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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 陈聪

“这哪儿是人睡的地方啊？ ”

“吸氧，快给他吸氧！ ”
2010年，一次野外考察结束，大家累

了一天，回到帐篷休息，谁知过了一会儿，
有人发现钟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面
色乌青，嘴唇发紫，大喘着粗气。

大家想着赶紧让钟扬吸氧， 可这时，
学生朱彬也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正吸着
氧休息。 他一看钟老师不好，挣扎着拔掉
自己的氧气管，想要给钟老师。

谁知钟扬一把抓住朱彬的手：“别动，都这么大的人
了，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

那一夜，没有人知道钟扬是怎么熬过去的。 等到第
二天朝阳升起，钟扬又强撑着和学生们踏上了盘点“家
底”的征程。

从外表看，钟扬是个魁梧的大汉，穿上藏袍还有点
像个正宗的“康巴汉子”，但是他却很少跟人说起，他承
受的是怎样的高原反应———他不像别的援藏干部，从内
地上西藏，只做对口的援藏工作，他同时还承担着很多
任务和职责：大到国家863项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教学任务，小到指导修改学生的论文、上海自然科学
博物馆的图文介绍……钟扬每一样都不落下，每一样都
做得很好。

然而，做好每一项工作谈何容易？ 钟扬经常在半夜
往返于上海和拉萨，而两地之间4000米海拔的高差，让
钟扬在缺氧与醉氧之间不停切换。

可当严重的高原反应向钟扬袭来时，钟扬是怎么做
的呢？

人们找到了一张他在越野车后备厢睡觉的照
片———他身穿一件深蓝色POLO衫， 一只胳膊捂着半边
脸，脸色很差，嘴唇微张，神情非常疲惫，但睡得很沉。

在青藏高原做野外采集， 长途跋涉是常有的事情。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钟扬一般坐在前排，跟司机师傅聊
天，以免师傅打瞌睡。 钟扬的学生徐翌钦一直记得钟老
师坚持和司机师傅聊天的画面：钟老师的高原反应已经
很严重， 但他仍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司机师傅长夜聊
天，让学生们在后座安心睡觉。

当他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 就让学生换到前面，他
睡到后备厢里———他在后备厢的一堆行李上放两个垫
子，往垫子上一倒，然后呼呼大睡。

有一次，两个跟着钟扬一起去野外的
女生在越野车上颠簸得实在受不了，看着
钟扬在后备厢里睡得很香，闹着说她们也
要去那儿睡。 结果两人跟钟扬换了位置，
才睡了15分钟，两个人都吐了。

“这哪儿是人睡的地方啊？ ”
可这就是钟扬休息的地方。 钟扬说，

他个子大，不要影响学生们休息，就这样，
他就睡到了后备厢里。

在很多人的眼里，钟扬不像一个一般
意义上的导师，更不像高校里前呼后拥的

“老板”。 在青藏高原的无数次野外采集
中，钟扬不仅跟学生们一起一点一点地收

集种子，还为了给大家加油鼓劲，坚持走在前面、采在前
面。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德吉忘不了钟扬气喘吁吁
的样子———

在海拔5300米的卡若拉冰川，钟扬带着学生们采集
夏季雪线以上的植物标本， 到了最后1000米的时候，好
几个小伙子都累垮了，瘫倒在地，此时的钟扬也因为高
原反应一步一喘，但他还是不停地一边喘着气一边给大
家鼓劲，直到学生们都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钟扬长期患有痛风，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 徐翌钦
说，自己以前一直不知道痛风究竟有多痛，后来有一次
钟老师对学生们说，痛风痛风，就是痛起来让你发疯！

有一次，在野外采样时钟扬犯病了，腿痛得难以走
路。 可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学生们上山不
安全。 吃了些随身携带的药物，钟扬捡起路边的一根粗
树枝，就这样拄着树枝步履蹒跚地带大家上山。 每次他
总是走在最前面，确认安全了再让学生们过去。

