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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罢溪声数落
梅》，汤炳正著，人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20
年 10 月出版。

汤炳正：
“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
付如初

推荐理由：本书是著名学者汤炳正的作品集。全书共分三辑，第一
辑为自述成长、治学、游历履历。其中关于师从章太炎的回忆，关于屈
原和楚辞的治学经过，关于个人成长和对书的感情等篇章。第二辑为
序跋集，间有关于语言学、散文创作和治学态度的精妙议论。第三辑为
书信集。
全书以作者生平为暗线编排，堪称散文中的口述史、文零散文字
间的传记。从中亦能看出时代发展变迁，以及中国现当代学者随社
会、境遇而转变的治学历程。

■

本书的作者汤炳是章太炎先生的高
生亲历历史的波谲云诡之后，由书而人
足，鲁迅的师弟。
在各有建树的同门师兄
生、而人格的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是给情
弟中，他被章先生嘉许为
“承继绝学唯一
理文章增加知识见识、文化厚度、思想深
有望之人”
，
也是代表同门在章太炎先生
度和人生境界的附加值。汤炳正的散文应
葬礼上讲话的人。
这些师兄弟包括黄侃、
在此序列之中。
钱玄同、朱希祖、汪东、许寿裳、沈兼士、
无论是《失落的童心》
《海滨拾趣》中的
刘文典、吴承仕、顾颉刚、傅斯年、姜亮夫
童年意趣，还是《关于
“书”
的故事》
《无名书
等等。
事实上，
他在《楚辞》学研究方面也
屋话沧桑》中的书斋沧桑；无论是求学北
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不负先生厚望。
京，采访赛金花之后，写下《彩云曲》，还是
书中，收录了汤炳正对章太炎和鲁
在章太炎去世之后，与诸位同门艰难赓续
迅的回忆文章。
对章太炎，
他多从日常角 “章氏国学讲习会”
；
无论是写抗战爆发，困
度切入，在执尊师重道的弟子之礼之外，
守家乡小岛的《
“孤岛”三五事》，还是写太
并不回避客观评价和历史争议。
同时，
因
平洋战争爆发，四处求职奔波的《海岳烟尘
为日常亲炙较多，他的文章中兼及章夫
记》；
无论是写
“文革”
期间重病缠身的《
“劳
人汤国梨和几位后人，以及一代大师去
改犯”的自白》
《万里桥畔养疴记》，还是写
世之后的诸多身后事。
矢志求学问道的《治学曝言》
《自述治学之
对鲁迅，他讲述的也是自己的亲历。 甘苦》，汤先生都在追求一种以文章涵养精
“九一八”之后，汤炳正在北京见过鲁迅
神，以问学怀抱天下的境界。
他践行沉静从
一面。他在《从鲁迅先生的“像”说起》一
容、温暖平和、洒脱质朴的表达风范和“辩
篇中，写到各种鲁迅“像”的艺术变形之
而不华，质而不俚”
的行文风格。
外，他的直接印象：
鲁迅先生
“温和、沉挚
实际上，学者散文的魅力也不外于此，
而冷静，目光慈祥却透露出一股敏锐的
在寻常和不寻常的经历中，
写出腹有诗书的
光芒，好像任何东西在它的射击下都要
别样智慧，写出学术训练之下的思想韵味，
‘入石三寸’。
他在谈话时，
虽然涉及极可
写出起承转合间的
“文气”
，写出
“过枝接叶
憎恨的事，也不会使你感到有种
‘风云变
处”
的闲适明雅，
更写出潜心治学的实质中
色’之势；他的愤怒是‘内蕴’的而不是
正和为人为文的雅美浩然。
所有的练达和洞
‘外露’
的。
”
明，
都在美和善的统摄下，
变成
“真”
。
此外，汤先生在散文中穿插旧体诗的
■ 沧桑忆旧
