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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方出版中心在深圳书博会期间召开了201 8系列重磅图书发布会。其中，“余秋
雨论学系列”引发海内外读者的关注，这三本书包括《境外演讲》《北大授课》《台湾论学》，都重
在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华文化，回应当代社会与文化、人生建设诸般紧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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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大地上规划
和修建起伟大的城市和
建筑。城市中的分隔、边
界和那些希望上通天界
的高塔佛寺，世俗的努力
无一不代表着人类精神
上的愿望与希冀。城市
的生活空间，真实地展示
出一个时代中人们不同的
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对于
时间、空间和永恒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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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淼

□ 本报记者 杨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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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
家、教育家，一生勤奋，著述甚丰，被誉为

“国学大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
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
纲》《朱子新学案》等代表作都是各自研究
方向所不可绕过的必读书，在学术史上都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的学问家，都
需要从钱穆那里吸取学术养料。而对于
不做高深学问的普通读者来说，也可以读
钱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扇新的知
识大门。

近日，读了钱穆先生的《学龠》。说实
话，读得比较辛苦，得慢慢咀嚼、细细品
味，因为这是本关于治学方法与门径的著
述。不认真读、仔细思，纵然看过了，也不
会有多少收获。钱先生的文字不太好读，
估计是时代隔久了，读起来挺“费劲”，但
深入读下去，则不得不佩服钱先生的学

识。他于古人读书方法和源流的介绍，引
经据典、娓娓道来，进而又说出自己的治
学方法和感触，薄薄的一本还不到15万字
的小书，却于读书为学者受益良多。像书
中的《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列举了陈
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等人的读书
法，其中对曾国藩印象最深刻。曾氏读
书，生平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

“一书未完，断断不读别书”，提倡一种新
的读书风气，使学问事业相互辉映、各有
卓绝。他眼光远大，读书先从“大”处着
眼，用“约”的工夫，慎选精读，确实有用，
予后人之读书颇多教益和启示。又如《朱
子读书法》，知道了朱子之读书要“静则心
虚”，不执己见，随它本文正意，反复不厌，
以来新见，等等，每一条都要细嚼慢咽、反
复品读，才能慢慢体会出朱子本人的一点
意思。好在钱先生既提纲挈领，又分步细

说，使我们领会其要领少走了弯路，但要
对上朱子、对上钱先生的意思，还得去反
复琢磨深究，方得趣味。再如《本论语论
孔学》，把个《论语》最先提出的一个“学”
字，阐述得淋漓尽致，把志于道，据于徳，
依于仁，游于艺的孔学精髓娓娓道来。如
钱先生所言，孔学先由博学，再约礼，所以
要学六艺、学人道，再据德志道，既贴近生
活、学问之基本，又提高境界、大道之目
标，就这一番阐述，不再细细研读《论语》
多次反复，又如何能把握孔学精神，指导
我们的人生呢？

这本册子前后断断续续地读了有两
个多月，有时有点启发，又翻开再读，这愈
读就愈觉得肚子里的东西少了，觉得自己
不是少了见识和想法，而是这读的不多不
广，还到不了据德志道的境界，所以回顾
起朱子的读书不能带了自己的意见，还是

要老老实实地静下心认真读、反复读。即
使是自己有了点心得，也要先搁置一旁，
把相关的书籍再读深读入，这样才能慢慢
读出趣味来、读出思想来。博学也不是说
要贪多求全，而是要慎重选择好本子，从
专入手，以求广博，通一门而及其余，这样
才能约礼，真正求得读书立德求道的真
谛。做学问受教育看似艰苦，其实也挺有
乐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既有游艺依
仁的文行，生动贴切有趣味，又有据徳志
道的忠信，升华凝练有追求，果能如此，这
读书学习还真是黄金屋、颜如玉，就看你
能否沉下心、静住气，踏踏实实持之以恒
做到底。