钟老师到底睡了几个小时？

2017年5月，西藏墨脱。
凌晨1点半， 跟着钟扬来墨脱采样的边珍在路边一

家馒头店的木板房里睡下了。
青藏高原的野外采集往往历时数天，星夜兼程是家

常便饭，墨脱尤其如此。 墨脱县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
的县，这里的公路被称为“最难修的仙境公路”，一路坐
过去颠簸不断，日程也非常紧张：1点半睡，4点半起，6点
半吃完饭去采样，一采就是一整天。

可这天夜里，边珍已经困得不行，却听见钟扬所在
的隔壁屋还有动静。

这么晚了，钟老师在做什么呢？

边珍仔细听了听，原来是打字的声音———钟老师还
在制订采样的计划，修改学生的课题。

边珍心里有点难受，但是她来不及细想，无边无际
的困意已经袭来。

不知过了多久， 边珍隐隐约约又听到隔壁的声音，
她一看时间，还不到4点半，转了个身又睡了过去，再醒
过来的时候，已经快5点。

“赶紧起来吃饭了！ ”是钟扬的声音。
边珍一下子坐了起来。 她都没来得及帮钟老师做早

饭！心里不禁一阵愧疚。边珍赶紧洗漱完毕，到了木板房
外面，发现大家都已经起来。 除了榨菜、酥油茶和馒头，
钟老师还给大家做了一道蒜薹炒肉。

边珍心里浮起一个问题：
钟老师到底睡了几个小时？ 1点半了，他还在电脑前

忙碌，不到4点半，钟老师已经起来给大家准备早饭。
6点半， 从馒头店出发， 一行人又踏上了采样的征

途。
钟扬虽然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但他走在前面，始终

都是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 走着走着， 钟扬的话不那
么多了，边珍知道，他是真的累了。

“钟老师，您昨天晚上都没怎么休息吧？ 您太累了，
要不您在车里休息一会儿，我们自己去采就行了。 ”

“没事，一起。 ”钟扬喘着气，青着脸，短短四个字，语
气坚定。

后来的结果是，钟扬始终没有退下阵来，倒是一直
等在车里的司机师傅被钟扬的精神感动了：“钟老师年
纪这么大了，还亲自采种子，我们也来搭把手吧！ ”

钟扬一看司机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更来了劲，一边
采样一边认真向司机师傅介绍各种植物的特性，手把手
地教司机师傅怎么采种子。

“其实钟老师很纯粹，他表现出的是一种对采集种
子、对科研的热爱。 哪怕是身体那么累，他还是愿意自己
一颗一颗地去采，他完全是靠他的这种热爱、这种意志
力在撑着。 ”每每回忆起采种子的经历，边珍就一次又一
次地被钟老师的精神所震撼着、感动着。

每次外出采样，往往没有条件做饭，中饭甚至晚饭
都只能自备干粮。 钟扬最常带的一种干粮是“死面饼
子”，是一种慢火烘烤出来的干饼，因为它不好消化才顶
饿。 他跟学生们半开玩笑地说，“死面饼子”加上凉菜和
午餐肉，就是一顿野外佳肴。

钟扬还打趣说，干饼没有滋味，但人饿了，它就相当
美味，因为“饥饿就是最好的味精”。

(选摘自《种子钟扬：一个新时代奋斗者的人生答
卷》 陈芳 陈聪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八十年代的
文化气息

陈越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
思想文化领域中，有著名
的三大文化团体：“走向
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
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
与世界”编委会。 当时我
和汤一介先生认得，不太
熟，我对文化书院也不够
了解，于是我分别找了我

比较熟悉的孙长江、庞朴、李泽厚先生商量，他们一
致赞同。 孙公、庞公都在书院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就
直接与汤先生商定此事。 这样，我和汤先生面谈后，
1991年8月28日汤先生带我去季羡林先生家面谈，
第二天书院院务委员会执委会上就决定我任中国
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副院长，负责书院
日常工作。 这一任职持续至今， 在我的事业天地和
感情世界里，都留下了浓郁的笔墨，我对汤先生和
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始终怀有致敬之意和感恩
之心。