写法尤为惹眼，从中既可看出他扎实的旧
学功底，也可见出其深厚的文字、文体修
散文的一大功能，就是亲历者在回
养。
他幼年读私塾间曾写下：
“牧童牛背稳，
忆中补充历史叙事的空疏，也检视自己
沧海一扁舟。
”
在贵州大学任教时，他写下：
人生来路上的欢喜歌哭，给后人以共情 “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踟蹰
和共鸣。
好的散文，
为艺术，也为人生；
为
已忘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慨叹时光
历史，也为未来；为自己，也为苍生。所
流逝时，他写下：
“老来常恨年华速，
岁岁偏
以，散文中，回忆题材最多，但其实回忆
希春早来。
正是情怀两难遣，
梅香送暖到幽
文章并不好写，写得情理兼备、公私兼
斋。
”
在与友人书信往来、寻访屈原故里、写
顾，也并不容易。
下屈原小传的过程中，更是每每都用古体
汤炳正以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业背
诗表达自己的心得和忧思。至于他在知识
景，以自己在章门受教，在声韵学、文字
界初亮相的《彩云曲》，更是长达一百二十
学、
《楚辞》学研究方面的种种造诣，以及
六句的七律古诗，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力
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抗战期间在山东家
的《大公报》上。
乡、在四川成都，以及建国后在贵州、四
川等大学任教，
“ 文革”期间被冲击的万
■ 以文代史
般苦闷愁苦的阅历，写成《听罢溪声数落
梅》的 25 篇散文和多篇序跋、书信，让人
汤炳正将自己的散文比作红茶或者苦
得以了解“学者散文”的另一重要收获，
丁茶，浓郁中有些苦涩。世事变迁、人生多
也了解一个专业领域声名赫赫、普通读
舛，好比红茶的发酵过程，
而苦涩中回甘大
者群中响应寥寥的大学问家和大散文家
概是 88 年的生命长度给他的 最终感受
的一生。
这样的一生，
自然也是历史的又
吧。
他生前没有自传，
这些晚年间陆续写成
一份旁证。
的散文，涵盖了他从求学到治学的生命轨
所以，散文之大，并不在题材，而在
迹，也涵盖了一个普通个体在战争烽火、时
气象。所谓书斋虽小，格局不小；书生虽
代变迁中的人生驿旅，当然，
更从深层次展
弱，文道合一的家国情怀却刚健有力。 现了一个天赋才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学者散文”的真正代表，应是那批真正
在问道求学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
“家
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家，他们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心路历程。或
在博识和才情的基础上，
“ 融合情趣、智
许，选择《楚辞》和屈原作为终生学术志业，
慧和学问的文章”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
恰恰表达了汤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
辫子》）。孙犁、杨绛、季羡林、张中行等，
的《屈里寻踪》
《屈原》，对历史掌故、学术动
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散文，是书
态信手拈来，却并不掉书袋，
反而是平白如

