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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夫

疾风呼啸，端详
雨丝飘下落花的淡蓝
色封面，右首写着书
名《细雨下点碎落花
声》，作者为美学大师
宗白华。生于上上个
世纪 90 年代的宗白
华教授，与同时代叱
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和
著述丰厚的学者们比
起来，留下的身影似
乎过于单薄，但其思
想的价值绝不可小
觑。对人类生活的睿
智见解，使他的美学
思想一直走到今天。

比较一下他的代
表作《美学散步》与这
本书，会发现两者有
很多相同的篇幅。这

位以中国艺术里的精神和境界为研
究对象的学者，秉持探寻“使人生生
活成为艺术品般的创造”的基本立
场，自有他特殊的价值追寻——从生
命情调入手，改造机械、自私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或者人格真的可以
改造吗？

书中或多或少给出了答案。宗白
华教授认为，生命情调与自然景物交
融，成就了艺术的“意境”。而意境被
他称为艺术家创作的中心之中心。正
是审美让我们沉浸在大自然和艺术
家创造的灵境内，从而改造了自己的
生命。《细雨下点碎落花声》中，处处
蕴藉着雨下落花声声碎的美境，必使
身临其境的读者获得身心无比愉悦
的感受。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从独处中发
现美的起点，到寻找美，从静观中体
察各式各样的美，再到感悟一切都在
美中。作者似乎在告诉读者，不必追，
美无处不在。

孤独时为何有美？此时最易看出
我们思想智慧程度的高下，一个思想
丰富的人丝毫不会觉得寂寞。孤独时
寄情于诗、音乐、雕塑、建筑和文学
中，尽力使我们的人格得以发挥，使
自我在对象中充分表现，这个过程成
为人类人格上进化的阶梯，而美自在
其中。于是书中提到有哲学家赞美歌
德：极尽了人性，如此伟大，鼓动我们
努力向前做一个人。

美从何处寻？美存在于我们的生
活里。回溯中华五千年文明，它渗透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敞开心扉，用
心感受，会在先秦工艺美术与古代
诗、画、文学，以及敦煌壁画的原始境
界，还有晋人浪漫、史诗般的个人生
活史里发现它。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
的美，一是自然的美。作者在这一部
分做了大量文学上的引用，甚至包含
他自己的一首流云小诗，用以说明万
事万物和文艺流光无不诠释着美。

艺术源于现实，它根基于对万物
的酷爱，诞生于自由深沉的自我。在
第三部分中，聚焦中国艺术意境、文
艺境界，艺术与社会生活、与自己的
关系，由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己，才
知歌德所说“人生，无论怎样，它是好
的！”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作者
写道：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
也。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而为象
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
化，这就是“艺术境界”。

艺术境界主于美。所以一切美的
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
射，是无所谓美的。

宗白华教授字里行间流露的思
想光芒，像穹顶孤星般闪耀，照亮我
们寻美的历程。我们通过阅读和这位
美学大师相遇，从此在艺术人生中展
开对美的感悟，也在生命的中心去做
发挥自身人格的创造。

在人心普遍浮躁的现代社会，
《细雨下点碎落花》用美的范畴重新
估定人生的价值，使我们能返于“失
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
得生命的中心，得真自由、真生命。

（《细雨下点碎落花》 宗白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鲍广丽

董宁文老师主编的“开
卷”丛书，书香墨韵，总有一种
气息相通。“开卷书坊”第八辑
依然是汇辑文人书事，听 6 位
息息相通的读书人谈书论往，
实为一件有益身心的清凉事。

立雪虽无缘，程门可窥
微。金陵雁斋最是书香能致
远，徐雁先生借《转益集》一书
怀师念友，回忆有缘面谒并亲
炙的文坛学界师长，包括“中
国书评之父”萧乾、古典文学
家程千帆先生等共计14人。作
者谨将其中的一些难忘往事
写出来，足以了解到二十世纪
文教中人的某种精神风貌，既
追昔，又抚今，于读书人颇有
薪火相传之意义。

