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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问道不问贫的人生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陈寅

恪!无论如何!他都可以不过那种苦

哈哈的生活! 不过那种清苦寡淡的

生活" 不说他的家庭#人脉资源!就

是他自己在游学中建立起的学术资

源! 他都可以迅速地进入 $民国教

授%们的精英生活之列!衣食无忧"

就是说! 在今天刚毕业的大学生都

将生活目标锁定为改变蜗居命运的

时代! 在当时上海十里洋场或说上

世纪
,2

年代中国发展 $黄金十年%

涌现无数 $官产学% 成功人士的社

会!陈寅恪始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

陈美延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

写道($父亲在国外! 即使是经济窘

迫的情况下!仍然潜心攻读!醉心研

究学问" 在德国时!除听课外!常整

日在图书馆阅读! 仅带一点最便宜

的面包充饥))故而一直体质欠

佳" 已过而立之年尚无意顾及自己

的终身大事" %

回国两年后的陈寅恪终于结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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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娶了清末台湾巡抚唐

景崧的孙女唐
!

女士! 夫妻二人郎

才女貌! 在清华园里过起了幸福的

日子" 这确实是一段幸福温暖的时

光!&也同欢乐也同愁' 一书中说!

$抗战前家居生活%是陈寅恪夫妇坎

坷#悲怆一生中最温暖的乐章"女儿

们回忆说($父亲空闲时候! 会选择

一些唐诗教我们背诵! 流求和小彭

现在都能清晰背出好多句子))%

但陈寅恪没有忘记家国天下"

台湾古称$流求%!他的家族和唐
!

的家族都跟甲午战争以来的国是有

着极深的关系! 陈寅恪给大女儿取

名陈流求!二女儿取名陈小彭!即是

记取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

陈寅恪问道不问贫!不积累!不

聚财! 不求所谓的社会成功))他

的女儿回忆说($一天家里做好了晚

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

去寻找! 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

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

记了时间! 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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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

先生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这是牛

津大学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

学者为专职教授! 并于此后数年一

直虚席以待" 他们认为! 陈是当时

$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但陈寅恪不

为所动! 而是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

学者的本分" 面对这一极具荣誉感

的礼聘!陈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自

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机会赴英医治!

才答应就聘"不料欧洲战火突起!终

未成行"

说陈寅恪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

子! 是因为他中年阶段的家庭幸福

确实短暂"国家的命运#时代社会的

命运很快影响到他!抗战开始!中国

高校南迁! 师生流离失所! 造次颠

沛"对陈寅恪而言!他甘愿接受了甚

至专心致志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做

了$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而非在时

代的大潮中尽力保护甚至扩张自己

或亲友的利益"在当时!发国难财者

有之! 逃离中国者有之! 投机者有

之"但陈寅恪没有这样趋时而生!而

是执著于学术#中国和文明的命运!

他造次于是!颠沛于是!以至于读书

读得视网膜脱落#眼睛失明"

他的女儿回忆说($父亲工作的

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

雨一来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 也没

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

写文章" %$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

我出去散步" 满山的映山红啊))

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 感受到一

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

陈寅恪的穷苦不仅困扰了他自

己! 也给亲人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苦

难记忆"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

只吃一两片面包! 副食只吃一两片

瘦肉" 病了后!食量更是大减!靠打

针和服维生素
+

来补充营养" 当时

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
+

价格

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夫人唐
!

为买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

尽力支撑"

在香港时!由于陈懂日文!日军

对他还算客气" 后来日军军部行文

香港占领军司令! 司令派宪兵队照

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

屋里搬!陈寅恪#唐
!

硬是往外拖!

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日方甚至用

官职以及金钱利诱! 但陈寅恪宠辱

不惊!拒不接受!生活虽然艰难!但

宁可典当衣物过活" 友人的日记曾

记载说($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

肉类罐头七罐予陈寅恪! 今日回来

报告陈近况! 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

了!闻此为之黯然" %抗战期间!陈只

身赴西南联大任教!妻子#女儿在香

港自寻生路!更为凄惨"以至于陈寅

恪的三个女儿写的回忆父母的感人

的著作!就用了父母$也同欢乐也同

愁%作为书名"

这种穷困伴随了陈寅恪一生"

他的身体之差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

成的"有一次邓广铭去看望陈寅恪!

