流像黄河一样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如此至深
且远！

“大禹治水”时期，黄河在我们祖先的
眼里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猛兽。人们
不了解黄河的规律，对黄河怀着敬畏乃至
惧怕的心理。鲧、禹父子，一开始也不知道
是堵还是疏，如何堵，又如何疏？甚至，商
周时期的帝王每年都要举行大礼，祭拜黄
河以求得天下平安。

到了战国时代，人们逐渐把握了黄河
安流与泛滥的规律，开始把黄河水害变为
黄河水利。魏惠王开凿了鸿沟，引黄河水
作为水源，在中原地区构建了四通八达的
水运网络。隋炀帝则在鸿沟的基础上开凿
了通济渠，第一次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和钱塘江五大河流连为一体，形成了纵贯
南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大运河。此后
直到清朝末期，在长达 1000 多年的时间

里，大运河如同今日的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连通南北、互通
有无的巨大航运作用。

我们的先祖们，正是通过治理黄河认
识了大自然，通过亲近黄河读懂了人类自
己！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大江、大
河、大湖，各自哺育不同的城市和文明，在
所有大江、大河哺育城市文明过程中，黄
河是最慷慨的。它不仅哺育了河湟谷地、
银川平原、河套平原、关中平原、黄淮大平
原，还哺育了西宁、兰州、银川、太原、西
安、洛阳、郑州、开封、安阳等沿河发展繁
荣起来的城市。在现代流行的“八大古
都”中，由黄河哺育的大古都就有西安、洛
阳、郑州、开封、安阳五座。而历史上以黄
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出现的“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则代表了中
国历史上的灿烂盛世，至今为人们津津乐
道。

这一切，也许是后人把黄河称作中华
民族母亲河的重要原因所在吧。

然而，水火也有最无情的一面！
黄河在内蒙古的河口镇以上为上游，

在河南的桃花峪以下为下游。上游以山地
为主，因洪水泛滥造成的灾害较少。中、下
游以平原、丘陵为主，由于中段流经黄土高
原并夹带了大量的泥沙，使黄河成为世界
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据统计，每年都有

数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段，以致形成世
界上少有的地上悬河，从而为黄河的大规
模泛滥埋下了祸根。

在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中，黄河
下游决口泛滥达 1500 余次，较大的改道
有 26次之多。面对如此频繁的河患，“治
黄”“保运”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国家要
务，河清与河晏成为人们的美好梦想与
期盼！

也正是在黄河水患肆虐和近代工业文
明的冲击下，依托农耕文明发展繁荣的黄
河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逐步滞后于
东南地区，在现代经济大潮中渐次落伍。
于是，黄河流域的人们不禁发出了“成也黄
河，败也黄河”的沉重叹息！

当然，黄河是自在的、无辜的。大书法
家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曾清醒地表达
过他的历史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
昔。”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黄河的？今人
又将如何对待黄河，给后代子孙留下一条
什么样的黄河呢？

这本由历代诗歌辞赋作品汇集而成的
《我引黄河心上流》，就给我们展示了古人
和今人眼里黄河的模样及愿景。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赋黄
河”的作品历朝历代都有不少，《我引黄河
心上流》精心筛选了不同时期与黄河有关
的 148首（篇）文学作品。包括古代诗词、
古今辞赋、白话新诗三个主要部分。编选

布局具备如下明显特点：
一是取舍得当，较为全面。涵盖了古

今诗词、辞赋等歌咏黄河的不同形式的文
学作品，作者群体涵盖了上至帝王、贵族，
下至文人士子和当代作家。其中，既有《诗
经》及唐宋诗词佳作，有汉武帝亲临黄河决
口处即兴所作的《瓠子歌》，西晋成公绥由
衷赞美黄河的《大河赋》，也有艾青、郭小
川、贺敬之、流沙河等著名诗人歌咏黄河的
现当代诗篇。鉴于光未然先生的《黄河大
合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巨大精神鼓舞
作用，也选录了他的《黄河颂》《黄水谣》《保
卫黄河》等三段歌词，可见编选者用心之独
到。

二是纵贯历史，古今结合。全书从《诗
经》、魏晋辞赋、唐诗宋词，到元、明、清以及
当代诗歌、歌曲歌词，穿越时空，纵贯古今，
为读者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不同
作者、不同心态下歌咏黄河的千百样貌，构
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立体黄河画卷。吟咏
之余，令人口齿生香，慨叹不已！

三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历史是一
面镜子，中华儿女在黄河流域的大规模活
动已达五千年之久。未来，我们将如何理
性对待黄河和黄河文明，如何按照自然规
律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我相信，这也是《我
引黄河心上流》带给读者的关于黄河现状
和未来的深层次思考。9

□李由之

吴奔星先生曾在我的母校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
大学）任教。我读大学时，奠定中文系学术地位的老一辈
学人，如廖序东、王进珊诸先生虽已退休，仍能在校园里偶
尔碰到，而吴先生 1982年已调南京，我未能亲炙其侧，实
是毕生遗憾。

