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理群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

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第一篇就是《论

“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

个人都会骂，不过有的人公开骂，像我这样

的人讲文雅，公开场合不会讲，但私下里对

讨厌的东西也会说“他妈的”。

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不

仅谈了，他还要论，要“考证”“他妈的”作为

“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为什么从晋

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

身大家族，就什么都有；你出身寒门，就什

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

身的人当然对仅凭出身就耀武扬威的大家

族子弟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

抗。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你神气活现，不

就是有个好妈吗？那我就骂“×你妈的”，这

就出了一口气，心里也似乎好受一点。

这或许可以说是“迂回胜利”吧，但在

鲁迅看来，这是“卑劣的反抗”，是阿 Q 的

“精神胜利法”。这样，鲁迅就从“他妈的”这

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

是中国国家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

是国民性的弱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中

国社会还有等级制度存在，就会不断地有

“国骂”，有“他妈的”。

我要郑重推荐给大家的第二篇文章，

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很多人都认为

鲁迅是说真话的，但鲁迅却说：“我不想讲

假话，但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

部说出来。”

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冬

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

孩。那时候有很多地方发生水灾，这个小女

孩正在为灾民募捐。她见到鲁迅就抓住他

的手，请求捐款。鲁迅知道，当时的国民党

政府相当腐败，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

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

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

但是鲁迅问自己：能把这些话讲出来

吗？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给了小女孩。

小女孩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连声谢谢。看着

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手的温热还感

觉得到，但鲁迅分明感到，这手温像火一样

烧灼着他的心——他骗了这个女孩子！

鲁迅又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

那个时代，我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

是非常受震动的。我觉得，能够公开说真话

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

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

得到我们的尊重。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

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

应该“如何言说”？这就要谈到鲁迅《野草》

里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立论》。鲁迅设想

了一个梦中的情景：一位老师讲了一个故

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

候请亲戚朋友喝酒。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

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位客人

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得到了众人的

欢呼。这就说明说真话要遭打，说假话反而

受欢迎。学生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

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老师

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

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方式：第一种，

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

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就是说模

棱两可的话。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这

三种选择，但谁也不去想它，不敢去正视

它。但是鲁迅正视了，想了，还严肃认真地

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在这里。

（本文摘选自钱理群著《钱理群讲

鲁迅》，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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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科

“陆埮星”是一颗小行星，本身不发光，当

太阳光照耀在“陆埮星”上时就可用大望远镜

看到。

2012 年 2 月 23 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编号为 91023 号的小

行星被命名为“陆埮星”，以表彰陆埮对天文

学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

陆埮长期致力于粒子物理、伽马射线暴

（简称“伽马暴”）、脉冲星、奇异星和宇宙学等

领域的研究。其中，他最为著名的研究是一些

特殊恒星系统演化到最后产生的、能量仅次

于宇宙大爆炸的伽马暴。他的研究成果填补

了中国在高能天体研究中的空白。

1932 年 2 月 ，陆 埮 出 生 于 苏 州 常 熟 县 。

1953 年 10 月，他因为优异的成绩，免考录取到

北京大学物理系。陆埮在北京大学受益匪浅，

除了知识以外，最重要的是严谨求实的科学

作风和创新开拓的精神。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急切需要原子核物

理方面的人才。陆埮虽然很喜欢理论物理，但

考虑到国家需要，他转向学习国家分配的原

子核物理专业。但是在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中，

陆埮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

1978 年，对全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陆埮也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陆埮作

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

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他的“基本粒子理论研

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在 这 里 ，陆 埮 还 认 识 了 自 己 的“ 伯

乐”——时任南京大学天文系系主任的戴文

赛。戴文赛先生慧眼识英才，将陆埮聘请到南

京大学天文系工作。

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后，陆埮开始探索、

研究崭新的天体物理，并成功完成了科研方

向的重大转向。陆埮带领着他的学生主要做

出了三项重大科研成果：

在奇异星研究方面，他首次研究奇异物

质和奇异星的动力学行为，得出了其具有极

高的粘滞性的重要结论。后来，他在奇异星物

理方面还做了一些探索工作，凭借“奇异星及

其观测效应的研究”获得了 1996 年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脉冲星研究方面，陆埮首次提出了一

