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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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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巨变。
一个退伍士兵，一个下岗邮差，成

为了17世纪超级大国的掘墓人。
这是一心想做尧舜大帝、 中兴明

朝的崇祯帝绝对意料不到的。
论资排辈， 张献忠要强过李自成

一些。
张献忠读过书， 做过延安府衙捕

快，犯事革职后又到延绥镇入伍。
明朝遗民彭孙贻《平寇志》记载，

参军后的张献忠又犯事违法， 按律要
杀头，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向总
兵王威求情， 打一百军棍除名。 这说
明，张献忠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有出
众的能力，得到过领导的赏识。

李自成从小家贫， 被送到寺庙当
小沙弥，同时给地主放羊，十多岁死了
父母（这种经历，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的早年很相似）。 后来跑到银川做驿
卒，没做多久，又碰到了新上台的崇祯
帝改革驿站体系， 因丢失了公文而被
解雇。

祸不单行，没了工作的李自成，还
不了债被告到县衙，好不容易被救出，
他杀了债主举人。

紧接着，老婆与邻居通奸，他又杀
妻逃亡（李自成命犯桃花，原配和继妻
都是给他戴绿帽子，一个被他杀，一个
要杀他）。 他入伍，成为甘州边军的把
总，曾随部队参加京师保卫战，将军克
扣军饷被杀， 李自成被迫参加王左挂
的农民军。 王左挂被洪承畴剿杀，李自
成才投奔舅父高迎祥。

李自成做高迎祥的大将时， 张献
忠已是奉高为盟主的十三支义军之一
的首领。

也就是说，高闯王是张献忠、李自
成的带头大哥， 但张献忠已经有了自
己的独立队伍。 李自成还等到高迎祥
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获后， 才取代舅
父成为新的闯王。 这是若干年后的事
情了。

洪承畴以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
务，重点打击高迎祥与张献忠的队伍。
他与孙传庭联手， 执行内阁辅臣杨嗣
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对义
军各个击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

张献忠向当年的恩人陈洪范乞
降，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 张
献忠投降，却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
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保住了四万
人的旧部。

李自成却在渭南潼关南原， 遭遇
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几近
覆灭， 带着刘宗敏等十七骑仓皇逃至
商洛山中。

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
论及明朝的灭亡，说“献忠系粗才，一
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然张献忠
狡黠，打得过猛打，打不赢就降，一旦
恢复元气又反叛。 这似乎可看出他粗
中有细， 知道怎样做一个谙熟厚黑之
道的阴谋家。

张献忠兵败时， 还找个人给他讲
《孙子兵法》，总结战败的教训。 李自成
不然，没有自己的小心机，不为一功一
利患得失，故时而强盛时而衰，落魄没
有半寸土。

张献忠以降保住实力。
李自成以战险致完败。

2
张献忠工于游击战。 李自成擅长

遭遇战。
杨嗣昌将洪承畴与训练有素的全

部陕西军，调往辽东，防守清军，又向
崇祯帝进言， 将孙传庭论罪下狱关了
好几年，给了李自成、张献忠重整旗鼓
的机会。

崇祯帝没有办法， 只好从监牢请
出孙传庭，寄予厚望，同时交给他一支
多个部队拼凑的军队。 主将纷争，军令
不通，加之时疫流行，粮草不足，兵员
弹药缺少。 在这个混乱的情势下，崇祯
帝不断催战， 逼迫孙传庭无奈草率出
战。

柿园一役， 义军初战不敌孙传庭
的智取， 后以人多势众击溃孙传庭大

军。
郏县之战，孙传庭仓促开战，死亡

四万有余，损失辎重巨多。
潼关失守， 崇祯帝新任督师孙传

庭，被李自成十万大军围攻杀死。
都说后来者居上， 可真正能居上

的又有几例？ 不被甩得更远就不错了。
李自成作为后来者能居上， 赢就赢在
胆识上。 胆识胆识，既要有胆，也要有
识。 此胆，乃敢为人先，敢于创新，大胆
决策，强力推进；此识，乃战略眼光，全
局意识，科学头脑，周密部署。

就连后来由明之降将转为清之名
将的贾汉复，说起李自成，也很佩服他
作战“猛勇有胆略”，而且“御众严，号
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
于诸寇”。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 李自成在
谋士牛金星、宋献策的策划下，改西安
为西京，建国大顺政权，定年号永昌，
设置官制行政，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李自成率两路大军会师北京城下，三
月十九日破城，崇祯帝自缢煤山，结束
了明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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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李自