话地写出了个人的研究心得，厘清了学术
误区。
这种
“有我”
却不
“唯我”
的治学态度，
正是得益于让他感念的、章太炎先生的学
术民主思想，也更源自于他对研究对象的
敬畏、尊重和准确地把握。
读这部散文集，恰似了解汤炳正的一
生：
闲适与震荡相交错，
人生与书斋相砥砺，
意趣和日常相磨合。
也恰似完整了解他这个
人，尤其是他的治学历程。
他出生于山东荣
成的海岛，受过一些私塾教育。
走上学术的
启蒙者是就读于北京大学的远亲、
元史大家
柯劭忞的学生姜忠奎。九一八事变过去不
久，他到北京民国大学新闻系就读，感受北
京作为新旧思想激荡的中心，
对年轻人产生
的影响，
更感受知识界的抗日风潮。
其间，他受刘半农《赛金花本事》和夏
衍的话剧《赛金花》的影响，采访赛金花本
人，写下长篇七律《彩云曲》。
大学毕业后进
一步问教于章太炎。
抗战期间，先苦闷困守
于家乡，后流落到当时西南的五大文化中
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的贵阳。那时
候，贵阳的文教界有谢六逸、王驾吾、姚奠
中、张汝舟、蹇先艾等等同侪相扶，也有马
思聪公演等文化氛围之熏陶。
此时，他开始
对《楚辞》发生浓烈兴趣。
建国后，他到四川
任教，
“文革”期间，下决心研究屈原和《楚
辞》，写下《
〈屈原列传〉新探》，由此经历
“两
度抄家，三次‘劳改’”，在四川成都的万里
桥畔渡过艰难岁月。
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往往是以
“圣人”
标准自我要求的，即要：博于诗书，察于礼
乐，详于万物，他们往往性格上长于隐忍，
表达上追求含蓄蕴藉，因而他的散文每每
总是表达快乐时明丽畅快，表达苦闷时暗
流涌动。
他自述治学态度是
“面对谬说勇开
顶风船”
，然而面对
“文革”
十年对学术生命
的掐断，他却只能以阿 Q 自嘲。偶尔直白
流露的遗憾和无辜之感，确如茶之苦涩，总
是与自省自查和点滴快乐的寻踪联系在一
起，体现传统教育留给他们的，在苦难中依
旧刚健有为、驰而不息、怨而不怒的气度和
胸怀。他说：
“人生，苦难的生活最难忘，快
乐的生活也难忘，而在苦难中寻找快乐的
生活更难忘。
”
他专心问学，
所有的苦难和快乐都靠学
术化解；
同时，因为担任大学老师和屈原研
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他的学问又或主动或
被动地深深融于社会、
融于生活，
所以，
他的
散文都与生活本身有关，
与人有关。
散文集中，汤先生没有单独的篇目写
到自己的情感和家庭，但读者却能从不同
篇章散落的细节中，找到他情感生活、知音
唱和的蛛丝马迹，也能借此了解，在学术作
为生命价值支撑之外，家庭生活的和美亦
是他穿过苦闷岁月的巨大支撑。
在《追记花溪小憩》中，他写与离婚刚
一年的潘君芷云，相携游溪，突逢山雨，二
人共撑一伞，并有诗词唱和。之后在《万里
桥畔养疴记》中，读者才知潘芷云已是老
伴儿，二人相濡以沫，渡过艰难岁月。到
《〈渊研楼酬唱集〉序》
《〈湘西民歌集〉序》
中，他又从山歌搜集的角度，讲述湘西妹子
潘芷云，在山歌世界里长大，日常生活中也
常哼山歌，到晚年开始收集整理山歌。
二人
以此为“闺阁之乐”，并进而有大量诗词唱
和。
他直陈自己和夫人的诗歌主张，反对堆
砌典故，推崇钟嵘的
“直寻”
之美。
在这样的
细节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美好的女性，虽然
没有一篇是专门为她而写，但她的美好、乐
观、才情却已经跃然纸上。让人可惜的是，
他们建国之初整理的《湘西民歌集》，投稿
后在
“文革”
中散佚，只留下了曾发表在《人
民文学》杂志上的序让人体会湘西之美。
汤先生说：
“我一生中在自己所选择的
人生道路上，对顺境中的愉快自然是做得
到的，而对逆境中的挫折要做到豁达乐观，
还是很吃力的。”尽管如此，也毕竟做到了
学业、事业的自得其乐，尤其晚年，更是渐
入佳境。
因此，他说：
“憧憬着美丽春光的早
日到来，我还是至老不衰的。”
或许，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需要
“听罢溪声数落梅”的自洽，需要“常恨年
华速，偏希春早来”的达观。也正因为如
此，汤先生的这些散文才不断以各种形式
再版，在他 1998 年与世长辞之后的二十
多年间，依然会有众多年轻的读者借着这
些散文了解他、了解他那一代人，由此了
解历史的另外一个侧面和另外一些细节，
更重要的是，了解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境
界。对读者而言，借文学涵养人生，才是阅
读的真正旨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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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
则研究》，陶平生等著，中国发
展出版社 2021年 1月出版。

