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江朱启钤先生，字桂辛，号蠖公，是近代中国

的著名人士，旧时有很高的知名度，现在人们也还

不时提起他。

朱先生做过清末的东三省蒙务督办、津浦铁路

督办、京师外城警察厅厅丞，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

长、交通部总长等职。朱先生主持改建正阳门城楼，

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开放南北池子，扩大天

安门广场， 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修

筑环城铁路，开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

所，创建传染病医院，扩充游民习艺所。 这些大事，

都是他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人力物力财力都很艰

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朱先生一生最大、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创设

了中国营造学社。他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一册

影宋本《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土木建筑的第一要

笈。 作者李诫，字明仲，宋代营造家、负责宫室营建

的官员。《营造法式》是他奉勅编纂的，编于熙宁年

间，成书于元符三年，刊行于崇宁二年。全书三十六

卷，按内容可以分做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

个部分， 其中用很大篇幅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

包括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

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塼作、窑作共十三种

一百七十六项工程的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

而且各种木制构件、屋架、雕刻、彩画、装修等都有

详细图样。 这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

工的规范书， 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

籍。我国匠艺往往通过口耳相传，很少见于记载，这

部书更是集大成之作。平生关注匠艺的朱先生见之

大喜，搜集他本汇校后重刊。

《营造法式》的重刊，引起了国内外关心中国

建筑艺术人士的浓厚兴趣，朱先生乘势创办了中国

营造学社。 时为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他在学

社成立《缘起》中说：“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

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

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

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

同志若而人，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

群才致用。 ” 学社原拟名“中国建筑学社” ，后以范

围过狭而改称。 朱先生解释说：“顾以建筑本身虽

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

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抉破

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 ，则凡属实质艺术无不

包括。 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

抟植，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

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

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 可见

其学术眼光之广阔高远。

他以自己深广的人脉， 聚合了一大群中外学

界、工商界、金融界、政界的精英分子，仅我熟习的

学界人士就有陈垣、袁同礼、马衡、叶恭绰、梁思成、

林徽因、陈植、叶公超、刘敦桢、单士元、刘宗江、李

四光、谢国桢、李济，这些人分属历史、考古、外国文

学、建筑、地理、地质等学科，可见朱先生将中国营

造学研究置于一个非常广阔的多学科背景里。尤其

是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的加盟，使学社立即活跃

起来。他们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学贯中西，又热爱中

国建筑艺术，年青力壮，精力旺盛，在学社的组织

下，他们展开了对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等

省古建筑遗存的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资料，撰写了

大批价值极高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并在此基础

上校订、研究《营造法式》。抗战期间，梁思成、林徽

因、刘敦桢、刘致平流亡西南，成立营造学社分社，

继续进行西南建筑、 雕塑的调查和研究， 并恢复

《营造学社汇刊》。抗战胜利不久，由于朱先生散尽

了家财，经费山穷水尽，学社名存而实亡。

中国营造学社存在十五年，正常工作实际只有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七年。 在短短七年里，完成了古

建筑二千七百八十三处、 建筑群二百零六组的调

查， 基本弄清了我国建筑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源流，

共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十二期，图书

三十一种，以后梁思成的名著《中国建筑史》《中

国雕塑史》 也是建立在这七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的。 这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建筑之始，而且成就