吴奔星（1913—2004），现代文坛著名诗人、编辑、学
者。他是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作家，代表作《别》被收入很多
选本。他办过诗社，编辑出版《小雅》诗刊，戴望舒、李金发、
纪弦等人皆是诗刊的撰稿人。1949年以后，他从事现当代
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在茅盾研究、鲁迅研究、诗歌美学等领
域都有杰出的贡献。

吴先生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更是现代文坛的亲历
者，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因缘，无疑是现代文学研究不可
多得的财富。这也体现在《待漏轩文存》（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年 8月出版）一书中。

《待漏轩文存》汇辑了先生1980—2002年间发表的四
十余篇回忆性散文，主要是对文坛师友故交的怀念，也有
一些轶闻掌故和日常生活随笔。这些师友可以拉出长长
的一串名单：胡适、黎锦熙、叶圣陶、冯至、卞之琳、艾青、臧
克家、纪弦、唐弢、王瑶、陈瘦竹……无一不是显赫的文化

“大咖”。有人曾赞誉吴先生是“一部活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从他的“朋友圈”来看，洵非过誉！

上世纪30年代，吴先生在北平主编《小雅》诗刊，成为华北
地区唯一的专门性诗歌双月刊，作者皆一时之选。可由于北平
地处日本侵略的前沿，当时又是民族存亡的危难时期，《小雅》
杂志在文学史上声名不彰。他的《〈小雅〉诗刊漫忆》和《烂缦胡
同之忆》两篇文章，还原了小雅诗社的来龙去脉，让一个“失落
的”诗人群体重现于世人面前。群体之中的李白凤、李章伯、纪
弦等人，与先生年齿相近，交往犹多。吴先生悼念李白凤，以李
氏诗歌《不遇》为题，对挚友一生颠沛流离的境况寄予深切的同
情。他还曾写下三篇文章，回忆与纪弦的交往，对当代文坛重
新认识纪弦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先生的文章，似可归入学者散文的行列。他的追怀
述往之作，退却了年轻时的激情洋溢，叙事平和，感情真挚
而又含蓄克制，颇能打动人心。在记人的同时，他又发挥学
术专长，间或点评师友的创作，虽只寥寥数语，却深中肯
綮。如闻一多先生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有人却说这
只是闻先生“从民族生存出发的称赞”。吴先生力斥其非，
认为这是把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割裂开来，不是正
确评价诗人的态度。

《待漏轩文存》所谈的陈年旧事，亦可补文坛掌故之
缺。掌故轶闻，常常是正史弃之不取的琐屑野语。然而正
因为“小”和“碎”，才能挖掘历史的细节，多方面展现人物
本来的面目。

吴先生的晚年，是忙碌而充实的，他蛰居斗间方室，将
书房命名“待漏轩”，寓意要与时间赛跑，将失去的光阴抢
回来。正因为有着“抢救”的心态，他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写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史料。读文思
人，能无慨乎！9

在“待漏轩”遇见大师

□唐宝民

1957年，《在路上》一书出版，作者凯鲁亚克立即名声大
噪，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这部小说突破了美
国战后的保守文化，是追求个性解放的破冰之作，从各个方
面影响了美国的文化艺术与价值观念。关于这部小说的主
题，评论家们已有各种说法，而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反映
了在那个高压而沉闷的时代环境中，一部分青年敢于与传
统秩序决裂，作出离经叛道的选择，去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
上的解放。在作者那里，这种追求精神无疑受到了肯定和
赞扬，因而作者才会激情四射地去叙述他们的经历，以饱满
的热情为个性解放唱出了一曲赞歌。

《在路上》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萨尔是
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他蔑视政治权威和传统道德，

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解放。于是，他便与迪安、玛丽卢
等几个青年男女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旅行，他们自己开车或
者沿途搭别人的车，几次横穿美国大陆，体验了各种各样
的生活，最终穿越国境到达了墨西哥，后来他们又返回美
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旅行团队随之解散，每个人都开
始了各自的生活。

这本小说的形式就是破碎的，就像是用一个个场景拼
接而成的，这在形式上对传统小说是一种背叛，恰好精准地
表达了那个时代的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这几个年轻人离
经叛道的行为，无疑具有反叛意义。他们带着与传统决裂
的勇气开始行动，开始过上了荒诞不经的生活。在他们身
上，我们能够看到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
状态，也正因如此，这部小说才被誉为是“垮掉的一代”的经
典之作。想要正确地解读这本小说，就必须首先了解这本
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像幽灵一
样笼罩着整个社会，形成了高压而沉闷的社会环境。在那
样的环境中，人们渴望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也就不难理
解了。正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书中的几位主人公才开
始了反弹，他们抛开了一切束缚性的枷锁，固执地独自上
路，在美国辽阔的大路上疯狂地开着车往返奔波。他们企
图摆脱精神上的彷徨和痛苦，实现他们的反叛与追求。这
种张扬的个性，是他们对自身永无止境的超越。这些年轻
人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
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
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
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
侧找到信仰。”

