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期的《天涯》杂志，我

们可以读到一位学者和一位作家

的文本精读文章。学者郜元宝对鲁

迅《补天》和郭沫若《凤凰涅槃》

二文进行对读，认为《凤凰涅槃》

初稿时间在《补天》之前，在主题

上却是《补天》的续写，这两篇文

章，共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日出一

般磅礴壮丽的开篇。 作家李浩的

《张爱玲 <封锁 > 漫谈》，则以作

家的同情心、同理力，挖掘出了张

爱玲小说之内的细节、 小说之外

的情趣。

郜元宝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

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 以及新人

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

须承担的使命。 而能表现这一主

题和使命的， 是鲁迅先生的小说

《补天》和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

槃》。 《补天》是鲁迅对女娲抟土

造人、 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进行

的一次极富个性的改写， 小说写

道；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目的，只是

精力弥漫， 不做点什么就 “无

聊” ，“觉得有什么不足， 又觉得

有什么太多了” ，于是就抱着游戏

的心态，随手造出了人类。 原来女

娲造人并无什么特殊意图， 她对

被造的人类也并无什么明确指

令。 女娲给予被造者充分的自由，

她让被造者自己安排自己的生

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与此

同时，人类作为被造者，从诞生之

日开始， 就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

命运，独自探索人生的方向，而不

能指望创造者来帮助自己。 郭沫

若先生的《凤凰涅槃》，则借凤凰

五百年集香木自焚并从死里复活

的传说来讴歌新生命、新文明、新

宇宙的重生与再造， 同时也看到

凤凰之外其他“群鸟” 种种的丑

态。 作者认为，鲁迅与郭沫若的文

学风格迥然有别，但心是相通的。

他们都要凭借人自己的力量，重

新创造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

人自身。 而如此肯定人的价值，相

信人的力量，高举人的旗帜，正是

“五四” 时代的最强音。

作家李浩说张爱玲是有着

“独特面目” ，极具“个人标识”

的作家， 她甚至创造了一种写作

的体式： 张爱玲式写作， 或简称

“张体” 。 他认为，在张爱玲的短

篇《封锁》中，她的那种所谓“张

体” 的个人标识显露得足够充分，

具体有三大特点：一是用词新艳，

善用奇妙的有特点的比喻， 有一

种重彩的“艳妆” 之美，其包裹的

却往往是“苍凉手势” ；二是有一

种强烈的“审视感” ，她的书写给

人的感觉是总有一个观察者在不

远处“冷冷地窥见” ，她不介入也

无太强的意愿介入， 却暗自怀有

不屑、嘲笑、憎恶和“哀矜” ；三是

平行于世相， 处处带有对世情世

相世物的“入迷” ，却又有某种的

疏离。 这使得张爱玲作品的美与

妙都充满着趣味性。

中国新文学的文本细读

《天涯》2019 年第 3 期，双月刊

为郑玄“画像”