巨大，此后再没有超过中国营造学社的水平。 邓云

乡先生认为，现在尚存的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

（现北大）、北海图书馆、南京中山陵藏经楼等，一

大批中国宫殿式美轮美奂的建筑物的出现，不能说

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没有关系。营造学社造就了

一大批中国古建筑人才， 他们都对朱先生很尊敬，

执弟子礼，梁思成、刘敦桢尊称“桂师” ，刘宗江、刘

致平、陈从周辈更是如此。 可惜这些人才以后在厚

今薄古的环境下未得大用。

朱先生还是成功的实业家， 曾经营中兴煤矿，

创办中兴轮船运输公司，开银行，这些都是很赚钱

的生意。 他的钱花了不少在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开

发北戴河、出版古籍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上。

以上是朱先生一生事功的荦荦大端。

朱先生集实业家、营造学家、文物收藏家于一

身，尤其对文化上贡献甚钜，然其出身并非科举高

第，其才干是天赋加勤奋，主要靠历练而来的。好些

书，包括权威的《中国近代史词

典》《辞海》都说他是举人，但朱

先生自撰年谱却只字未提。 中举

是旧时代人生大事， 成了举人小

可光宗耀祖， 大可以有了做官的

初步资格，倘实有其事，焉能不著

一笔？不要说中举，连考秀才都没

有记载。 他是靠姨父瞿鸿禨代捐

一个府经历起家的。

朱先生家本黔之开州 （民国

改紫江县，又改开阳县），却出生

在河南信阳， 外祖父傅寿彤的南

汝光兵备道署，三岁丧父，与母亲

依外家为生，由河南而湖南。二十

岁时姨父瞿鸿禨提督四川学政，

将先生带往四川历练。 他长于做

事，瞿倚为左右手，走到哪里带到

哪里。瞿离任，为他捐了一个从七

品的府经历，从事盐务管理、开凿

险滩等事。 这是朱先生接触工程之始，从此对土木

建筑兴趣不减。后从瞿赴江苏，入京师，充京师大学

堂译学馆监督、署京师内城巡警厅丞，旋调外城巡

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光绪末调任东三省

蒙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全线督办。当时风

气未开，新政被另眼相看，科举出身的人不愿也不

屑做，朱先生思想没有这样多束缚，勇于承担，而且

能够做得很好。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被聘为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九十寿辰时，周恩来总理送花篮

