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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琨

7月16日下午， 接到曹琴的电
话，说史鹏老先生新近编了一本诗
选，里面收入了我一首名为《夏日
酷热》的七律。 她说诗集将由湖南
音像出版社出版，配以吟诵。 聊了
一会儿，她把电话交给史老。 电话
那头， 史老的声音并没有任何异
常，他告诉我，入选的多是当代诗
坛的大佬，中青年不多，你是一个。
我知道先生身体不好，只是逊谢寒
暄了几句， 请老先生保重身体，有
时间去看他云云，便挂了电话。

没想到这竟是和史老最后一
次联系。 当7月17日晚曹琴发来讣
告的时候，我真不太敢相信，或许
冥冥中史老在和我们告别吧。

我第一次拜谒史老，应该是在
1997年。当时湖南师大的陶先淮教
授带我参加嘤鸣诗社的例会，印象
中是在天心阁附近的一个小会议
室。 我一名23岁的青年，拿着几张
打印了习作的纸张， 诚惶诚恐，听
着陶教授为我介绍在座的诸位诗
坛耆宿。坐在长条桌尽头的是一位
身材高大的老人， 声音洪亮清晰。
他接过传阅到他手中的习作，一边
看，一边念念有词，左手在桌沿轻
轻拍着节拍。 突然顿住，说：好句！
等到全部读完， 老先生站起来，拉
着我的手，用我现在还印象清晰的
非常真挚的语气说：“写得很好啊，
欢迎你加入嘤鸣诗社。 ”

后来我才知道， 这位史鹏先
生，是嘤鸣诗社的组建者之一。

那几年，我参加了嘤鸣诗社的
大部分活动。 每次，史鹏先生总要
把我拉到身边， 问最近有什么诗
作，待我呈上阅毕，先生总是肯定
多于批评。他说，你们年轻人，要接
我们这伙老人的班， 你们不接班，
传统诗词就没有人继承了。 他说，
年轻人要担起担子， 诗社的事务，
多参与进来。 入社没两年，在史老
和另几位老先生倡议下，我和贺迎

辉兄、张道华兄加入了嘤鸣诗社社
刊的编务工作，先生甚至力荐我为
社刊执行主编。 没多久，在几位嘤
鸣老人推荐下，我和贺、张二兄成
为了湖南诗词协会的理事。

但我那时候工作实在太忙，又
疏懒成性，湖南诗词协会的活动几
乎不去参加。终于让协会的其他人
员感到不满，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
出要撤销我们的理事职务。后听迎
辉兄说，史老在会议上发火了。 他
说， 你们要把这几位年轻人开除，
那我也不干了。

虽然我和迎辉都没有参加这
次会议， 但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
的，符合史老的脾气和性格。 他就
是这样一位老人，对年轻人永远爱
护提携，从不用长辈的语气和我们
说话，也不让我们持弟子礼，他甚
至都不呼我们为小友，而是把我们
当朋友看待。他又是极为谦逊的老
者，有一次对我说：“我的诗写得不
好、学问也不够，我有一位连襟，才
学远胜于我，我为你介绍，可以多
去请益。 ”史老说的，是湖南师大退
休老教授、曾担任过薛岳秘书的何
泽翰先生。 某次诗会上，史老拉着
我到一位老人面前说，这位便是我
说的何申甫先生。何老是位矜持的
老人，会场上没有多聊，后来我在
师大二里半附近开了家书店，与何
老为邻，曾登门请益，先生其实也
是极为和善的老人，他甚至打开线
装书橱让我借阅。

当时嘤鸣诗社二史，一位史穆
先生，一位史鹏先生，兄弟二人俱
有高名，时人拟之为元方季
方，都同样为诗社的生存殚
精竭虑。 当年的嘤鸣诗社为
纯粹民间的文学组织，既无
收入来源也无政府支持，出
刊物只能靠编委会和社员
凑款或诗友赞助。 连每月一
次的例会都屡屡变更地址。
记得有次不知哪位老先生
找到了门路，在西长街一家