《读书》2019 年 5 月号，月刊

学者吴飞认为，传统中国的学问

有两个公认的高峰，一个是东汉的郑

玄，一个是南宋的朱熹。 前者被尊称

为郑君， 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后

者被尊称为朱子，是宋明理学的集大

成者，奠定了元、明、清的思想范式与

意识形态。 两位大师各领风骚六七百

年， 相继构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主干。

对于今人而言，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

欢， 人们心目中大多有个朱子的形

象；但对于郑君，不仅一般人茫然，甚

至专家也难以给出稍微系统一点的

描述。 郑玄思想面目很不清晰，似乎

距离现代人太遥远了。 幸而，他发现，

青年学者华喆的《礼是郑学》一书，

则围绕郑玄来展开， 在其思想勾勒，

尤其是文明构想、汉魏之间经学与制

度的演进方面，阐述尤多。 为此，吴飞

对华喆的相关工作进行提炼与评述，

形成的文字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读

书》杂志上。

吴飞认为， 郑玄的这一模糊形

象，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由于

郑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注当中，

而郑注又惜墨如金， 如果不在不同

经文的郑注之间反复比对分析，是

很难理解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因

而在其身后不久， 要真正系统把握

郑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代之

后，郑学为朱学取代，其形象自然就

日渐淹没。 清人是经过相当长时间

的摸索，才逐渐转向郑学，但也很难

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郑学。

因而，重新认识郑学的问题，不仅持

续了千年之久，而且本就极为艰深。

但对于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学术传统

的现代人而言， 郑玄却是一个无论

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 在某种意义

上， 了解郑君比了解朱子还重要一

些。 经学，是在郑玄手里才成为一个

完整体系的；而且，成为以后千年的

基本政治架构的隋唐礼法架构，更

是大大依赖于郑学。

吴飞评价说，在文明史演进的动

态过程中考察作为经义体系的郑学，

是《礼是郑学》一书最重要的特色。

因而所有这些都围绕郑学体系的诠

释展开，强调“礼学是郑学的核心” 。

通过这部书，我们感知到郑玄绝不是

一个只知饾饤之学的书呆子，而是有

着非常宏大的文明构想。 汉魏之间经

学与制度的演进，正是这一构想不断

修正和落地而形成的。 由中唐赵匡等

人的新经学， 到宋代经学体系的再

造，以及清人向郑学的回归，郑学体

系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底色。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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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 致敬青春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回首百年前的五四运动， 最不

缺的就是一个“新” 字。这场由新青

年开启的历史大事件，形成了 1919

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学运动、

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学的主题是

新人类的诞生， 以及新人类诞生之

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

命；五四新文化“旗手们” 号召从文

化的层面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

题，他们无一不寄希望于新青年，期

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

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

整个国民性的改革， 开启一个新的

时代。

最新一期的 《博览群书》 杂志

从王国维、 陈寅恪两位大学者为切

入点，回望百年五四。 说是 1927 年

6 月 2 日， 民国大家王国维于颐和

园鱼藻轩自沉昆明湖， 留下十六字

遗言：“五十之年 ，只欠一死 ；经此

世变，义无再辱。 ” 作为王国维的生

前至交， 陈寅恪先生在纪念挽辞中

阐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文化意味 ：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 为此文

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

化之程量愈宏， 则其所受之苦痛亦

愈甚。 ” 由此出发，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

国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在专题文

章中的落脚点是：“旧纲纪已破，新

伦理未立，这即是王国维、陈寅恪等

学术巨擘所面临的中国文化、 社会

抑或政治之实相。 此亦为五四新文

化运动所欲解决之难题。 ” 他认为，

为破解这一难题，五四逾越了政治、

文化的藩篱， 走向了社会并改塑了

社会， 五四作家群体的涌现和平民

教育潮流的兴起。

“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

运动的爆发与此前中国政治的急剧

变化密切相关， 是世纪初中国人精

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 ”

历史学家马勇也从五四运动试图解

决的难题入手，在《东方历史评论》

杂志发表《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 》

的署名文章。 他说，五四运动无疑是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 它标

志着中国人， 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

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 ，是

1840 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

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 由此揭开

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即中国的政

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 ，而

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

面；就历史大势而言，五四运动开启

了一个新的时代， 也造就了一批新

人。 除了这篇文章，《东方历史评

论》杂志推出“五四百年专辑” ，从

各个角度全面剖析了百年五四的历

史价值。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以五四

为背景，分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知

识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 他

的《五四·鲁迅·孔子》一文发表在

最新的《天涯》杂志上。 他认为，鲁

迅的思想有许多是与孔子的文化遗

产碰撞、 剥离中出现的。 鲁迅非儒

的背后， 有其精神选择的策略，他

以彻底叛逆 ， 抵达了一片精神高

地。 而那高地， 也未尝不是孔老夫

子渴念的所在， 只是他们的路径多

有不同。 鲁迅与孔子都承认人的有

限性， 不认为自己是先天知之，在

一个价值失范的年代， 他们都选择

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 其思维

方式、逻辑过程、人格特征，有一种

历史的连贯性。

五四转眼百年 ， 但其诞生的

“新” ，迄今看来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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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儒道两家的差异