读钱先生书，更感自己的不足，明确
了努力方向。惟有静下心、沉下身认认
真真把书读，长此以往，自会有趣味、有
意思。

细品慢嚼读《学龠》
□ 汪立夏

《境外演讲》

在历险考察人类绝大多数重大古文明
遗迹后，余秋雨对文明、文化进行了本质性
的深入思索，并得出了重要的文化结论。
他深感自己有责任把万里历险变成万里演
讲，向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人群，进行论述
和提醒。这就是余秋雨境外演讲的来由。

本书首度较完整汇集了余秋雨在美
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及澳门等地的演讲记
录。全书分“联合国演讲”“文化总论”“从
纽约到香港”“从新加坡到澳门”四个部分，
对“文明冲突论”作了有力质疑，对文化的
本质加以总结性论述，并且系统而清晰地
阐述了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中国文人的
习惯性心理隐疾、让人头疼的遗产问题等。

真正的冲突，真的发生在文明之间
吗？中华文化为何长寿？为什么说汉字是
活着的图腾，永恒的星辰？中华文化有哪
些历史性缺憾？中国文人有哪些习惯性心
理隐疾？

对于上述这些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余
秋雨在书中作了敏锐而真诚的思索，并得
出了一些珍贵的文化结论。他既分析了中
华文化的生命力优势，也以“由负深入”“由
负得正”的责任感，对中华文化中的缺憾进

行了严肃的探索。他说，以痛握脉，以痛传
代。只要凭着这种真诚，我们就能与文化
同在。

余秋雨深信，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
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
格，那么年轻人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
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这本书带你感受外部世界的精彩、人
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含义
的丰富。

《台湾论学》

《台湾论学》余秋雨的最新作品集。主
要收录作者在台湾地区的十一场重要演
讲，有大量文章系首次在内地面世。笔触
鲜活而精到，思索真诚又专精，对人生和社
会的感悟令人振聋发聩。

这些作品放眼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
通达而平易，深入而恳切，对广大读者开阔
视野、增进人文的情怀、深化对历史与文明
的体认，颇有助益。

本书所收篇目立足于重新发现中华文
化，对当代文化的深重忧虑，对人格转型和
人生选择的深入论述，对宗教文化的体验，
对城市魅力的感言，以及对文学艺术的期

许，等等。看似驳杂的主题下，所有华人对
集体文化意识的向往和觉醒，被悄然勾起。

余先生说，开阔胸襟、坦然情怀，是中
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
五湖四海相关。只有让自己接受陌生，接
受未知，生命才有延伸的希望，精神才有拓
展的可能。

《北大授课》

四十八堂文化课，唤起中华民族的青
春记忆。

这本书，是余秋雨心中仅有的中华文
化史定本。

余秋雨曾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
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
分学生，开设一门“中华文化史”课程。与
大学规范化的文化史课程不同，这门课只
探讨一个问题：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
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课程一经整理
出版，立即轰动。文化史家潘之刚教授说：

“此为平生所见最有高度、最有裁断，又最
有趣味的中国文化史。环顾身旁，从中学
生到老学者都爱不释手。”

本书中保留了课堂讨论的形式，将师
生之间对中华文化的思考与对话原貌呈
现，既可聆听中华文化的源远流脉，亦能在
不同思维方式的精彩碰撞中感受中华文化
绵延新生的魅力。主体部分则收录了北京
大学学生、台湾大学学生与余秋雨先生之
间迅如雷电的“闪问”、“闪答”，被评论家誉
为“高速运动状态下撞击出来的文化哲
学”。

本次出版，又经余秋雨先生授权，增加
了全新的内容。比如《凉州风范》一课，从
原来的一千多字增加至七千多字。

看似简单的课堂，也是余秋雨对历史
文化的重新选择、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就
像唐代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结构，
文艺复兴重新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
文明，通过难以忘怀的48堂课，余秋雨希望
带领大家体验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壮阔，进
入中华文化的宝山，重新唤起中华民族青
春的力量。