祝贺，他也邀请周总理到家里作客，吃贵州菜。

朱先生是贵州人，虽然终生未履乡土，但对家

乡的感情还是有的。 他外祖父傅寿彤是贵阳名士，

进士出身，历任河南知府、道员、按察使，外祖母与

其祖母是亲姊妹，同出贵阳刘氏，他的两个姑母嫁

给他的两个舅父。 咸丰、同治间贵州战乱，朱、傅两

家人都逃往河南依傅寿彤住，一家上下数十口都操

贵阳话。 他三岁时父亲溺水死，他随母亲傅梦琼在

外家长大，他的第二位夫人是贵阳于氏，从小到老，

耳边都缠绕着乡音。 他母亲做得一手地道的贵阳

菜，而做得最多的是豆腐、豆豉，因为他外祖父母喜

欢故乡的家常菜。 晚年编家乘回忆母亲，用两千五

百字专门写豆腐、豆豉的做法、种类，津津有味，细

致入微。樱桃斜街贵州会馆，是周渔璜先生去世后，

其父捐邸宅为会馆，是为第一个贵州会馆。 康熙年

间的老宅，几经维修，至民国又已破败不堪，朱先生

捐款一万四千银元维修、扩建，并作记。先生一直注

意搜集乡邦文献，他整理出版了其外祖父傅寿彤的

《澹勤室诗》、贵阳名士杨文照的《芋香馆诗》。 贵

州文献徵辑馆在纂修《贵州通志》的同时编辑出版

《黔南丛书》， 朱先生与邢端先生在北京也编印一

部分，由朱先生出资刊印，是为别集，如明马士英

《永城纪略》《永牍》等。 黄彭年《陶楼诗钞》辑录

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沧桑巨变，朱先生的产业荡然

无存，只能蜡版油印。 这些细事可以见出先生对乡

土的关爱。

朱先生晚年将藏书捐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

书馆），后又改变主意，要求北图将其中的贵州文

献转赠贵州省图书馆。 北图回复，没有复本两个以

上的仍留在北图， 但可制成缩微胶片交给贵州，复

本超过两个的则赠送贵州。现在贵州省图书馆钤有

“紫江朱氏藏书印” 的旧籍和刻写油印的地方文

献，都是朱先生的馈赠。随藏书一起捐赠贵州的，还

有他从抗战时就开始辑纂的《贵州碑传集》。 他很

看重这部书，九十多岁时还在增补，也可见他对乡

邦文化的感情之深、责任感之强烈。可是，这部耗费

他二十余年心血的书，现在不知所踪。省图书馆、省

博物馆皆无著录，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贵州

省志·文化志》却有三处征引，说明这部书尚存，只

是未入馆藏，而转入了私箧。先生泉下有知，当无不

悔吧。

朱先生的著述有《蠖园文存》，编纂有《存素堂

丝绣录》《紫江朱氏家乘》。《蠖园文存》出版于一

九三六年，铅印线装，一函两册。函套和封面由祝书

元题写，扉页由章梫所书。 前有祝书元、瞿宣頴两

序，末有作者跋文一篇。 文分上中下三卷，卷上、卷

中收任官时的公牍，卷下主要是书序、长辈行述墓

表文字，共文章七十三篇。先生不以文章著，其文条

分缕析，逻辑严密，语言朴实，明白晓畅，亦如他的

为人治事。 先生身居高位，平生所为，多关典章国

故，这部文存的价值不言自明，文字反成余事矣。

《蠖园文存》后来又收入朱先生编纂的《紫江

朱氏家乘》。 二零一四年我主持《民国贵州文献大

系》的编政，将此书收入第三辑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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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 年孔学堂夏季论辩大

会在贵阳举行。 论辩大会特邀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

员赵汀阳教授，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

学终身哲学教授王蓉蓉，北京大学哲

学系教授干春松，围绕主题“新天下

秩序与儒学传统” 展开论辩。 论辩大

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

中主持。

“天下” 概念，中国三千年前早

已有之， 见于 《诗经》《尚书》《周

易》等先秦文献。 赵汀阳运用这一古

老的概念， 立足于当代社会， 提出

“新天下体系” 理论，在学术界引起

很大的反响。 辩论现场，赵汀阳首先

解释了“天下” 的概念：一是人类全

部的活动空间；二是人心，指普天之

下人们的共同选择； 三是普遍制度，

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天下。

“只有三层意义的‘天下’ 完全

重叠，才可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天

下体系’ 。 ” 赵汀阳认为，“天下体

系” 属于全世界的共享体系，而非属

于某一国或者某一种主义。 其未来的

形态将是一个高科技、 网络化体系，

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生物学、

新能源等，这些技术系统将把全人类

的存在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蓉蓉则从哲学理论角度解释

“天下” 这一概念。 她说，“天下” 是

建立在关系理性基础上的，关系理性

有矛盾、相依、交感、互补、转化等要

素，也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最重要

的方式。 比如矛盾，是对立、冲突，国

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怎么来解决这个冲突？ 在中国并不是

用你输我赢的对立思维方式，而是依

靠大家互相和谐、共生共和来解决矛

盾。 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

当代“天下” ，对建构国际秩序将有

很大帮助。

“讲故事、接地气、交朋友，是求

得世界共识的三个方法。 ” 王蓉蓉

说，每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每一个

人都有故事，我们要通过“讲故事”

“接地气” 的方法来感动别人；同时，

不但要交志趣相投的朋友，也要交价

值观不同的朋友， 倡导文明对话，才

能达成共识。

干春松对儒学传统的当代转换

进行探讨。 他说，儒学在当代社会的

作用，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先熟悉中国

传统文化，然后才能对传统进行转换

性改造。 他引用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

观点， 阐释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的影

响，更多体现在文化———心理结构层

面。 所以，与其批判或者追捧传统文

化，不如正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

作用，才能找到一条让传统文化在现

代发挥作用的正道。

台上论辩精彩纷呈，台下听众也

结合时下的中美贸易冲突、个体权利

与国家集体的关系等问题，与学者们

展开积极互动。

论辩大会进入尾声，姚新中给出

如下总结：“‘天下’ 是先秦儒学的一

个核心概念。‘天下’ 在《论语》中出

现了 23 次，在《礼记》中使用了 127

次，在《孟子》中提到 173 次，在《荀

子》中则出现了 369 次。 这些数字告

诉我们，‘天下’ 概念随着儒学思想

的发展而越来越重要。 ‘新天下体

系’ 与儒学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

联系，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必然是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织，是

一种文明对话过程。 唯有如此，才能

形成天下秩序的新共识。 ”