个新概念“代参数”（描述伽马射线级联性质，

可以判断哪些脉冲星可能是伽马射线脉冲

星）。该参数有助于寻找新的伽马射线脉冲

星，也有助于表述脉冲星的伽马射线能谱特

征。这项成果得到了国际天文界的一致公认，

并获中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伽马暴研究方面，陆埮证实了原来建立

的余辉标准动力学模型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伽

马暴应当起源于大质量恒星的塌缩，与距离平

方成反比的介质密度分布正是由伽马暴前身

星的大质量恒星所产生的星风形成的。星风模

型成为伽马暴主流模型，这些原创性的理论和

学说，被国际同行广泛接受和认可。

自 1967 年人类首次发现来自宇宙太空的

伽马暴后，美国等多个国家就立刻着手研究。

但是，由于当时无法对伽马暴精确定位从而

进行距离测量，导致该领域在随后的近 30 年

里几乎没有取得多少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

天文学者来说，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伽马暴

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最初期。

当时在国际上普遍流行几种对于伽马暴

起源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是黑洞吞噬星体

产生的，另一部分认为是两个相互吸引的中

子星发生碰撞而产生的。

上世纪 90 年代，陆埮看准国际天文学特

别是高能天体物理领域发展趋势，带领学生

组成团队研究伽马暴。在经验缺乏、设备落后

等不利条件下，通过不断的观测比较，反复演

算，最终得出伽马暴应当起源于大质量恒星

死亡时的塌缩过程，根据余辉演化反演得出

的暴周环境介质密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验

证了这一学说。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伽马暴能源产

生自中子星相变成奇异夸克星的机制，避免

了以往伽马暴能源模型普遍存在的中子污染

困难，并用同一相变机制解释了三类完全不

同的高能爆发。

陆埮这些及其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使

我国高能天体物理很多方面的研究从无到

有，由弱变强，享有盛名，在国际上占有重要

的一席之地。

陆埮也由此获得了 2002 年度教育部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和 200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2003年，陆埮调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工作，同年 11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4年 12月 3日，陆埮不幸病逝，享年 83岁。

陆埮是一颗星，本身发光的星，他照亮了

中国天体物理研究、天文学发展的光明大道。

（《仰望星空——陆埮传》，掌静 史晨

刘鹏 周精玉 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叶之蓁

万宁的长篇小说《城堡之外》，以老干部

郁黄、沐上川及女儿、外孙三代家庭的故事

为主线，交织着四个家族的历史往事，组成

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宏大叙事。在众多叙事

中，郁黄、沐上川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感

情生活写得格外出彩，令人心动。

解放战争后期，老干部郁黄随军南下，

担任了枫城管工业的市领导。他的妻子沐上

川也被一纸调令从北京调到了这座破旧而

潮湿的南方城市，开始了她充满怨恨的半个

多世纪的生活。

故事一开始，人物关系就充满了张力。

郁黄是一个感情粗糙的老革命，沐上川则是

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他们的喜好、情

趣和价值取向判若云泥。张力来自于这样的

两个人得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郁黄一上

任，就一头扎进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工作

中，吃住都在工程指挥部，把家和女儿全部

丢给了沐上川。面对着陌生的城市、繁杂的

工作和家务，沐上川茫然了：这就是她要的

爱情和婚姻吗？

促使沐上川怨恨总爆发的事件终于来

了。某天，一个名叫张凤妹的山东农妇领着

一双儿女出现在郁家。她是郁黄留在老家的

发妻。郁黄被电话从工地催回家中。面对着

眼前两个无辜的女人，郁黄懵了。他对这事

的处理方法很搞笑：在屋里无声地呆了十几

秒钟，然后竟转身回工地去了。正像早几年

的一部很有名的电视专题片里的一句经典

台词：“剩下的一切，就留给时间了。”

然而时间没有创造奇迹，未经清创的伤

口一直在淌血。沐上川从此开始了对丈夫的

道德声讨：“你是个骗子，你骗了我一辈子！”