破旧旅馆开了一次会，水产市场就
在楼下，鲍鱼之肆，其味可知。十多
位老先生和一两位青春少年在旅
馆房间里聊诗词， 为出刊经费发
愁。 这时我才知道，社刊很大一部
分经费是史穆先生赞助的。史穆先
生是著名书法家，润格很高。他说，
凡属诗社社员介绍过来的“业务”
一律对折，润笔不用交给我，直接
交诗社财务。每次诗社经费出现困
难，穆老必定慷慨解囊。 史鹏先生
为弟，对兄长极尊重，虽然身为嘤
鸣社组建者，但和穆老说话总用征
询的语气。

耆宿渐渐凋零，史鹏先生年事
已高，开始淡出嘤鸣诗社。 诗社由
后继者接手， 我很少去参加活动，
但和史老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住
公路局宿舍，有空我也会去探望一
下先生。 他总要留下我吃饭，问问
我的书店生意和家庭情况。有一次
我带着五岁的儿子去看望史老，史
老听郁文背诵了几首长诗后拊掌
大笑：“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他问
我：“你书店有《燕山外史》吗？这是
本奇书，你可以读读。 ”又问我：“最
近有什么新作吗？ ”

我答不上来。这些年忙于书店
的杂务，几乎没再动过笔了。 虽然
在我心中旧体诗永远都是最爱，但
已无法再写出像样的诗作了。我很
惭愧，年轻时热爱诗歌，得到史老
这样乐于说项的老先生青眼加顾，
却没有达到他的期望，终于被琐碎
无聊的生活磨平了棱角，失去了激
情。

曾德连 赖某深

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
世界丛书》 曾在20世纪80
年代风靡一时，但当时只出
版了35种， 经过了30多年
的坚守与坚持，余下的65种
于2017年3月全面推出，终
与第一辑形成合璧。 它挖
掘、整理了清末以来前人的
出国记述，包括游记、日记、
考察报告等， 对从政治、军
事、外交、文化、民俗等各个
领域研究“西学东渐”、研究
中国怎样从封闭走向世界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
料。

例如，为探求日本富国
强兵之道，甲午战争后前往
日本考察的清朝官员络绎
不绝，其中有受日本军方邀
请考察军事并观看日军军
事演习者留下的一些日记，
为今天了解当年日本军事
动向及晚清军事变革提供
了珍贵史料。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赴
日军事考察团是在1897年，
为北洋大臣王文韶所派，由
补用副将王得胜带队，有山
海关武备学堂教习、天津武
备学堂帮教习、武毅军炮教
习、 东文翻译等人随行，日
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部员梶
川重太郎陪同。演习历时四
天，地点在福冈，王得胜将
此行见闻及观感写成了《前
赴日本会阅该国合操行程
日记》，详细著录了《合操总
略》《南北军分略》及每日大
操时南北军司令部的命令。

两年后春天，日本陆军
大尉井户川辰三奉命来华，

请四川派遣文武官员各一前往日本观看秋季军事
演习。时任四川总督奎俊提议文官以福建船政学堂
提调沈翊清、武官以四川提督丁鸿臣充任。 此行丁
鸿臣著有《东瀛阅操日记》、沈翊清有《东游日记》。
1899年9月1日《申报》亦曾报道丁、沈两人赴日考
察事。参加演习者为近卫师团，分为南北两军，把俄
军作为假想敌，有骑兵、炮兵、工兵、步兵、辎重兵等
军种参加。 演习实战性很强，南北两军互不知道演
习计划，“战斗”颇为激烈。日本天皇，英、俄、美、德、
奥武官观看了演习。 丁鸿臣一行还考察了海、陆军
及兵工、军学。 日本扩军备战尤其是不遗余力加强
海军建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行日本政府特
别重视，由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全程陪同。

丁鸿臣《东瀛阅操日记》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于
日俄战争的预见，书中二处明确提到“二三年内，日
俄之战祸万不可免”，所附《上四川总督奎乐帅（按：
奎俊字乐峰）禀》说得更透彻：日本卧薪尝胆，众志
成城，有与俄决一死战之决心；二三年内两国必有
一战；日本极力拉拢中国，游说、帮助中国练兵自
强，是希望在日俄战争中中国助日；日俄战争无论
谁胜谁负，“其先必以中国为战场，其后必以中国为
鱼肉”。 作者的预见，除时间有所提前，与后来所发
生的历史如出一辙！