《书城》2019 年 5 月号，月刊

■文学期刊

评论家何平先生主持的 “花

城关注” 栏目，在开办两年多的时

间里，实质上充当着《花城》这本

文学杂志的“话筒” 角色，对诸多

文学现象、 文学话题进行着当下

性的探讨和发声。 在读者印象中，

这一栏目最大的特点是挖掘作家

“非职业写作者身份” 或者“多身

份” 的一面，也就是说，写作不一

定是作者唯一的身份， 作者可能

还是导演、人类学者、翻译家等。

何平先生注意到， 写作者的

“专业化” ，在当下青年写作中得

到很大的改观， 哪怕写作对他们

而言是一份“主业” ，他们也都有

编辑、编剧，甚至和写作完全无关

的“副业” ，或者有的人，写作直

接就是他们的“副业” 。

何平先生试图借助 “花城关

注” 栏目，进一步打破写作“专业

化” 的局面，为全民写作呼与鼓。

最新一期栏目关注的则是于是、

默音、 黄昱宁三位译者创作的小

说。 其中，英语译者黄昱宁从事小

说创作的时间最短， 日语默音译

与写几乎同时展开， 而另一个英

语译者于是，则是先写而后译，她

们是不同的。

栏目认为，译者的小说，是写

作者在译与写之间的旅行。 且从

五四新文学至今一百年，“译” 从

一开始就是 “写” 的重要建构力

量， 没有林纾等及其之后文学的

“译” ，新文学的“写” 几乎很难

成立，而且至今仍然是，就像黄昱

宁所说：“我们无法忽视翻译在中

国现当代小说发展中起到的作

用，通过翻译，我们在相对短的时

间里建构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

框架，但与此同时，属于中国本土

的小说文本积累似乎还没有与之

匹配的厚度。 ”

何平认为，不只是在新旧文学

博弈的时刻， 在中国新文学每一

次崛进的关键时刻，往往是“译”