《东方故事集（插图本）》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年 2 月

《东方故事集》是玛格丽特·尤瑟
纳尔借用东方之壳叙事的经典短篇
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
欧（欧洲人古典概念中“东方世界”）
的神话、历史和传说，并从中挖掘出
深刻的哲理意义。
尤瑟纳尔的笔下有一种特殊的
仁慈，蕴含着令人在艰难的生活中寻
求希望的力量。她的语言轻逸，节奏
不徐不疾，文本富有想象与诗意。全
书插图均由法国著名插画师乔治·勒
穆瓦纳根据文本创作，梦幻而空灵，
极具东方韵味与艺术价值。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萧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作者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
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
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
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
集结 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
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
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
（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
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
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
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
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
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
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
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
深厚的人文历史。
《布雷顿角的叹息》
【加】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两百多年前，苏格兰高地麦克唐
纳家族的红头发卡隆带领妻儿跨越
千山万水，从苏格兰来到遥远的新大
陆，在那片拥有茂密森林与漫长冬季
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后来，红头发卡
隆的后裔们陆续离开布雷顿角这座
海岛，但无论走多远，布雷顿角始终
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永恒的牵挂。
本书故事穿梭于“现在”和“过
去”之间，主人公亚历山大·麦克唐纳
早已离开家乡，对往事的记忆也已模
糊，但与哥哥、妹妹的交集却让他时
常在不经意间回想起童年生活和祖
辈的故事，他最终理解了血脉情深与
那超越一切伤痛苦难的故土情怀。
这也是一部有关文化溯源的作品，
是一部缩小版的苏格兰移民史。透过
个人成长与家族变迁，展现了两个世纪
以来动荡的加拿大文化版图，探索了不
同语言、文化之间相斥共生的历程。
《不太坏的
“坏”
动物》
【英】索菲·科里根著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诙谐幽
默、充满想象力的动物科普绘本，书
中的主角不是讨喜的动物们，而是人
类眼中的“坏”动物——人人喊打的
老鼠、脏兮兮的屎壳郎、嗜血如命的
蝙蝠……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全
书通过动物自我介绍、列举科学事实
的形式揭开真相，让读者看到它们会
做什么、吃什么、如何交流，以及对人
类的贡献。

