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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 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 做

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

者。 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

学时报》助理总编辑。 已出版的主要作

品有：《立人三部曲》《非常道：1840—

1999 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

世：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

《大时间： 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

典》（主编）等。

� � � � 9 月 7 日， 黔籍旅美作家汪一洋携新作 《国

脉———谁寄锦书来》 在贵州书城举行新书分享暨

签售会。该书是首部讲述中国邮政百年风云的长篇

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出

版。 著名作家王蒙、周国平，著名评论家何镇邦、白

烨，著名导演高希希等人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 该

书出版以来，先后入选 2019 年 6 月“中国好书榜”

书目、贵州省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 奖、第三届

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30 本最受读者欢迎国学

图书” 。

该书以“邮政” 为主线，勾勒出中国社会发展演变

的历史进程。小说以邮政工人秦鸿瑞的成长历程为

线索，以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为主轴，串起了五卅

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九一八事变、一·二

八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再现了一个个斗争场

面，谱写了一部中国邮政史和工运史。 作者精心塑

造了秦鸿瑞、方执一、郑开先等几个邮工出身的工

运旗手形象，通过三人不同道路的选择，揭示了只

有共产党才是先进的、正确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才

能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

史必然性。

活动现场，汪一洋表示，写作该书的契机，是著

名导演高希希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准备合作拍摄一

部百年邮政题材的影视剧。 此事已策划并推行了大

半年，也请编剧创作了剧本大纲，但都不大理想。 后

来决定请一位作家先创作一部小说， 再根据小说来

改编影视剧。 汪一洋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接受了创

作任务。

“说实话，当时我对邮政的理解仅仅局限于邮票、

邮差的层面。 在互联网时代，当年的‘家书抵万金’

已演变成虚拟网络中的一封封电子邮件、 手机里的

短信微信。 我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传统的邮

政服务了。 ” 汪一洋坦言，为了讲好中国邮政的故事，

她阅读了一桌子的史料，“读完都可以从 ‘邮政史’

博士专业毕业了” ，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了上百名邮

政工人，百名采访对象中有 90 多岁的老人，有几任

邮政部的老部长,有局级的领导，还有一线邮递员，

山区的乡镇邮递员等。

作者还透露， 小说主人公秦鸿瑞的原型是新中

国首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朱学范是旧中国邮工出

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从邮务生到上海总工会主席，直

至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且多次出席国际劳工会议，

可谓经历传奇。 为此，她特意采访了朱学范的五位子

孙，拿到了许多一手资料。

分享会最后， 汪一洋说，《国脉———谁寄锦书

来》只是上卷 ，时间线从 1896 年写到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 下卷名为《八千里路云和月》，书写 1978

年至 2018 年间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辉煌历程。

小说作者汪一洋（本名汪洋），为贵州省首批

对外传播智库专家 ，已出版《洋嫁》《在疼痛中奔

跑》《永不放弃自己》等作品 ，先后获“第三届中

国女性文学奖” 、 美国国会 “杰出华人作家奖”

“乌江文学奖” 、 贵州 “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 等

奖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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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是活到现在， 他肯定是穿

着皮鞋西装，周游列国，英语肯定比我

们讲得还好，对西方的理解肯定比我们

还要深，那才是真正的孔子。 ” 他神情

笃定地说，真正的孔子，一定是通古今

之变、贯中外之学的。

他对孔子的“画像” 实有所指，在

当今世界上，可能没有那个民族像我们

承受着“古、今、中、外” 这四端力量的

撕扯，需要有人来安顿。 十年前，余世存

是在撕扯和焦虑中开始读经的，“焦虑

来自对中国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与其

思潮坐标 、 参照不能长久匹配的担

忧。 ” 在他看来，重构思想坐标，要以天

地自然系统、域外主流文明、优秀传统

文化为参照，“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环

境，以征服、使用环境为目的；如果我们

妖魔化人类主流文明，以批判、隔绝域

外文化为发展的前提；如果我们弘扬传

统文化只是以消费、复古、记诵辞章等

为满足，那么我们的言行不过是加剧了

时代的混乱和碎片化。 ”