成大军在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 太监
王德化引导下进城算起， 到四月三十
日逃往西安。 李自成在北京只待了40
天。

这个40天， 三百年后被著名文人
郭沫若写成了著名的 《甲申三百年
祭》。

这个40天，张献忠在忙什么？
已经在武昌自称大西王的张献

忠，建立了大西政权，设置六部和五军
都督府及地方行政。 但是，与其齐名、
各执一军的李自成不高兴了。

李自成派人送来一封信， 说他在
襄阳做了新顺王， 对张献忠占据武昌
称王很不满。

谁是正统？
论实力，张献忠并不亚于李自成，

他有没被明军打散与拆开的老班底。
论凶狠，张献忠失利时，连成群的

妻妾儿女都杀掉， 只留四个能打的养
子。

论威权，张献忠独断专行，李自成
常被自私自利的牛金星左右。

张献忠却惧怕李自成来攻， 趁左
良玉率部攻打武昌， 带着大西政权做
流动政府，南下湖南，东进江西，复还
湖北，地盘大了却无落脚之地，于是再
进四川。

他学不了曹操， 就想做第二个刘
备。

崇祯十七年正月， 张献忠率部向
四川进发，攻克夔州，打到万县时，长
江水涨，被迫在江边驻守了三个月。

李自成在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惊
奇真皇帝所拥有的一切时， 张献忠正
望江兴叹。

就在李自成东征失利、 正式称帝
时，张献忠又被他一生的最强对手、巾
帼英雄秦良玉缠住了。 虽然此战，秦良
玉寡不敌众而退， 然张献忠到处招降
四川土司， 却不敢来秦良玉分兵守卫
的石砫境内。

直到李自成被英亲王阿济格、豫
亲王多铎两路清军追击得如丧家狗，
张献忠才在成都过了一回皇帝瘾，称
大西王朝的大顺皇帝。

他把李自成的国号， 拿来做自己
的年号。

意淫！
张献忠不敢正面叫板李自成，背

地里也恨之入骨。 四川人摆龙门阵，说
一个“张家长，李家短”，把愤怒的他说
得兴奋得不得了。

家长里短为虚荣。
哈哈，张献忠的大顺，比李自成的

大顺，玩得稍久些。
南明政权不理会他与李自成的反

清， 将协同清军消灭他们当作天下第
一大事。

三足鼎立，但二打一的结果，是一
家独大。

大顺败于此。
南明亡于此。
(本文摘自《明史不忍细看》 向敬

之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晨颖

做文学翻译最快乐的事， 就是可以读到很
多闪闪发光的故事。

会发光的故事一般都有着波澜的文笔或者
曲折的情节， 而有些故事却拥有了自己的灵魂，
它们是会呼吸的故事。 翻译这些故事， 不仅要
听得懂它们的语言， 最好还能和它们一起呼吸。

翻开 《世界诞生于午夜》， 12个故事有着各
自的代表符号， 也就是每个故事扉页上的小插
图， 一颗心脏、 一扇门、 一朵花、 一艘小船或
是一点也不吓人的小怪物， 看起来俏皮可爱。

不过这些故事本身并非都是俏皮可爱的。
每个故事都有着不一样的气质， 有的散发出爱
伦·坡式的惊悚和疯狂， 有的弥漫着宗教般的宿
命和忧伤， 有的表白了禁忌之恋的张扬和迷茫，
有的诉说了逝去之爱的温情和惆怅， 有的甚至
带着一点科学幻想。

有几篇故事中还穿插了一两个我们从小就
听过的童话， 比如野天鹅、 长发姑娘、 杰克和
魔豆， 还有亨泽尔和格蕾特尔。 这些童话被放
在故事里陌生的语境中， 变得意味深长， 甚至
有一点荒诞， 却毫无违和感， 因为那些故事本
身仿佛就是童话或者寓言的变体。

故事里的人絮絮叨叨， 将各自的疯狂念头
或是奇思妙想娓娓道来。 这些叙
述看似天马行空， 实际上并没有
绕开世间的喜怒哀乐。 在畸零的
主角身上， 一些情绪被放大了，
而另一些则隐去了。 所谓“畸
零”， 既是身体上的缺陷， 又是
心灵上的缺失， 也代表了一种残
破、 孤独又飘零的状态。 这些故
事将12种这样的人生状态展示出
来， 替他们的灵魂发出呐喊。

这些故事里总有一个倔强的
女孩， 正在经历着某一种人生烦
恼。 她的生活中有同伴， 有家
人， 却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伤感
笼罩在她身上。 她怀揣自己的秘