《文学报》资深编辑李福
眠老师购书淘书，浸淫书林日

久，历睹书林陈事，温煦融畅，混混雅致，
老派读书人风味可想。《疏林闲览》书中所
谈，既有张佩纶之藏书，也有陈苍虬经眼
之眉批，还有李鱓的题款、鲍臆园的手札
……内容纷繁厚重，文字古雅有味。虽是
滚滚红尘中的随性书札，却有史有识，有
情有趣。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犹如波澜壮阔
的多姿画卷，映现着无数星光灿烂般的杰
出人物，忠实地反映这些杰出人物及其生
活的时代，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义不容
辞的光荣任务。罗银胜先生笔下的王元
化、贾植芳等人都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成
果，王元化的新启蒙学术与反思曾经影响
了一代人；巴金、杨绛先生是文坛巨匠；赵
景深、朱东润、钱谷融、何满子先生是文史
学者，都是文化名家，作者深受他们的人
格、道德文章的召唤，出于对文化的敬畏，
对文化大师的崇敬，一直在寻找机会推广
传播他们的事迹。阅读《绝响与回声》一
书，作者采访这些名家后所写的故事，给
人生动亲切的回味。

中国近现代期刊事业之发达，可居世
界之林之前锋。藏书家韦泱兄就自己所藏
所见期刊为例，汇成《旧刊长短录》一书，
所谈虽仅沧海一粟，然已可窥苍茫，气象
万种。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写文凡60篇，大
都是亲聆耳闻并加以细考的第一手史料，
从一九一七年创刊的《银行周报》，到1985
年创刊的《漫画世界》，时间跨度逾一个甲
子，不但写出旧刊的出版梗概，更深研所
涉人物的生动细节及背景故事，读来不但
益知，更见世事的沧桑，人文的温润。

金陵学者金小明老师，常在心远斋灯
下漫思，他的观览随笔、编辑手记，或关注
民国人物，或考索旧时文事，所论篇什，取
材和感兴均于“书”字不离不弃，是以辑成

《书边小集》。内容不仅有国立中央大学的
鸟瞰照片、赛西尔·比顿的《中国影集》、童
寯的现代建筑，还有陈梦家的佚诗、周越
然集外文、周廉臣的逃亡日记、卞之琳先
生的来信等民国文人书事。其中，探佚郑
振铎“失踪”一案以及郑与徐微交往的故
事，以近两万字长文写就，可为研究郑振
铎提供史料佐证。

子聪先生的《闲话开卷续编》，因蕴含
了大量当代稍纵即逝的人文信息，既可作
小品文，也可作为文史资料品读，始终赢
得书林读者的喜爱。作者善结文缘，这次
特邀邵燕祥、钟桂松、眉睫、严晓星、王犁、
朱航满 6 位师友作序。6 人序文所包含的

《开卷》信息，终成为一道动人风景。
抚“开卷”八辑，令人感慨寄意。青灯

史笔，闲览书林，始终是“开卷”的人文底
色。当时只道是平常，或许多年之后，于诗
意的灯晕下忆起这曾有的闲读之乐，不胜
怀想之至。

(“开卷书坊”第八辑 董宁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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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传说》
[英] 马拉奇·泰莱克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从众所周知的亚特兰蒂斯岛到神
秘的极北之地，从西方神话故事里的
赐福岛到东方日出之地扶桑岛……书
中收集了24座不存在的岛屿的故事，
读者可以看到人类对于海洋永不减弱
的探索欲望，对那些充满未知、未能抵
达之处所投射的属于自己时代的思想
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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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湖南师范
大学周庆元教授所
言：“张楚廷教育思
想是一座值得深入
挖掘的富矿。”作为
身处湖南的教育研
究工作者，我自然
经常要到这座富矿
中 转 转 、想 想 、学
学，然后尽量做做。

黎 利 云 博 士
10 多年来一直在
研究张楚廷先生，
阅读了大量张楚廷
校长与教育学、与
哲学有关的书籍，
经常向张校长当面请教，思考写作
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堪称张楚廷
研究专家。新著《吾爱教学——张楚
廷“五I”课程哲学的理论与践行》是
他研究张楚廷的集大成之作，读来
感慨很多。

他抓住张楚廷一个很重要的课
程理论即五I课程观，以点带面深入
研究张楚廷先生，将张楚廷教育思
想与古今中外教育家、思想家的理
论建立有机联系，建构了将多种理
论组合实现互补融合的模型，推出
了自己的六 P 教学理论（即 Prog-
ress-进步、Projects-项目、Pas-
sion- 激 情 、Patient- 耐 心 、Part-
ners-伙伴、Play-玩耍）。即如张楚
廷批判继承泰勒、多尔等人的课程
思想一样，利云博士的做法不只是
阐释了张楚廷，而是在阐释的基础
上进行了借鉴与创造，建立了自己
的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可以说，
阅读《吾爱教学》不仅可帮助我们更
加深入了解张楚廷教育思想，也看
到了黎利云博士的超越。