丁鸿臣在与日本参谋部两个高级军官的访谈
中敏锐地判断出，西伯利亚铁路开通之日，就是日
俄战争开战之时。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是日本的
“情报之父”，曾单人单骑沿西伯利亚铁路进行了一
次历时一年多的考察，他对丁说“日本急望中国练
兵救急，通力合作以求抵制之道”；他和另一高级军
官都谈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后对东方的巨大威
胁，都陈述了联合中国抵制沙俄的意愿。 由于日本
将中国和朝鲜视为禁脔，与向东扩张的沙俄产生矛
盾，1904年初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建成之际，日军终
以偷袭的方式向俄国不宣而战。

从1901年开始，清朝实行“新政”，在政治、军
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改革，淘汰绿营、编练新
军是军事变革的主要内容。 因此，赴日考察军事的
官员比以前更多。 1901年，日军再次在仙台举行军
事演习。钱德培为江西所派，程恩培为浙江所派，两
人分别著有《重游东瀛阅操记》和《东瀛观操纪事》。
中国方面所派观看演习者不下一百数十余人，严重
超过了日方规定的35人。

1902年秋日本在熊本举行军事演习， 受湖南
巡抚俞廉三所派，陈淇前往日本观看并写有《东瀛
观兵日记》。 他写下了观后感：“今又知战争胜算操
于兵力活动运用之巧与组织保育之优，均须全国一
致联络贯通，而无所室碍。大要以精神为先，而演习
之整齐与器械之锐利，皆其后焉者也。 ”甲午战争失
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仅有北洋舰队参战，而没有像日
本那样举国一致，陈淇强调，战争胜算在于全国一
致，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惨痛教训；军事演习最
能看出一支军队的精神风貌，而演习之整齐与武器
装备之锐利，还在其次。

为何清朝地方高官在此时期热衷派人赴日观
看军演， 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请给倭员宝星折》中说得很透彻：“现值变法自强，
戎政尤关紧要。 日本简练军实，效法泰西，相距匪
遥，又为同文之国，取则较易，有裨戎行。 ”

甲午战争后中俄密约本规定任何一国遭受日
本攻击时，另一方应给予援助，但在1904年的日俄
战争中，清朝袖手旁观持中立态度，这固然和朝廷
中亲俄派失势、李鸿章死去有关，也和日本政府、军
部多次邀请中国官员观看军事演习、 积极拉拢、向
中国示好、分化瓦解中俄关系密不可分。

张国骥

文源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郭世佑教授的《思与
言———郭世佑讲演集》一书，郭先生派他的学生把书
寄给了我，并特别嘱咐，这还是样书，先给我看看。接
到此书，看到装帧精美，内容丰富，我眼睛一亮。

我与郭先生相识是在我去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以
后。他是师大校友，我了解他是中国近代史和法律史
专家， 想请他来母校为学生做一次演讲， 他欣然应
允。 2013年4月2日，在湖南师范大学至善讲堂，他作
了演讲《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残缺与求职创业的
瓶颈性障碍》，深得学生好评。 此后，他每到长沙，我
们总会忙里偷闲聊聊天， 谈谈学术。 与他交谈与交
往，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真”。

《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一书，我读后，觉得
书如其人，也就是“真”。 首先，这真体现在史学上就
是求真相。历史学要求真本身就有许多困难；郭先生
是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近代史要求真就更不容易。
近代史的不少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被搅进了政治之
域，被搞得错综复杂，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给人有点
雾里看花之感； 但郭先生深入研究和思考， 拨开云
雾，力求真相，写出了不少求真的史学著作。

有人说，历史学不就是求真吗？ 求真，有什么可
讲的呢？ 是的，史学的本质与生命就在于真。 但真实
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能读到不少真实的历史，但
同时也看到不少不真实的历史。 历史学家要拨开迷
雾，还历史以真相，就不是那么简单。其实，中国几千
年的史学，遵循的一条底线就是真实。不真实的历史
就不是历史。我们的历史上就有过：“在齐太史简，在
晋董狐笔”；太史公司马迁《史记》的写史笔法，“不阿
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 不
管是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西汉司马迁，还是后来唐
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才、史
学、史识、史德，其底色还是真。 历史学没有了真，一
切都是空谈。 我们说追求真善美，没了真，善与美也
就无立足之地，至少要大打折扣。

所以，这本《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的《自
序》中，郭先生如是说：“无论有无风险，也不管是教
师还是学者， 求真乃吾辈的职业本分所在， 均当坚
守。 我们可以漠视前贤跟风跑堂的结果是什么都不
是的那些鲜活教训，却没有欺骗学生与听众的权利。
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只有让人民知
道真相，国家才有安全。 ”