在这场跨世纪的声讨中，三个女儿长大

成人，出嫁了。接着，第三代也长大了。再接

着，第四代又出生了。老两口早已离休，日渐

衰老，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丈夫郁黄出现了

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记忆正慢慢地从

他的大脑里抽离。沐上川仍在对丈夫进行声

讨,不过这时的声讨已不再具批判性，成了

老两口之间的一种戏谑。某日，郁黄呆望着

窗外的夕阳。沐上川问他：“你心里还惦记张

凤妹不？”郁黄没有回答，“嘴角扯出几缕笑

意 ，只 是 笑 过 之 后 ，又 望 着 远 处 的 那 抹 夕

阳。”这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融融

暖意。

沐上川 86 岁那年，郁黄 91 岁。他们躺在

了医院，一个住 A 楼，一个住 B 楼。近在咫

尺，远在天涯。没有女儿的轮椅接送，他们没

法相逢，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相濡以沫。女儿

给住院的父母做好饭菜，先喂母亲吃。母亲

不想吃。女儿威胁她，“不吃饭就不带她去见

老头子。”母亲便不再磨蹭，开始大口吃起

来。其实她知道，“老头子”已经完全失忆，不

知道她是谁了，但这没关系，她需要的只是

在那个人身边坐一坐。

沐上川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便把女儿

们喊拢，郑重地立下遗嘱：她和老头子百年

之后，老头子的骨灰送回他武津老家，“让他

守着他爹娘，与大娘张凤妹葬在一起。他们

毕竟是原配，他也记挂了这些年，让他们在

阴间叙叙旧。我呢，骨灰也帮我送回老家，在

我父母坟旁挖个小洞，葬在那。我哪儿也不

去，就想陪爸爸妈妈，与他们说说话。”

至此，沐上川终于放下了一切。

岁月如水，至柔至刚，它磨光了河床里

所有石头的棱角，也把女人间的酸意磨成了

豁达，把夫妻间的龃龉磨成了亲情。没谁能

够抵抗岁月的力量。

记得万宁曾给我分享过一段视频：即将

拆迁的上海合肥路上的一爿乐器修理店前，

店主在用一把自制的夏威夷电吉他作最后

的告别演奏。一位正襟正坐，沉醉在演奏中

的老爷叔。一条沉寂在最后时光里老街道，

街上行人寥落。一爿油漆斑驳、玻璃蒙尘的

旧铺面。乐曲声响起，是西班牙作曲家依拉

蒂尔的《鸽子》。锥心怀念里透着淡淡忧伤的

旋律，在现场上空盘旋环绕，没入虚空。我被

深深地感动。

我不知道这条街道的过往也无须知道

它的过往，我不知道操琴店主经历过的欢乐

与艰辛也无须知道他的欢乐与艰辛。我的感

动来自于眼前，当下。我感动于无穷的岁月

和沧桑的世事，感动于曾经的相聚与最后的

分离。

万宁关于郁黄和沐上川感情生活的叙

事和这段视频有着相同的调性。

万宁是位善于写亲情的作家，情深之

处，她知道笔向何处用力。

（《城堡之外》万宁 著 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

巫仁恕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

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

生的先后略述之。

第一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

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伟仁先生，他的童

年是在苏州度过的。在抗战全面爆发、苏州

将要沦陷之际，张老师随着父母亲避难到

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最深刻

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

目睹一幕凄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

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

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最凄

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

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

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

还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采买民生必

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

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

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

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

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

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

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

要道，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

而，这并不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

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

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

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

空袭县城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中国军队营

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

就得紧急疏散。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著名

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他说抗战时

他在贵阳，1944年底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

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

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去

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

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

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

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

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

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从社会生活

史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专书的念头。

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其实也是很偶然

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

然在服役期间因为接触军事历史档案而引

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

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

雅之堂。一直要到受法国学者安克强教授

的邀约，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

主题研究计划“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信

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才开启了

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

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

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

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刺激与孙博士

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

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

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

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

究计划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

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

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

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

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

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部分内容，尤其

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

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伪

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

为合理化汪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

作，其实最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

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

的百姓如何度过那些年。

（《劫后“天堂”》巫仁恕 著 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

《毛姆东南亚游记》
[英]毛姆 著 周成林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二战前毛姆游历缅甸、泰国、

柬埔寨等东南亚诸国的旅行散记。他坐船

从英国到锡兰，然后骑驴、徒步、坐船，一

路游历仰光、曼德勒、曼谷……一直到中

国香港，然后穿越太平洋，穿越美国，穿越

大西洋，最后回到伦敦。

本次旅行之后，他创作了《面纱》《阿申

登》《寻欢作乐》等。这次旅行，不仅是他对

《月亮与六便士》中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实

践，还是与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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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三十年文选》（修订版）
[爱尔兰]谢默斯·希尼 著 黄灿然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希尼三十年文选》，是文学史上一

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该书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

斯·希尼文论集《专心思考》《舌头的管辖》

《诗歌的纠正》和《写作的地点》中的精华文

章，以及此前从未正式出版过的经典作品，

包括一些正式的文学演讲、对爱尔兰乡村

生活的回忆和极具启发性的文学评论，由

知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翻译。

照亮中国天文研究之路的星星
——关于《仰望星空——陆埮传》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岁
月
的
力
量—

—

读
长
篇
小
说
《
城
堡
之
外
》

《劫后“天堂”》之缘起

属于鲁迅的特别的东西

我写我书

走马观书

读
有
所
得

好书摘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