《吾爱教学》有利于我们系统了
解张楚廷的五I思想。利云博士的著
作将张楚廷的五 I 课程哲学作为一
根主线，从五I是什么、是怎么来的、
与国外同类思想有何异同、有什么
作用等方面阐释了五I的方方面面，
把张楚廷的相关思想做了归纳与梳
理。30多万字的专著，一根主线贯穿
到底，如滔滔不绝之江水，读起来感
觉畅快淋漓，对张楚廷的思想理解
也就更加全面深入。

《吾爱教学》能帮助我们获得张
楚廷为什么能干一行成一行的答
案。他觉得，张楚廷能坚持不懈地思
考和行动，除了他对天地、祖宗、民
族的感激、感恩与敬奉外，还因为他
本人就是五I理论的坚定实践者，他
对事物具有寻根究底的浓厚兴趣

（Interest），喜欢充分占有与使用信
息（Information），对已有观点敢于
深入质疑（Inquiry）与批判，对灵感
与直觉（Intuition）愿意虔诚尊重和
及 时 捕 捉 ，对 人 生 智 慧（Intelli-
gence）有着强烈的向往与真挚的热
爱。

黎利云博士借阐释张楚廷建构
了自己的学术理念与教育追求。泰
勒、多尔、张楚廷、黎利云等等思想
者彼此观望着、关照着、成全着，在
批判中借鉴、继承、超越，这是学术
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希望看
到的良好现象。

（《吾爱教学——张楚廷“五 I”
课程哲学的理论与践行》黎利云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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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抽烟的时候想：如果太太让你
在床上抽烟，那就是完美的婚姻
了。没错，这是林语堂。

在英国的家旁边搭一小木屋，
专供自己抽烟。与林语堂一样四海
为家的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
座教授钱锁桥，这样找到自己的

“闲适”。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林

语堂，30 年里，钱锁桥一次又一次
发现这位生活达人不太为人所知
的“小确幸”。他甚至将林语堂与鲁
迅、胡适共同视为中国现代性的标
杆，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
标。钱锁桥的根据何在？

“林语堂更适合 21 世纪。”12
月 8 日，长沙止间书店，《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新书分享
会现场，钱锁桥慢慢还原兼具批评
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
林语堂，并接受湖南日报记者专
访。

“林语堂既知悉英语世界的知
识思想，又坚决捍卫中国传统文化
价值，其一生的跨文化实践之旅，
或为中国文化之重生提供了一条
路径。”

林语堂是世界的，
他更属于21世纪

湖南日报：您将林语堂与鲁
迅、胡适视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
三个坐标，会不会有您长期研究林
语堂而带有的主观成分？如果他可
以成为三个坐标之一，您的依据
是？

钱锁桥：当然会有我的主观意
识。虽然是写史，也一定是有态度的。
但我这个主观意识不是投射在林语
堂个人身上，我是想探寻中国现代性
的途经，而林语堂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口。

“三足鼎立”是我在《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这部传记的
第一章中作为引言提到的，但我其实
希望读者读完该书后能和我产生共
鸣，能理解我真正要说的意思。鲁迅、
胡适和林语堂他们的文化取态有所
不同。林语堂认为要把中国文化现代
化，而不是全盘西化，他对世界文明
有关怀，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
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可以说，林语
堂更适合我们当下的政治和生活形
态。

我认为，鲁迅和胡适都是20世
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 20 世纪
的，还属于我们 21 世纪；不仅是中
国的，还是世界的。

湖南日报：为何说林语堂是一
个“棋子”？30年是一个不小的时间
跨度，研究过程中您对他本人的理
解有何变化？

钱锁桥：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
究福柯和西方“理论”开始，但我越
往深处钻，越觉得这不是我要关注
的。福柯探讨的是西方的现代性，
我关注的是“中国现代”，现代中国
发生了什么，“新中国”从哪里来。
福柯等西方理论家探讨的西方的
现代性，没有中国元素，而且我觉
得他们的方法、视角、话语方式，来
自西方的经验，不能完全套用于中
国的经验。