这个真在于他讲真话。 他说，“历史学可以讲废
话，不可讲假话，这是底线。 ”假话之害甚巨，我们这
代人有切肤之痛。普通百姓讲假话，人与人之间就会
缺乏信任，缺少一种诚实；社会讲假话，就可能导致
社会的道德沦丧；学者讲假话，就会造成学术道德问
题，败坏学术，毒害风气，其危害之巨不可低估。 其
实，我们往往低估了学者讲真话的价值，也往往低估
了学者讲假话的危害。

这个真还在于真情与真诚。 他坚信：“即使再高
明的演讲艺术也不如揭示真相、 传递真诚来得生
动。 ”“真相总是胜于雄辩，真诚可望穿越时空。 ”我
想，真情与真诚总是那么能打动人，这也是郭先生的
这本讲演集从始至终都能打动人的原因之一。

教育家陶行知有一句教育名言： 千教万教教人
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觉得，当教师的，做学问
的， 恐怕古今中外都有一条底线应该守住， 这就是
“真”。 守住了这条底线，才好说其他，才有可能在真
的前提下谈善和美。 有人说：“这真有何难？ 守住真，
太简单了。 ”我说：“你讲这话，不是太天真，就是涉世
太浅。 ”“真”确实简单，但守住“真”又确实不简单。

守住真，郭先生做到了。
（《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 郭世佑 著 文源

出版社出版）

《被遗忘的教养法》
林至信 张文辉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最高明的教育是 “不言而教”，
在当今这个时代， 这本教养书回归
到自然教育， 号召各位家长从恢复
孩子的“正常生活”开始，逐渐培养
孩子独立健全的人格， 让孩子找回
自己，而不是家长代劳一切。

袁柏顺

湖南人的“精气神”，有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渊源，湖湘廉吏群体正
是湖湘精神的培育者、践行者和弘
扬者，是湖南人“精气神”的集中体
现。

日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湖湘廉吏》一书，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特色鲜明的湖湘廉吏群体：蒋
琬、刘瞻、周敦颐、李芾、夏原吉、刘

大夏、范辂、满朝荐、谢振定、陶澍、
左宗棠、彭玉麟……受湖湘文化浸
润和熏陶， 在儒家廉政思想影响
下，他们有的品行高洁、刚正不阿，
有的两袖清风、安于清贫，有的勤
政爱民、清廉自守，有的秉公执法、
不畏权贵，有的正气血性、敢于担
当……他们与奸邪势力、腐败分子
的斗争中，在长期而复杂的为官实
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执
着、坚毅和高洁情操，丰富了湖湘
文化和湖湘精神的内涵，为后人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古贪腐受唾弃，唯有廉者留
其名。 一部廉吏史， 亦是一部反贪
史，是清廉与腐败的博弈史，更是正
与邪的斗争史。 湖湘廉吏群体往往
同时是能吏、良吏。他们具有勤修官
德、品行高洁，公而忘私、清正廉洁，
务实担当、勤政为民，为人刚直、一
身正气等宝贵品质。 他们的人格精
神，为端正官风和社会风尚树立了
良好的风范，曾经在社会历史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这些宝

贵品质，已经融入湖湘文化的基因
中，成为了湖湘精神的一部分。

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必
须打好组合拳，建设廉洁政治必
须保持标本兼治，必须把削存量
和遏增量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把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
的笼子与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相
结合。 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
腐，尤其需要优秀廉政文化的涵
养。 湖湘廉吏身上展示的精神品
格，为当下的党员干部 ，特别是
领导干部，提供了一个廉洁从政
的范本。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该书通过深度挖掘湖湘廉吏
群体的事迹，诠释了湖湘廉文化的
精神特质，对于传承和借鉴我国历
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继承和弘扬
湖湘精神，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廉洁
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借鉴价值。

（《湖湘廉吏》蒋伟 著 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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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告诉你如何爱国》
程美东 沈成飞 赵诺 孙佩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 回顾五四反帝
反封建爱国运动， 梳理分析了运动中的几大
主题：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正确革命意识
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和先进分子
思想的转变， 以及青年学生们所展现的激情
与理性相统一的爱国精神等。 本书亦极富当
代价值， 达到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本质
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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