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余世存开始

了十年的读经生涯。 将老子、 庄子、孔

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我国古代伟大

学者、 思想家的学说和经典做当代解

读，先后出版《老子传》《立人三部曲》

《非常道》《家世》《人间世》《大时

间》《东方圣典》（主编）《时间之书》

等作品， 关注点从人民国家到人间家

世，从世道人心到东方智慧。 余世存也

因此被誉为“当代读经生” 。

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孔学堂·国学

图书博览会期间，余世存带来了《为国

学传承发展注入更多原创动力》的主题

讲座，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

看到， 这位曾将系列读书札记命名为

《一篇读罢头飞雪》 一书出版的先生，

头上也开始落雪了。

弥合“古今中外” 四端，参

与世界文明的现代演进

古代中国，百家经典是普通人无法

拥有的资源和能量，平民的一生大都屈

从于掌握知识的特权阶级。今天的中国

已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现代国家，每个人

都有权与闻这些中国原典，拥有中国古

人积累上千年的智慧结晶。“然而由于

我国之前国学普及教育的不足，忽略了

本国传统经典 ， 这是现代教育的不

足。 ” 在中国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当下，余世存呼吁对古代传统文化经

典的重读，不仅积极作用于每一位读者

的知识建构， 而且必将在国家文化复

兴、民族自信建立的层面上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记者：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当今世

上还没有个民族， 像我们这样承受着

“古、今、中、外” 这四端力量的撕扯。 不

晓得这种感觉对不对？

余世存：你这个感受特别对。 如果

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我

们没有完成我们的现代性。 其实我们也

应该看到， 西方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他

们也没有完成他们的现代性。 不论中

外，现代性其实都有待完成。

我们曾经有一种误解， 以为西方

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把他们

的现代性当作我们现代性的标准，现

在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对的， 他们有他

们有待完整的现代性， 我们也有我们

有待完成的现代性。“现代性” 是一个

西方话语， 用中国话语来说就是司马

迁说的“通古今之变” ，我们没有完成

我们的古今之变， 所以我们才撕扯得

这么严重。

这些年来，我们从官方到民间，从

上而下都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回归。 但

是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下人来讲，好像

更多的是一个装饰性，真正内在的东

西不够充实，这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

情，以至于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也在

撕扯。 找不到心灵安顿的时候，我们

就在想， 古人或者古典那里有东西，

以为把他们拿出来重新包装、印刷出

版就可以了，实际上并没靠近古人或

古典。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

以我比较熟悉的出版为例。 前不久

我买了一套书，是一些大学教授花大功

夫整理的。 我看后很失望，花费了大量

的物力人力，做得好看是好看，但内容

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而已。 弘扬

传统文化， 或者将传统文化引入现代，

不是简单的加个注脚，或者翻译成白话

文就可以了的。

记者：出版的角度还是知识性的层

面。 如果还往后推一步的话，就是各个

群体之间难以在对话中形成共识的问

题。

余世存：怎么造成这种局面的？ 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文化人的演变

之路。 当时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人，无

论是梁启超那一代也好，还是胡适那一

代人也好， 不管他们如何看待中西文

化， 他们跟传统文化都是不脱节的，他

们就在其中， 真的就是学贯中西的大

儒。 但是现在有些文化人把“大儒” 理

解偏了，以为大儒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

下一代的儒家，连中国的道家、墨家、法

家和名家都没有兼容过来。

我们现在比不上孔子， 用我的话

说，要是孔子活到现在，他肯定是穿着

皮鞋西装，周游列国，英语比我们讲得

还好， 对西方历史的理解比我们还要

深，那才是真正的孔子。 对吧？

中西文化对话处于第二阶

段，需将经学拉回诸子百家时代

余世存认为，仅仅拿孔子与西方对

话，是不够的，真正能够对西方文明有

大启示的， 还是中国文化创世纪时代

的一些经典， 要将这些文化经典从经

学的行业拉回到诸子百家时代， 必须

在个体层面上对诸子都要表达出足够

的关怀，中西方才能构成平等的对话。

在刚出版的《微观国学》一书里，余世

存从老子出发， 为先秦诸子的著作与

思想正其本义， 用当代人的语言和视

角去解剖文本， 寻求古人智慧与当代

中国的连接： 庄子的人生自觉是弃绝

名利， 虽明了苦谛仍历遍人生诸苦的

傲然自信， 这份自信当能鼓舞读者直

面人生的难； 孔子的一生是 “夫子自

道” 的一生，他知行合一的人生准则，

值得今天的人们一生参照； 孟子霸气

与勇气兼备，面对世界时“舍我其谁”