这是一部世俗叛逆与抗争者灵魂人物的心灵自传。美
国批评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说：《在路上》将成为“垮掉一代”
的迷惘《圣经》。1969年10月21日，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去
世，享年仅47岁。9

在行走中寻求新生

作 家 朱 朝 敏 创
作的一部聚焦当下
一线脱贫攻坚的纪
实文学作品《百里洲
纪事：一线脱贫攻坚
实录》（下称《百里洲
纪事》），2020年 5月
由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出版。百里洲位
于长江中游湖北荆
江段首段，是万里长
江 第 一 大 江 心 洲 ，
《百里洲纪事》内容
即来自该江心洲的
精准扶贫现场。书
中真实记录了发生
在那里的 12 个脱贫
故事，以百里洲为切
片，向读者呈现了当下中国脱贫攻坚事业中，乡村百姓物质
和精神的深刻变化。

近日，《百里洲纪事》一书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二十多位
国内著名评论家、作家对该书内容、写作意义和美学追求进
行了研讨。大家认为，该书是一部脱贫攻坚决胜历程的如
实报告，作者用写作回应了当下时代的巨变与人民的精神
成长，精准、生动地反映了当代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成就，
写出了时代新人的精神气象。评论家阎晶明表示，《百里洲
纪事》采取细节化的描述，深入到生活的机理，把脱贫攻坚
的国家行动和老百姓具有烟火气的生活建立起了一种必
然、紧密的联系，作者充分发挥文学的独特手法，也充分发
挥小说家的特长，在作品中融入了对人物情感和心理的描
写，让现实中的干部和群众变成了鲜活的文学形象。中国
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李朝全认为，《百里洲纪事》一书
不仅关注物质脱贫，更关注精神脱贫，关注扶贫对象从身体
到心灵整体性的健康和健全，不仅扶贫，还扶智、扶志、扶心
理，这种角度的切入，在当下众多反映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
中尚不多见。9 （舒文）

□鲁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
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
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如果说“读懂毛泽东”是我们深入学习党史、军史、新中国
史的一个窗口，那么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的《重读毛泽
东：从 1893到 1949》（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
合出版，以下简称《重读毛泽东》），就是在以往基础上，实现的
一次对毛泽东研究的突破与超越，不仅写出了新视野、新意
蕴，也写出了新境界、新气象。《重读毛泽东》虽然截取的是毛
泽东革命建设奋斗生涯的一部分，但却是走进了解毛泽东思
想世界、内心世界、情感世界的一个桥梁。作者所说的重读，
已不仅是指阅读次数的多少，而是用思想和灵魂再读，是用热
血和激情再读，是用初心和使命再读，是建立在倾其毕生所
学、其所体察认识、其所研究成果，对毛泽东主席这段光辉历
史的脉格重构、体例重塑、故事重析、史实重现。

《重读毛泽东》别有新意，从“历史毛泽东”读出了“现实毛
泽东”。作者选取伟人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时段“重读毛泽
东”，超越历史叙事学的狭窄范畴，“重读”出了伟人在人类历史
天平上的思想分量、精神分量、文化分量。

《重读毛泽东》另辟蹊径，从“生活毛泽东”读出了“思想毛
泽东”。曾经，许多有关毛泽东生活实录的书籍，偏重于“生活
毛泽东”的书写，着重于伟人生活情趣的呈现，颇有人间烟火
气。但是，这些著作生活叙事色彩浓郁，精神文化视野审视不
足。韩毓海的《重读毛泽东》，着力呈现的是毛泽东的人生大格
局、生命大情怀、精神大关怀，读出了一位人民至上的毛泽东。

《重读毛泽东》独出机杼，从“传奇毛泽东”中读出了“真情
毛泽东”。曾经，那些曾风靡一时的揭秘式的“伟人传奇”类书
籍，其传奇故事的本身就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文学演绎，重在书
写的独特性、故事性，而疏于理论的思辨和历史深度的开掘。
《重读毛泽东》跳出了“传奇”的窠臼，绕开了“故事”的藩篱，着
眼的是毛泽东面对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中国问题”，如何进行睿
智深远的理论探讨以及真诚无畏的社会实践。作者对诸如“毛
泽东心中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毛泽东为何不认同《物种起
源》？”等社会关切，予以了精准有力的回答。

《重读毛泽东》还是一次对“文化毛泽东”的重读。作者认
为，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不是附庸风雅的酬唱，而是他精神世界
的真实展示，毛泽东喜欢读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
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毛泽东毕生
都是一个深邃的思考者，而这首诗，确实能够代表毛泽东毕生
的心境。全书文化史料丰富而不生硬拼接，信手拈来的征引
中，淙淙流水般的融会贯通中，精到的分析俯拾皆是。

珍视我们前人的奋斗，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重温其伟大
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点燃我们奋斗的激情，更能开启我们前
进的智慧。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撰写
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
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当时中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

万水千山行遍，一颗初心无改。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手
不释卷，他不仅是马克思的优秀读者，也是经典的创造者，今
天的我们，对毛泽东这本大书的重读，既是通往人类经典殿堂
的桥梁，也是充分吸收伟人思想与知识精华的纽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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