余秋雨先生看到的不光是
表面的废墟，而是看出了几千年
下来埋藏极深的底蕴。他把它
挖掘出来，用最美丽、最感性、最
让人理解的文字写出来。

——白先勇

这个时代，是大争议出大
成就，我们有幸就遇到了一批
大人物。余秋雨有关文化的研
究，蹈大方，出新裁。他无疑拓
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
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
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
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
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
秋雨。

——金 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
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他游刃有余又毫无斧凿痕
迹地讲述着整个中国文化甚至
整个世界文化带给他的真实感
受与独特体验……使我们思考，
让我们回味，令我们一步三叹，
时时有顿开茅塞之感。

——张 放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
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
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
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
读者与听众。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荣
誉教授 高希均

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
贡献功不可没。他三次来美国
演讲，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
台，还是在华美人文学会、哥伦
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
或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都为
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
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
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
引路人。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 何勇

当书贩们寻常的生活与书发生关联时，却也
会牵涉出一些不寻常的故事。

藏书家周越然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
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书贩与书
打交道，所见所闻无不与书相关；而书贩又是一个个
寻常的个人，有着寻常的人性，有着寻常的人生——
当书贩们寻常的生活与书发生关联时，却也会牵涉出
一些不寻常的故事。陈晓维的《书贩笑忘录》写的是
书贩的故事，相对于书贩与书的关联，陈晓维更关注
的是书贩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他写到的每
个人都有独特的过去，都有精彩的故事。他们曾经爱
过，也曾经恨过，而“度过了平凡的岁月，蓦然回首，竟
从中发现不经意间累积出来的一星半点特别的社会
意义和生存价值”。

陈晓维首先是作为同道中人写下这些文字的，他
是一位爱书人，对旧书有着非常深挚的感情；他做过
旧书贩，对旧书行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陈晓维一
共写了十三位书贩，这十三位书贩基本上描绘出贩书
人的众生相——比如胡同，在陈晓维的笔下，这位创
建了著名的网络旧书店“布衣书局”的老板，更像是一
个怀抱理想、任劳任怨的老农。胡同虽然以贩书为
生，却总是抱持着一颗“渴望参与文化循环，努力维系
文化传承的心”，所以，陈晓维笔下的胡同就像是旧书
雇来的小时工，或者是天生劳碌命的骆驼祥子，不务
实，爱务虚，甘愿守护着自己喜欢的旧书，并把这些旧
书倒腾来倒腾去，最后的结果是“劲儿练出来了，钱没
赚到”。尽管陈晓维一再强调“要做好旧书，一定要保
持热情，同时不能太过迷恋”，但他依然佩服胡同执着
的献身精神，陈晓维坦陈，胡同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
路上，胡同一直在坚持，而所有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
持的人，都是可敬的。

陈晓维着墨最多的是励知书局的创办人刘旭。
作者将刘旭的贩书生涯写成一篇情爱史，虽然其中不
乏喜剧色彩，但我们还是从中品咂到一丝伤感的气
息，人生向往的或许就是一个圆梦的机会吧，至于成
功与否，又有什么重要呢？陈晓维笔下还有一名洋书
贩，这名洋书贩在伦敦经营一家百年老店，陈晓维与
洋书贩只有一面之缘，而且他也明知想在那儿捡漏无
异于与虎谋皮，但出于对旧书和珍稀藏品的好奇心，
还是让他们心有戚戚——出于对书的爱，而非对钱的
爱，既是一家百年老店的座右铭，也让陈晓维在异国
他乡找到了知音。

书贩与旧书打交道，当然会发生一些让人欣羡的
捡漏的故事，陈晓维即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比如
老马，花二百元从一个河南人手里买了一个没人要的
破烂抄本，居然是清代大儒钱大昕的稿本，转眼送拍
卖会卖了二十万；比如刘旭，买到手的一本很普通的
民国书里居然夹了一页周作人写给川岛的信，他还曾
经以白菜价买了一份顾颉刚的手稿，买到过一张苏曼
殊从日本寄给章士钊的明信片……如此种种，听来让
人难以置信。二十多年来，尽管潘家园的藏家已经换
了一拨又一拨，但依然有更多的藏家投身其中，他们
带着旧书的理想，带着北漂的理想，在旧书堆里淘金、
寻梦，成就自己平凡人生的传奇故事。