陈正躺在床上呻吟! 说 $我快要死

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

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书

稿!我不死%" 陈的弟子蒋天枢与蓝

孟博听到老师陈寅恪的消息后!约

同往谒"蓝氏买了三罐奶粉"陈寅恪

和夫人都还在病中!虽然稍有好转!

只是能在床上倚靠着被子坐起来"

陈寅恪看到奶粉说($我就是缺乏这

个!才会病成这样" %类似这样的例

子举不胜举! 让人心酸的事例太多

了"为了买煤!陈不得不在胡适等人

的关心下!卖了自己的藏书换钱*而

到了除夕! 让女儿美延吃了一顿白

米饭! 陈寅恪欣慰的笑颜似乎尤其

悲怆))

这种人生! 在当时以及今天的

成功人士眼里! 是多么不值得理睬

关注的! 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

不及的!是多么普通可怜#甚至迂腐

的! 是多么格格不入或如有着胡适

说的$遗少%气" 但陈寅恪从来没有

考虑这些成功人士的心理! 他没有

为成功人士或所谓的成功而活" 因

此!今天谈论陈寅恪!最值得谈论的

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

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

持了道理的可能性! 从而大道学问

成了他的肉身形式! 他也成了当时

世界范围内的学问大道的人格象

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悲情力

量!穿透了悠远的时空!他平凡的人

生给我们以及后代的人们一种似乎

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这种人格的悲情几乎是绝世的

大道" 这种悲情!使得校长梅贻琦#

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息! 暂时不要

开课时!他拒绝说($我是教书匠!不

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 我每个月

薪水不少 ! 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

呢+ %这种悲情!使得他声明说($我

要请的人# 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

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

我的学生" %这种悲情!使得他的魅

力能不为时间所占有或放弃! 以至

于知道他失明的情况后! 当时的中

南地方长官陶铸嘱咐在他门前为他

修建了一条白色水泥路! 以方便他

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

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我在多年前去中山大学逗留两

日!在雨中打听到陈寅恪小道!去见

识了那条路!心有所感!曾口占一首

四行小诗,,,&在中山大学校园听

雨'(

通往陈教授故居的小路

一道浅白的海沟

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在知识的流水线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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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余世

存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

年
$%

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作者坚持个

人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人物

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

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

的独立判断"回溯了大变局

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和抗争"如邵飘萍!陈寅恪!

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

作者试图找出这些历

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

刻触动到我们每个人内心

深处的历史情感"是我们自

身心量的丰富增益"只有这

样"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

能获得静谧!安宁 !正念正

信而正精进$

科幻的历史与未来

"5!"

年
3

月!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了一套名为 &中国科幻名家名

作大系'的丛书!丛书由十位作家的

中短篇科幻选集组成!分为郑文光#

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刘

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吴岩等十

卷! 每卷收录数量不一的该作者的

代表性作品" 这是从新中国成立开

始到
"5!"

年为止!科幻小说界中最

有影响力的十位作家的作品选集"

"5!"

年可以被称为$科幻年%"

在经历了
"5!5

年刘慈欣长篇科幻

小说&三体'完结篇&死神永生'的出

版!

"5!!

年&三体'三部曲的持续发

酵之后!到
"5!"

年科幻作品开始呈

现$井喷式%发展!各大出版社与图

书公司都纷纷策划出版科幻类图

书" 这其中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

系'却是最吸引大家眼球的一套书!

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就在于其承

前启后的经典性"

纵观中国科幻的历史! 我们会

发现其总是呈现阶段式发展的特

点" 在科幻刚诞生的晚清时期曾经

有过一个高潮!然后沉寂*新中国成

立到$文革%前夕有过一个高潮!$文

革%时期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到上

世纪
35

年代中期有过一个高潮*然

后就是上世纪
45

年代末到现在!最

后的这个科幻高潮持续时间很久!

我们目前都还处在这个进程之中"

而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

王晓达五位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到

35

年代的科幻高潮中最具代表性

的作家! 也就是所谓新中国第一代

科幻作家*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

夕#吴岩等人则是上世纪
45

年代末

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几位科幻作家!