我从1994年开始写博士论文，
确定开始做林语堂研究。我想探寻

“另一种”理论，中国现代性的另一
种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林语
堂的认识，本身也在随着时间以及
我自己的经历不断加深。也可以
说，林语堂是一个“棋子”，我通过
挖掘他来梳理我自己的历史，来发
现我自己，看看我们本来是不是可
以有另一种现代性途径，现在和未
来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林语堂求学背景的
关键词：“中西并举”

湖南日报：林语堂的个人经验
和知识结构，似乎与他同时代的文
化人不太一样。这是否影响到他的
文化态度？

钱锁桥：我们知道，胡适、鲁迅
这一批文人，都是从私塾里走出来

的。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所以从小就念教会学校，后来在当时
非常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念书，始
终在西方教育的语境里。林语堂在上
学时出类拔萃，热爱参加活动，英文
也特棒，他用英文发表过散文、小说，
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应该是很少有
的。所以也可以把他这种情况称为

“本土留学”，因为他是在国内接受了
一整套西式教育。

彼时刚好废除科举制，一代人都
跑到国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林
语堂在他们中间最特殊的是，他从大
学开始就一直兼顾中学和西学，我觉
得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在哈
佛，他学的是比较文学。到了莱比锡
以后，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古汉
语之音韵学》，那是需要很深厚的国
学根底才可以写得出来。同时他也关
心欧洲文化，除了英文以外还学习德
文，课后自己翻译海涅的诗。

而且他不局限于书本，他还喜欢
实地去走，去看，身体力行体验西方文
化。我觉得贯穿林语堂求学背景最特
殊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中西并举”。

湖南日报：您在书中提到，尼采
对于青年林语堂和对于青年鲁迅的
不同影响，您是怎样看待这两位作家
从尼采出发得出狂人和浪人两种不
同的美学态度，我们又可以从中汲取
什么经验？

钱锁桥：尼采在西方是最具反叛
精神的哲学家。尼采对鲁迅，特别是
青年时期的鲁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界中，没有
人比鲁迅更有批判精神。他要求新，
要推翻，要反叛。

林语堂与鲁迅的态度不同，虽然
他有很反叛的一面，但也有很中肯的
一面。这里面涉及到每个人的知识结
构的不同，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林语
堂在圣约翰大学时期，受的是英文教
育，但他当时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中
国文化，他是在用英文写中国文化。

他的视角，在当下的全
球视野中仍然为我们开启
一扇窗

湖南日报：您说林语堂不仅“学
贯中西”，且真正生活于两个世界。而
您也有中、西两个世界的生活经验，
而且你们都是学比较文学出身。这种
语言、文化的跨境和跨界，对您理解
林语堂，而且是不一样的林语堂，有
怎样特别的帮助？

钱锁桥：理解林语堂，能有中、西
两个世界的生活体验，当然很重要。
我自己的跨文化履历对研究林语堂
有很大的帮助。

我虽然是学英语出身，但到英国
前对英国的了解都是纸面上的，对纽
卡斯尔更加不了解。去了之后才知
道，原来，纽卡在19世纪可是英国工
业革命时期的重镇，它是有名的“煤
都”，也是造船中心。我在写这本书
时，又读到林语堂抗战时在《纽约时
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他要告诉美国，
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是坚定不
移的，这毋庸置疑，如果质疑这一点，
那 就 等 于 是“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把煤运到纽卡斯尔）”。

我读到这儿时惊呆了，不得不
佩服林语堂的英文，我要是没来纽
卡，绝对不可能理解这句西谚。然
而，并没有记录显示林语堂来过纽
卡。我把这句话讲给我同事听，问
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说法，他们
都乐了。

湖南日报：这本书的副标题——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可不可以这样
理解：在我们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中国传统文
化在世界文化大潮里该如何存在、如
何动作，林语堂是一个非常好的样
本？通过这个样本，您得到了怎样的
答案？

钱锁桥：林语堂让美国人看到中
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同时他又将西方
文化里非常可取的东西向国民不断
传播。他是向美国输出中国文化的窗
口。这样一种视角，在我们当下的全
球视野中，仍然可以为我们开启一扇
窗户。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
之道》钱锁桥 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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