密或者梦想， 有一点不知所措， 但也没有露出丝毫畏
惧之色。 这大概就是住在作者心中的那个女孩。

看完这12个故事， 我登录了作者后记里提到的网
址， 想去看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镜头前的珍·坎
贝尔戴着黑框眼镜， 头发松散地绾在脑后， 说话的声
音纤细甜美， 语调轻快。 每一期节目里， 她穿着宽大
的毛衣， 元气满满地讲解着深藏在童话背后的秘密，
给人的感觉温暖而狡黠。 不刻意去看的话， 完全不会
发现， 她的手指和普通人有些不一样。 她的双手是残
缺的， 但灵魂却无比丰满。

从专栏里可以看出， 坎贝尔研究了不少童话的渊
源。 那些童话犹如阳光下明媚缤纷的树林， 染了一层
梦幻的色彩， 点亮了无数颗赤子之心的想象力。 而它
们的根部却深埋在黑暗的地下， 扎入现实的泥土里，
形成了比地表那片树林更为庞大的躯体。 这些根系四
下蔓延， 吸取了生活中那些贫穷、 绝望和贪婪的情绪，
过滤掉其中的扭曲和疯狂之后， 留下各种暗喻和谜语，
源源不断地向上输送。

坎贝尔就如同一个女巫， 头顶是童话之树的醉生
梦死， 脚下是人间生活的光怪陆离， 她一边采撷树叶，
施展法术把它们变成故事， 一边把她自己的灵魂也注
入其中， 夹在了故事和故事之间。 所以她写的故事会
呼吸。

我们是一张张正在冲印的照片。
我想知道， 你能看见我的心吗？
坎贝尔在最后一个故事的结尾问道。 那是一颗纯

粹而强大的心。 是作者的心， 也是故事的心。
在翻译的时候， 我能看见。
我希望， 透过我的拙笔， 每个阅读了这些故事的

人也能看见。
(《世界诞生于午夜》 珍·坎贝尔 著 湖南文艺出

版社出版)

《烟雨任平生———品读苏东坡》
盖龙云 著 岳麓书社

苏东坡是家喻户晓的文人， 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虽仕途坎坷， 但
他始终超逸旷达， 心系民生。 本书以政治家苏东坡为关注视角， 书中既有对
东坡诗文的独到解读， 也有对东坡人生的独到感悟， 全书娓娓道来， 不失为
一部饶有趣味、 别开生面的东坡传记。

《朗读者》
董卿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以 《朗读者》 第二季节目为基础， 用12个主题词架构全书， 共收录
62位朗读者的深度访谈， 并以人物小传精炼概括了每位朗读者的人生故事。
图书还新增了 “走进朗读亭” 和 “导演手记” 版块， 展现了台前幕后不为人
知的故事， 为我们更深入、 更直接地了解朗读者提供了很好的阅读补充。

好书摘录

李自成闯进紫禁城时，
张献忠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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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广丽

人生如飘蓬， 聚散终有缘。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
生， 以85岁的耄耋高龄， 追忆
“同生斯世” 的有缘之人， 所怀
悼者达20余位， 他的感慨是“有
缘有幸”， 并以期在怀悼中对他
们的学术地位作出清晰的评价，
有的三言两语， 有的专文撰述，
援笔素描出的人物群像， 是极具
生动的人文景观。

作为20世纪一代奇人王云五
的学生， 金耀基追念老师的两篇
文章颇为感人。 百年中国， 政治
风云变幻， 历数大才通才奇才，
王云五可以算得上一位。 他以一
个小学徒出身， 受正式学校教育
不过五年， 但自强不息， 以牛马
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 赢得“博
士之父” 的雅号， 成为内阁副总
理， 他同时是万有文库主编者、
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人、 现代科
学管理的先驱、 云五图书馆缔造
人、 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
身。 他92年的生命中， 在文化、
教育、 学术、 政治各方面均有重
大贡献， 在世上留下深刻的印
迹， 富于传奇色彩。 对于这样一
位奇人， 金耀基用“人间壮游”
来比拟其叱咤风云、 多姿多彩的
一生， 又特撰有 《王云五墓志
铭》 对其贡献予以浓缩概括， 说
明王云五不同凡响的一生志业，
深具怀念与追思之情。