然而，要来写中国文化书院，却需要尽可能和感
情保持距离。

如何评价中国文化书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
想文化大潮中的作用和位置?2014年12月， 在举办
中国文化书院30周年庆典时， 我做过一个视频致
辞， 我这样概括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是八
十年代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唯一
保持活动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和
思想的延续；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
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它
代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
‘五四’ 以来历尽动荡与政治风霜的学术老人和老
中青三代学者，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
严与梦想的传承。 ”

我想，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书院是恰当的。
2014年秋，我编辑整理的《几度东风，几度飞

花———汤一介先生谈中国文化书院》全文在中国文
化书院30周年纪念册刊出。 汤先生无意间的一句话
触动了我———汤先生在回忆1988年秋至1989年秋
书院内部的分裂事件时说，“反正那些材料都还在
书院的铁皮柜里”。 于是我打开了那个铁皮柜。 这里
有二百多个档案袋，没有编号，没有分类，从未有人
一一打开整理过。 我非常庆幸它们的原始状态，只
要有过当事人整理，就会有意无意地在取舍中失去
部分真实。

此后两年多里，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对这个
两米高铁柜里的二百多个档案袋，常常是一天10个
小时，完成了这本主要基于中国文化书院历史档案
资料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所以，我真正用
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时间都花在了几千份档
案资料的整理中。

在这里，不得不特别提到一个人，刘若邻女士。
2016年5月办完退休手续的她， 原是中国文化书院
的财务总监。 书院的档案资料记载， 她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系，1988年2月从北京市化工总公司
财务室调入中国文化书院任会计，时年26岁。 她在
书院的高峰期进入书院，但在书院陷入困境时依然
坚守，一晃28年，青丝成白发。 档案文件保管本非会
计的职责，但在很长时期中，书院办公室的专职人员
只有她一人， 她就把这些文件袋视若她的财务账
本，28年里，书院搬家八次，一次一次地打捆装运，
一次一次地解绳装柜，“一个也不能少”。她从来不去
掂量这些文件有用没用，值不值得她如此费力，她只
是守护。 我在写作此书时常常想， 中国文化书院真
该感谢刘若邻，用“感谢”都太轻了，应该用“致敬”!
�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份个案研究，

是基于史料的个案研究，是主要以团体内部档案为
据、观察团体内部事务为主的个案研究。

所以，本书的特点为：还原中国文化书院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人与事，重当时文字资料
(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不以当事人记忆为基础)；重
事件过程 (以重现历史过程为重点而不以诠释和评
论历史为重点)；重内部观察(以所研究个案的内部
事务为焦点而不以该团体与外部事件的互动为观
察焦点)。

本书在对资料的处理中以文字资料为主， 对当
事人的访谈记录为辅；文字资料中离事件发生时间
越近的记录，优先级越高；对所有资料尽可能互相
验证，并以事件展开的逻辑来验证。

本书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所涉人物处事之是
非曲直评判，均严格限定在当时当事，即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范围之内。

上世纪八十年代乃风起云涌之时代， 多的是朝
东暮西的潮流，多的是喧嚣一时的事件，多的是慷
慨悲歌的壮士， 中国文化书院只是洪流之一舟，迎
风踏浪于其间。 然而，本书注重于书院内部事件和关
系之观察来透视时代背景，非从大时代大事件的角度
审视其中之一书院，着眼于细枝末节在所难免。

最后，我必须表达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中国
文化书院的每一位学者、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由衷敬
意，你们那一段的人生经历，不仅仅只是你们个人
的记忆，它还属于国家和时代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曾主持“中华古
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致力于中西跨文化交流事业。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 陈越光 著 三联书店
出版）

李巍

朱大可在当代文坛上， 历来是一个备
受关注的焦点， 关于电影、 文学、 文化心
理乃至音乐、 美剧， 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
现场， 你都可以听到他与众不同的声音。
就在读者已经习惯于他对于文化批评的独
特解析话语时， 朱大可却折身进入了神话
研究的领域， 并捧出厚厚的学术专著 《中
国上古神系》， 显示了他要厘清中国神话源
起的探索。 就在大家迷失在他研究体系的
迷宫中时， 朱大可又推出了一系列的有关
经典神话传说的小说创作。《古事记》系列就
是他关于这方面创作的一个汇集，这个系列
包括《字造》《神镜》《麒麟》三部作品， 可以
说它们集中体现了朱大可神幻创作的鲜明
特点。