的气魄，是其在面对困厄、诱惑，迎难

而上、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他试图

带领读者，用古人积累千年的智慧武装

头脑，共同对抗时代的困局。

记者：您解读孔子的方式有象征意

义，就是儒家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如何

走向现代化，与世界对话的问题。 西方

从知识理性和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已经

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制度。 我们拿什么

与之对话？ 当下中西文化的对话，处于

怎样的阶段？

余世存： 现在应该是到了第二阶

段，就是互相不服气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彼此感觉很亲切，我

们有孔子 ，他们有苏格拉底 ，孔子讲

的跟苏格拉底讲的差不多，墨子讲的

跟亚里士多德讲的差不多，彼此都在

找共同点； 现在走到了第二阶段，就

是找差异了。 第三阶段是一个化和、

整合的阶段，离这一阶段还有一段路

要走。

现在，拿孔子与西方对话，是不够

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 真正能够对

西方文明有大启示的，还是中国文化创

世纪时代的一些经典，比如说《易经》

《礼记》， 要将这些文化经典从经学的

行业拉回到诸子百家时代，必须在个体

层面上对诸子都要表达出足够的关怀，

中西方才能构成平等的对话。 否则只是

强调我们有《论语》，要对西方产生影

响是很难的。

比如《道德经》一书，我们没有做

过多的宣传和推广， 但它在西方的影

响是非常强大的。 就我所知，在世界范

围内，《道德经》 的译本数量仅次于

《圣经》，德国人每隔几年就要重新找

人翻译一遍《道德经》。 《道德经》有

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直抵人心的个体

层面，那五千言晦涩难懂，但越琢磨越

有味道，所以西方人才那么迷恋《道德

经》。

记者：现在阳明学很热。 王阳明可

以弥补孔子的不足么？

余世存：王阳明在中国和东亚的影

响很大，确实很了不起。 中国文明是一

个很有意思的文明，每隔几百年就有人

自觉进行系统的文化大整理， 孔子也

好，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都有这

种自觉意识，在整理的过程中建立起自

己的一套学术和思想体系，并对当时和

后代产生重大意义。 王阳明作为目前为

止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是有效的。

再就是，王阳明与以儒家为代表的

中国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就是每

隔几代人一定要探讨什么叫良知，什

么叫仁爱， 我们是从情感出发的伦理

本位，这很符合东方人的特点。 所以梁

漱溟讲过，中国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把人拉回到伦理意识当中， 拉回到情

感意识当中。

完成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

任务，文化的根本是时空

余世存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

代都有自己的时空偏好，看待传统文化

的一个角度，就是要认清时空。 “时空

可以分成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四个维

度。 ” 在他看来，从“情感” 出发的孔

子，代表儒家在东方的维度，即春天维

度，满是“仁爱 ” ；从“逻辑 ” 出发而

“善辩” 的墨子和孟子占据西方维度，

即秋天维度；“眼冷心热” 的老子庄子

占据南方和北方两个维度，即夏天和冬

天的时间维度。 这些都是时空，它构成

了中国人精神的完整性。

记者：在“古、今、中、外” 的撕扯之

中，您个人的选择是什么？

余世存：这些年的读书思考，我觉

得是对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任务，做一

个完成，做一个新的阐释。 所以我的工

作呢，可能就是对你说的“古今中外” ，

做一个新的观照和参照。 我这些年一直

在做这项工作。

我发现，我们要重建东西方文化共

识的话，就必须回到根本上来。 比如说，

西方文化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

回到数字“0” 和“1” 的位置上来，因为

“0” 和“1” 构成了现在的移动互联网

络，组成了我们的虚拟空间，我们任何

的文字、 语音和图像都可以用 “0” 和

“1” 来编码。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我

们要重新跟西方人进行对话，就要回到

中国文化的根本中。

文化的根本应该是时空。 我觉得我

的时空论是对前人的一个总结，是对中

国文化的一个再发现。

记者：那有没有引入到科学层面的

视角？

余世存：是的，对时间和空间的观

察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思维，通过科学的

视角来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一次对接。 再

如，老子讲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 其实可以和西方的地理决

定论、地理空间影响论形成一种很好的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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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当代读经生”的“古今中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郭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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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脉———谁

寄锦书来》书封。

（资料图片）

汪一洋近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