此书怀人之什， 忆旧散叶，
颇为生动， 但最集中的还是对新
亚书院初创及发展时期的怀悼，
那些深得哲思浸润的学人们， 纷
至沓来的访学、 演讲及他们之间
的素心交往， 时而见出其中的怆
然、 感伤、 忧怀、 悲情， 也让人
见识了一个追随老师、 励耘学
术、 分享先师光泽而走自己道路
的风范学人。

学术文化为一国之灵魂。 新
亚书院诞生孕育于钱宾四先生等
几个书生伟大的文化理念， 亦即
为中国文化继绝学， 开新命； 取
名新亚， 实含有建设和期待一个
新的亚洲文化的雄心大愿。 生于
忧患之际的新亚， 其开创者钱穆
先生， 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
魄。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学者
在拥抱中国学术文化高贵品质的
同时， 不得不忍受清贫寂寞的学
术拓荒。 新亚书院自创校初期，
当时无丝毫经济凭借， 由于钱穆
与唐君毅、 张丕介诸先生对中国
文化理论的坚持， 在“手空空，
无一物” 的情形下， 以曾文正
“扎硬寨， 打死仗” 的精神， 克
服种种困难， 终于获得雅礼协
会、 哈佛燕京社等的尊敬与支
持， 到1963年新亚与崇基、 联合
两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
新亚自此得到了一个经济上长远
发展的基础。 也就在这个时刻，
钱穆先生决定自新亚引退。 对
此， 金耀基先生引用了虚云和尚
的一则故事， 来譬喻钱穆先生的
这种“为而不有” 的精神。 虚云
和尚在78岁高龄之后， 每到一
处， 筚路蓝缕， 创新一寺， 但寺
院兴建完成， 他却翩然离去。 虚
云和尚的这种人生态度， 正是钱
穆先生所欣赏的。 而钱穆先生的
这种济世情怀， 也是金耀基先生

所激赞的， 在他看来， 钱穆先生
实是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钱穆的
创校功德与学术贡献， 让人奋
发， 兴见贤思齐之心。

29年来， 新亚以港币40万元
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
座”， 举办多次讲座。 新亚讲座
的邀请对象， 无一不是酌情考量
的： 第一位， 即新亚创办人钱宾
四先生； 第二位， 英国科学史学
者李约瑟博士； 第三位， 日本汉
学家小川环树； 第四位， 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狄培理先
生； 第五位， 中国文艺理论家朱
光潜先生； 第六位， 中国历史学
家杨联陞……这些具有深厚学术
基础的学者， 经过大时代的波
澜， 他们的讲座呈现出的深度与
广度， 当是让人极为景仰的。 如
小川环树先生， 学养博通而专
精， 不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深
湛渊博的造诣， 同时在中国语言
学上也有不凡的成就， 在国际汉
学会中， 他会用中国话宣读 《陆
游诗及其家学》 的论文， 英华内
敛， 朴实中见其精美。 而他来新
亚主持“风景在中国文学上之意
义与其演变” 一系列讲演， 细致
地透露了他对中国诗学的独到见
地， 使人对这位“清瘦如鹤， 风
度翩翩” 的日本汉学家， 有一接
他言论风采的渴慕。

毋庸置疑， 在海内外学术交
流中， 新亚扮演了一个前瞻性的
特别角色。 金耀基先生作为深孚
众望的学术名家， 作为新亚学院
的传承者， 成就文坛一时佳话，
为海内外所瞩目。 在他笔下， 还
记有与新亚交情甚笃的一群学
者、 友人， 其中有香港中文大学
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 他被称为
“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巨手”； 马
临校长， 一位有古君子风范的现
代学者； 蔡明裕先生， 曾为新亚
设立百万美元基金， 可誉之为
“卓越之追求”； 刘述先教授， 实
为“卓然成家的现代一儒者”；
孙国栋先生， 有“一股特有的精
神气”； 逯耀东教授， “活出了
生命的境界” ……当新亚书院遇
见这样一群风云人物， 在这风云
激荡的时代竟是一件怎样的幸
事？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随着与新亚相关的一代学者的陆
续凋零， 如此风华的人文景观终
渐厮灭难见。 如今长者已逝， 俱
隐入历史长河之中。 金耀基上追
奇人， 下与来者， 谈及的学人往
事， 使人得以滋养与启迪。 生活
在一个文化转型的大时代， 个人
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 阅读斯
书， 在历史人文中寻觅， 感受中
国学术文化之潜德幽光， 体会中
国学人为万世开太平的情志， 也
算是“同生斯世” 之有缘有幸的
心灵会遇。

（《有缘有幸同斯世》 金耀
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