读《书贩笑忘录》，常常令我哑然失笑，陈晓维的文
字有时抒情，有时絮叨，有时还带有一点文艺腔，但书
中写到的书贩故事，却总有一种暖暖的亲切感，读后
让人莫名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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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唐克扬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大雪将至》
【奥地利】罗伯特·泽塔勒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大雪将至，暗喻
的是死亡。生命周而
复始，既有欣喜，又有
哀伤。这是一部打动
整个西方人灵魂的作
品关于爱、生命和死
亡，平凡一生中的伟
大演绎——全球 30
余家媒体倾力推荐，
因为罗伯特·泽塔勒，
奥地利当代文学额外
赢得了一种人们再也
不想放弃的声音。

·名家荐读·

余秋雨论学系列
（《境外演讲》《台
湾论学》《北大授
课》）
余秋雨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商务印书馆

在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很多人都想
成为，把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的“斜杠青
年”。记得有位名人曾建议，如果想在业余
时间去学一项技能，首选就是演讲。因为
它会带动你多个方面的进步和提高，让你
更优秀。而演讲最关键的莫不是先写一篇
好的演讲稿。余秋雨先生也在《境外演讲》
这本书的自序中提到，自己从小就极其腼
腆，开口就脸红。但他却在后来用自己渊
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见解在世界各地演讲，
并被称为“最会讲话的中国文人”。他还用
自己的这个例子启发苦恼不堪的年轻人：
你感到自己最不行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
你的特长所在，正像在一个特别贫瘠的沙
漠下，藏着一个富矿。

虽然余秋雨先生说他不管在哪里演
讲，都没有讲稿。但这本他演讲过后自己
整理的演讲文稿——《境外演讲》，其内容
的精彩，就像白先勇先生和联合国中文组
组长何勇先生对他的评价：他创造了中华
文化在当代世界罕见的向心力奇迹，他为
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

桥梁。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
长河的引路人。

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在联合国的三大演
讲，又汇集了在美国各地、新加坡和我国港
澳地区巡回演讲和电视讲座的部分记录。
这些演讲，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中华文化
的优势和弱势，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内
容被专家学者评为“打开中华文化之门的
最佳钥匙”。让普通人也能从学者的角度
去思考和探寻中华文化与每个华人的紧密
链接。

作为一个中华文化的忠诚阐释者。他
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
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
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
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
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
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
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他对文
化定义是：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
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中华文化，这种渗透到了千里万里之间，被

大地的每一个皱褶接受了，能与大地同寿
的文化。既有优势，也有弱势和隐忧，而中
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每一个善良、诚恳的
创造者。我们区区五尺之躯，不知沉淀着
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种感恩，懂得把它
们全部唤醒。

在书中，余秋雨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
贫困和最后战败，都不是最后的失落。民
族的最后失落，是尊严的失落；尊严的最后
失落，是文化的失落；文化的最后失落，是
文字的失落。而我们一笔一画从小写到大
的汉字，不仅仅是一种书法工具，它是活着
的图腾，永恒的星辰。我们每个国人每天
都耳濡目染着自己的文字，并浸润在中华
文化之中，是一种多么温暖而踏实的幸福！

在刚刚拿到这本书时还疑惑，一个没
有高文凭的文学爱好者，去看一位世界著
名文化学者的《境外演讲》，能看得懂吗？
能从中有所收获吗？但余秋雨先生却用深
入浅出的语言表述，让即便平凡、普通如你
我的、每一个认识汉字的华人，都能借着先
生的文字，对中华文化有了清晰而客观的
了解，并知悉如何从自身做起，继承和发扬
中华文化的优点，为它的传承和发展尽自
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做一个善良、诚恳的
人。如果同时还能了解和学习演讲，也去
做一个新时代的“斜杠青年”，岂不更好？

（本文为《境外演讲》书评）

向世界
说明中国

书语书语

打开中华文化之门的钥匙
□ 高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