首先是对经典故事的全新演绎。《字造》
《神镜》《麒麟》分别对应的是关于仓颉造字、
李阿护镜、郑和下西洋的经典故事。 朱大可
用一只魔幻的笔， 给这三段传说披覆上了
一层神幻诡丽的色彩： 汉字的发明中深藏
着人心的秘密， 如何用字符去弥补这个
危机四伏的世界， 一场关于人类命运的
字符战争揭开了序幕； 李阿的神镜拥有盗
梦空间的效力， 神镜的持有者可以自由穿
越镜面， 并掌握空间转换的宇宙秘密 ；
郑 和 下 西 洋 带 回 来 的 麒 麟 则 见 证 了
大 明 王 朝 深 宫中的恩怨 ， 与被漂洋过
海带回的神兽故事相比， 人世间的这些
欲望、 生死和忧伤， 读来更令人心悸。 在
对这些故事的全新释读中， 时空感在人性

的真实还原中悄悄隐退 ， 迷幻感随之产
生， 这应该说是朱大可小说创作最迷人
的质感。

朱大可的神幻小说是他调动了文学、
考古、 历史等多渠道知识， 共同浇灌出来
的思想花朵。 文学需要想象和飞升， 但关
于神话传说的想象， 因为跟当下生活的距
离太远， 很容易使创作溢出事实的框范，
朱大可引入了大量的历史和考古知识， 有
效地防范了这一问题的发生， 并且同时增
补了这一类传说故事的依据性合理性， 使
阅读的流畅建立在知识的平稳建构之上，
这是朱大可神幻小说完全不同于流行的穿
越故事之根本所在。 正所谓所有创作的自
由， 都是材料精心架构的结果。

华丽的语言与深入的探索形成了朱大
可小说完美的张力。 朱大可文字瑰丽变幻、
富有穿透力， 平淡无奇的词语经他排列组
合， 便魔幻般地具有非凡的穿透力。 他的
语言被批评家称为“朱语”， 是一枚镶满了
宝钻的洛可可箭矢， 华美又精准。 在 《古
事记》 的写作中， 朱大可依然贯穿了他标
签式的话语风格， 无论是仓颉造字的困惑
疑虑， 还是李阿镜阵的扑朔迷离， 抑或麒
麟眼中的荒诞离奇， 都在他的话语中得到
了流畅舒展的表达， 读者甚至常常可以在
紧张的故事情节中停下脚步， 只为欣赏他
这风格独特的语言。 能让自己的语言和故
事形成某种张力， 这大约是每个小说家都
想要的最好对抗角力了。

(《古事记》 朱大可 著 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

《计算未来》
沈向洋 〔美〕 施博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
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了什么是
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 ， 以及人工智能将给
未来生活 、 工作带来的巨大变
革 。 它所包含的各种洞见 ， 对
于思考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影响
以及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所
应担负的责任 ， 具有无可替代
的价值 。 与此同时 ， 本书还提
醒人们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
的问题和挑战。

《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
黄相怀 著 红旗出版社

本书回答当下党员干部热
点关切的问题 ， 什么是政治上
的明白人 ？ 如何成为一个政治
上的明白人 ？ 成为一个政治上
的明白人必须要讲政治 ， 成为
一个行为上规矩的人； 学政治，
成为一个头脑上的清醒人 ； 用
政治 ， 成为一个策略上的高明
人，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特别推荐好书选读

走马观书

《真爱伴侣：
在亲密关系中修行》
余高大 李戈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亲密关系的建立和持续经营
几乎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的甜
蜜而繁复的功课。 本书通过十个
章节描绘出一幅成功的亲密关系
励志地图， 这也是成为真爱伴侣
所必需的路径。 书中不但阐述了
亲密关系中的各种障碍 、 冲突 、
曲折与陷阱的起因和缘由， 同时
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

读有所得

一场文学的
奇幻漂流

奋斗者的人生答卷种子钟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