本报记者 刘辉 文 /图

� � � � 日前，第 25 届华鼎奖“中国电影

满意度调查” 各项大奖提名揭晓。

《我不是药神》以八项提名领跑最佳

影片候选名单，《红海行动》《无双》

《无名之辈》《影》 参与最佳影片竞

争，《江湖儿女》《无问西东》《阿拉

姜色》等 2018 年备受关注的作品，也

均有奖项提名。 如此多佳作入围，使

得本届华鼎奖迎来该奖项“史上最强

竞争” 。

“格局” 或可成为评价本届华鼎

奖提名名单的一个关键词。尽管 2018

年中国电影市场冷热交替、 喜忧参

半，但有了这份入围影片片单，基本

上可以确认一点：华语电影创作在机

遇与困难并存、变数极大、无规律可

循的背景下，仍然不停在尝试题材拓

展、主题升华，仍然在勇敢地寻找观

众的需求、触摸电影的表达边界。 把

电影精神与观众市场相结合，也依然

是新老电影人心目中最高的追求与

荣誉。

华语电影在题材与创作格局上

的放大令人振奋，这种迹象可以让人

暂时忽略烂片扎堆的乱象，把视线放

在头部内容所绽放的新气象上来。

《我不是药神》第一次用大银幕

的形式， 把与人民生活质量息息相

关的医药问题呈现出来， 明显扩大

了现实题材的格局。 在满怀悲悯、同

情的同时，有着沉稳、准确的批判，

但同时也传递出向善向暖的价值

观，让所有人都意识到，电影是可以

集结共识、改变社会的，电影的力量

感令人敬重。

《江湖儿女》《无名之辈》用新

的眼光与角度，对底层格局进行新的

理解与书写。 在这两部电影的故事

中，对底层生存逻辑有着清醒但却不

乏感性、温情的梳理。《江湖儿女》中

人物生存的仪式感与浪漫姿态，《无

名之辈》中人物在面对有缺憾的生活

时所爆发出的强大，都在试图去除底

层生活里根深蒂固的卑微、 困顿，都

想要展现小人物在生活与命运重压

下的一种诗意追求。 这样的诉求，使

得电影走出了同类题材作品的狭小，

拥有了被非本土观众接受的更多可

能性。

《无双》被誉为是继《无间道》

之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香港电影。 它

由内地公司主导投资，但在制作上却

让人感到久违的香港气派。 《无双》

的优点是， 它延续并拓展香港动作、

犯罪题材的独特风格，但创作思维却

走出了“香港制造” 的固有模式，尤

其是在编剧上的悬疑路线，可以看到

近年日本、 美国流行悬疑小说的魅

力。 香港电影通过《无双》展现出一

种变化： 从无原则讨好内地市场，到

彰显香港电影的核心魅力，创作更符

合国际审美的故事。 《无双》所开辟

的港片新格局，应该继续下去。

《无问西东》 公映于 2018 年 1

月， 公映期引起很大范围内的讨论，

后期因为其他影片的崛起，导致这部

上映较早的作品延伸价值未能得到

更多的肯定。 在缺席诸多国内电影奖

项之后，《无问西东》 的提名出现于

本届华鼎奖， 它如同电视剧领域的

《风筝》一样，需要通过奖项的承认，

来发现它的独到之处。 《无问西东》

的优秀， 是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它的历史格局是开阔的，它为一段被

遗忘的历史赋予了情怀与人文色彩。

同时， 它并没有被历史题材所累，观

赏性很强，故事与角色、编剧与表演

都是上乘的。 期待它最终能在本届华

鼎奖有所斩获。

通过近年的获奖名单来看，华鼎

奖的多元表达与华语电影的内在追

求是一致的、同步的。 无可否认的是，

格局放大、多元表达，是华语电影参与

国际竞争必不可少的条件， 也唯有这

两个条件， 会成为文化自信的有力支

撑，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华语电影

都应积极应变，目标向上而坚定，唯有

如此，脚步才不会停滞于原地。

评弹

华语电影格局需要继续扩大

韩浩月

2019年孔学堂夏季论辩大会举行

论辩“新天下秩序与儒学传统”

图为论辩现场。

朱蠖公及其纂著

特约撰稿人 王尧礼 文 /图

《民国贵州文献大系》收入《蠖园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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