他们被称为新中国第二代科幻作家

群体"在
"5!"

众声喧哗的$科幻年%

推出这样一套包含新老两代科幻名

家名作的&大系'丛书!可以说是独

具慧眼"通过这套丛书!广大读者可

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
+5

年来中国

科幻的实绩! 年轻科幻迷可以有机

会感受老一代科幻名家名作的风

采! 而对于年龄稍大的科幻迷或科

幻研究者来说这套丛书则是最好的

怀旧与典藏对象" 丛书选择的十位

作家其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

所选择的篇目!由于篇幅的局限!无

法将长篇小说纳入其中! 就已选入

的中短篇小说来看! 大多数的确符

合$名篇%的标准"如郑文光的&古庙

奇人'#&命运夜总会'!童恩正的&古

峡迷雾'#&珊瑚岛上的死光'! 刘兴

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美梦公司

的礼物'!叶永烈的&不翼而飞'!王

晓达的&波'等等!都是当时大受欢

迎!为作者带来过巨大声誉的作品"

至于第二代科幻作家的选集! 从篇

目上看则能感受得出编辑有意避开

已经出版或者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作

品! 这样一种选择当然有版权方面

的考量!更多的还在于一种当下性!

希望能够尽量让读者看到他们不一

样的作品"

还想说的一点是! 尤其喜欢这

套丛书的装帧!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它避开了以往科幻图书一般会出现

的 $星云%#$飞船%#$外星人% 等图

画! 而是选择了一种清新而典雅的

图案作为封面! 突出了整套丛书的

$正统性%与$经典性%!更加凸显出

科幻文学属于主流文学之一部分的

实事!因而具有了收藏的价值"

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 能够推

出这样一套堪称$经典%的丛书!算

是对中国科幻发展所做的一个阶段

性总结! 让我们既认清了中国科幻

的历史! 也就更有信心期待中国科

幻的未来" 希望今后可以陆续看到

更多的$经典%!希望中国科幻事业

可以不断繁荣下去- &任冬梅'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

系#$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

编$董仁威(姚海军主编$人

民邮电出版社
!"$!

年
&

月

出版

!

!从总理到囚徒%美女政治家

季莫申科#

主编%刘素云(邓黎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她是一个集年轻% 美貌!智

慧!财富!权利!时尚于一身的天

之骄女& 她是一个敢于在男人主

宰的政坛闯荡的女强人& 她是一

个能够掀起国际风潮的美女总

理& 商界的发家历程为她穿上了

'天然气女皇(的外衣&一波三折

的政途让她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了

她强大的内心和过人政治手腕#

她" 就是尤利娅)季莫申科#

一朵盛开在乌克兰的娇艳玫瑰"

一个一生充满传奇的美女总理#

!

!明朝没有沈万三#

作者%顾诚

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南巨富沈万三根本就没见

过朱元璋*古人怎么看待大熊猫*

明代的
"5

万皇族怎么生活* 李自

成写的诗是假的* 张献忠进川真

相到底是什么* ++这些有趣的

历史话题"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

历史真实*

历史学家顾诚 ,

!4,1-!! 6

"55,-+

-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

孤灯长夜"治学严谨"是当代考实

之学的杰出代表" 在明帝国疆域

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

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领域

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 先生以一

本皇皇巨著.南明史/为人所知"

他的考史功力无不让人惊叹$ 先

生生前有一愿望" 退休之后专写

文史札记0'我是个对文学颇有爱

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

喜欢盘根究底$ (在钩沉史料%严

密考证的基础之上" 先生撰写了

一些短小有趣的文史札记$ .明朝

没有沈万三/ 首次收入他的文史

札记%随笔等文章计
,4

篇"包括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朱文

正事迹勾稽/.谈我国史籍中有关

熊猫的记载/.谈清官/.从李自成

的诗谈起/等"既史料考订充分"

又文采斐然"颇有趣味$

历史大家写小书"篇幅不长"

付出的艰辛却不少" 全是靠证据

说话$ 顾先生就像一位历史大侦

探一样"甄别考订各种话题"网罗

历史证据"推理旁证"只为一个清

晰明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