提供了最有力的庇护和支援，甚

至在新文学的草创期， 一些写作

者以“译” 代“写” 贩卖搬运而成

为自己的个人创作。 反了旧文学

传统，新文学是从“无” 开始的，

而彼时， 文学的职业译者还没有

像今天如此平常多见， 写作者因

有域外游学经历， 身体力行译写

合体也是自然。

作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三个

精神传统，儒、道、佛之间的联系与

差异， 每个国人都能或多或少地说

上几句。 流传得较广的则是南怀瑾

先生的一句话：“儒家是粮食店，佛

家是百货店，道家是药店。 ” 此言妙

则妙矣，但失之于过于感性。 最新一

期的《书城》杂志发表复旦大学陈

引驰教授 《从老庄道家谈中国文

化》 长文， 着重论述了道家在中国

文化当中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

特别是与儒家的地位相比是怎么样

的这两个问题。

作者认为，道家和儒家之间的关

系， 过去的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

“儒道互补” ， 即儒家和道家两者之

间是互相应和、互相对应的；一是陈

鼓应先生提出“道家主干” 说，认为

道家比儒家更重要，因为道家讲的是

一些最根本的道理，而儒家讲的都是

一些太具体的事情， 跟道家不能比。

对此，陈教授个人的观点是，对中国

社会来讲， 儒家的地位比道家更重

要。 因为儒家跟中国整个历史文化是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儒家是一种在中

国文化、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

的学说；但如果走出中国文化，从整

个世界、整个人类文化的范围来看的

话，道家的影响比儒家要大。 在所有

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典籍中， 老子

《道德经》 的版本数量恐怕是最多

的，比《论语》多，道家的抽象思辨对

整个人类的哲学思想的贡献可能也

更大一些。

那道家和儒家之间到底有何差

别？ 作者从“天地人” 三才的框架予

以了分析， 认为儒家更注重现实，更

注重“人” 的重要性，是人类中心论，

对人有一种高度的尊重。 而道家是更

开阔地看待这个世界，它把人看成万

物之一，万物平等，这是其一。 其二，

在人间社会当中，儒家更多关注人际

关系，关注一个社会的组成、社会良

性秩序和它的运作。 而对道家来讲，

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当中的地

位和保全。

如何看待道家与中国文化的关

系？ 作者认为老庄道家学说对中国文

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特别强调平

衡折中， 道家实际上是特别注重

“变” ，强调要适应变化，因势利导，

让其自己成长，避免揠苗助长，最终

水到渠成；在美学领域，儒家强调社

会性，强调政治、教化，道家讲求虚实

结合。 道家思想无疑对于中国人的审

美理想的影响更大。

译与写之间的摆渡人

《花城》2019 年第 3 期，双月刊

百年五四的芳华与时尚

《中华遗产》2019 年 5 月号，月刊

流传下来的许多老照片，在

服饰上常常给人穿得五花八门的

印象，有马褂、西装、军装、长袍。

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 人们可

以自由选择着装，一时间新、旧、

土、洋诸多服饰风格交相辉映。 最

新一期的《中华遗产》杂志对当

时的服饰与时尚作了一次大盘

点。

那时，男人们剪掉了辫子，而

少女们头上却兴起了辫子， 或长

或短，或单或双，如两只蝴蝶般可

以前后飞舞的发辫， 成为不可超

越的时尚经典款式。 美丽永远是

从“头” 开始的，那些年间，剪短

额发的刘海发型， 终于突破了年

龄和身份， 成为时尚的标志；“烫

发” 更是成了女人走向时尚之路

的“必修课” 。 时人称之为女性的

“头发革命” 。

旗袍也是另一种时尚。 作家

曹聚仁先生发现，“一部旗袍史，

离不开长了短， 短了长， 长了又

短。” 此言不虚。《中华遗产》杂志

在盘点中发现，1932 年， 女性旗

袍下摆又开始变长，及至脚踝，需

穿高跟鞋才不至于拖地。 而到了

1935 年后， 旗袍的开衩趋小，但

仍长度及地，可盖住双脚。 不论旗

袍长或短，都讲究量身定制。 但想

要量体裁制一身旗袍， 并不是容

易的事。 传统的 “十字形平面结

构” 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实际操作

起来却费时费力。 制作旗袍时需

要专门的一套工具， 有一些大家

可能很熟悉，比较特别的是叫“粉

线袋” 的，它的用途和木工使用的

“墨斗” 有些类似，即画直线。 粉

线袋内是碾碎的划粉，使用时，将

棉线在袋中左右拉动，沾上粉末，

再将棉线拉直，轻轻一弹即可。 较

之划粉， 它的好处是完全不会拉

扯布料。

除了旗袍外， 素袄和黑裙组

合的学生装竟然也能引领时尚风

潮。 素袄由传统袄裙变化而来，基

本形制是上衣下裙。 但相比传统

袄裙的繁花刺绣，拼接镶滚，其整

体十分朴素。 上身素袄，下身为不

施纹绣的黑裙，质朴无华，但正是

这身搭配，像极了《那些年，我们

一起追过的女孩儿》， 于 1920 年

代风靡一时。

海军基地是星辰大海的起点

《博物》2019 年 5 月号，月刊

时值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

最新一期的《博物》杂志推出了

“海军基地” 特别策划。 杂志遍观

世界四大洋每一座声名赫赫的海

军基地，背后都满满是地理、历史

和国家战略的积淀。

首先，海军基地很重要。 世上

不管多么强大、多么先进的军舰，

都必须经常回到自己的家———海

军基地进行“回血 ” ，之后才能

再次出海劈波斩浪。 每艘军舰在

几十年的服役期里，有一多半时

间都是呆在基地里保养维护的。

所以，只有建造好海军基地这个

“军舰之家” ， 才有海军舰队的

“星辰大海” 。 如此重要和复杂

的基地 ， 选址当然要谨慎再谨

慎。 一个国家适合建海军基地的

地方，甚至都没几个。 就连一些

公认的“天然良港 ” ，都当不了

海军基地。

其次，依托内陆工业区的海

军基地 ， 可以成为坚实的后勤

中心。 而在茫茫大海上，一些战

略位置重要的岛屿 ， 或许缺少

搭建基地的条件 ， 却一样可以

成为帮助海军争夺制海权 、影

响战争胜负的关键节点。 在本

期《博物》“特别策划 ” 中还推

出“不沉的航空母舰 ” 一文，为

读者盘点了世界上的一些主要

的战略岛屿。

除此宏大主题外， 杂志还来

了一波“回忆杀” 。 原来，前阵子

有一部国产动画在网上大获好

评，叫做《白蛇·缘起》；最近电视

剧《新白娘子传奇》也在热播，唤

起了许多人对经典传说 “白蛇

传” 的回忆。 《博物》找到了一位

生态摄影师，介绍了他与白蛇、青

蛇的不解之缘： 怀揣着童年的梦

想，他十年如一日，在野外寻找真

实存在的“白娘子” 和“小青” ，

结果真被他找着了！ 很是吸引读

者往下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