“一带一路”对接国际规则
刘啸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七年多以
的耦合，着重对现有国际规则体系
来，各方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
，
一个
进行借力与完善。
包举全球的“朋友圈”从无到有，不
于是，本书对当代全球经济治
断扩展，是为真正意义上的
“志之所
理规则进行了条分缕析，从债务与
趋，无远弗届”。
融资领域、绿色发展领域、包容性发
这样的“一带一路”朋友圈，对
展领域、透明与反腐败领域、第三方
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和国际规则产生
市场合作领域等角度切入，全面系
的影响尤为深刻。但是，
“ 一带一
统地剖析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基
路”倡议在与国际规则对接方面仍
本架构。
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既有某些特定
如何在共建
“一带一路”
中对国
国家对
“一带一路”
相关国际规则的
际规则进行遵循、完善和创新，
则需
质疑，又有后疫情时代中国面对全
要发挥智慧，
并讲求策略。以本书探
球经济衰退和逆全球化风潮应勇于
讨的绿色发展领域为例，
联合国主导
助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
的绿色规则在该领域具有普适性和
任与担当。如何应对质疑，如何实
一定的强制性，但精准性和授权性
现责任与担当，乃是摆在当下中国
低；
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规则的强制
面前极为现实的命题。本书《共建
性、精准性和授权性高，但普适性
“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研究》便适时
低。于是当前共建
“一带一路”
，
主要
就这一命题作出了回应。
以执行东道国环境标准为主，
兼顾联
目前虽有涉及
“一带一路”
相关
合国制定的相关国际规则，
特别是具
国际规则的研究，但还不够全面、系
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定》。
统。本书完成了遵循、完善和创新
如此则成效显著：其一是共建
国际规则的整体思路和路径，这是 “一带一路”
执行的绿色规则适应东
意义重大的工作。
道国国情和发展阶段；
其二是中国为
就本书而言，
集中探讨较多的是
全球仅有的三个建立了绿色信贷指
全球治理、
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相
标体系的经济体之一，共建
“一带一
关规则。当今世界，
以权力主导规则
路”
在绿色金融规则领域具有国际模
设置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规则观、
以制
范作用。但挑战依然明显：
其一是缺
度和规则促进合作为核心的自由制
乏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开展投
度主义规则观以及以多元与协调为
融资合作时遵循《巴黎协定》减排承
核心的全球多层次规则观，
三者并存
诺的相关细则；
二是尚无针对性和实
又相互争执不下。本书择其善者，
聚
操性的环境风险管理规则，
且监测机
焦于通过国际规则促进合作的自由
制和执行机制比较疲软；
三是民营企
制度主义规则观，
探讨了在当代全球
业和中小企业执行相关规则水平
经济治理规则背景下如何推动共建
差。唯有应对这些挑战，
才能在共建
“一带一路”
与相关国际规则的遵循、 “一带一路”
中真正对绿色发展领域
完善和创新，
以及如何推动全球经济
的国际规则进行遵循、
完善和创新。
治理规则的改革和完善。
本书就国际社会针对“一带一
本书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路”
对接国际规则的关切进行了量化
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实践表明，
分析，
就共建
“一带一路”
与国际规则
国际规则能够起到推动合作、增进
的遵循、
完善和创新提出了原则与思
共识的作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
路，
研究了世界银行、
经合组织、
世界
序也是建立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贸易组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织等重大国际合作机制制定的相关
对共建
“一带一路”
国际规则的启示，
国际规则的基石之上。共建“一带
最终就共建
“一带一路”
与国际规则
一路”
向纵深推进，
使之成为各方合
的完善和创新提出了政策建议。
作共赢的多边、开放国际平台，
也必
相信本书将对共建
“一带一路”
须要有相关国际规则作为支撑。
“一
作出更大推动，使之在国际规则的
带一路”相关国际规则不是另起炉
遵循、完善和创新层面上真正获得
灶、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撞， 突破，从而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
而应充分推动与现有国际规则体系
果更加丰硕。

悦

分享

读

《什么是好的教育？——
走进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熊
丙奇著，上海教育出版 2020
年 8 月出版。

好的教育离不开三个
“现代化”
林凡凡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发
布,明确了"到 2035 年,总体实现
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
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
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教育现代化目
标。这个目标如何实现？作者认
为离不开三个“现代化”，即教育理
念的现代化、教育投入保障体系的
现代化、教育管理与办学制度的现
代化。
宏大的目标最终要落实到方方
面面，而这条实践的道路上还存在
不少障碍。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教
育问题，涉及我们对于
“什么是好的
教育”
的回答。
本书作者熊丙奇是著名教育学
者、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主
编、编著、著作图书 30 余本，包括
《大学有问题》
《体制迷墙》
《教育的

挑战》
《教育公平》
《谁来改变教育？
》
《教育熊视》
《中国教育的 100 份诊
断报告》等。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
教育改革与发展。他说，好的教育
应该是从思考
“什么是好的教育”
开
始的。
《什么是好的教育？——走进
现代化的中国教育》是熊丙奇先生
的教育评论集，也是他对
“什么是好
的教育”的回答。本书秉承其一贯
的风格，关注教育热点与现实，
从基
础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乡
村教育现代化三个方面，围绕作者
对于
“好的教育”
的理解，深入解读、
分析，并提出切实的建议。
本书观点鲜明、表达简练、文
笔 流 畅 ，对 于 关 心 中 国 教 育 的 读
者 来 说 ，这 是 一 本 能 带 来 许 多 启
发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