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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白话”一词颇多歧义，此处是相对于文
言文而言，仅指白话文。说起百余年来文言
文与白话文种种议论，妇孺皆知，无需我再
多言。只是此事反射到出版领域，再回缩到
我小小的书房中，望着书架上那百余册挂着
古典名著白话、全译、今译、注译、选译、详译
名目的书籍，还是引起我一些思考。

■聊书

■提示

白话的是非功过
俞晓群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
章《旧三厄，新三厄》，讲到鲁迅
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文中说，
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
厄。首先是清陆心源所言：“明
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
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
提出来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
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
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
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
佛头着粪。当时循着鲁迅的思
路，我斗胆提出，时下古书出版存
在“新三厄”的现象，即白话、简
体、网络版三项。单说白话一项，
有观点说“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
亡”。回忆当时的思考，我是从
两个方面看的：正面看白话有利
于了解中国历史，辅助学习文言
文，普及古代文化知识。负面看
文言变白话的副作用，首先它使
文言有了消亡的危险；其次在文
白对译的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太
多，如古诗词根本不能译成白
话，文言文固有的简洁与韵味也
是不可替代的。说到这里，可能
有人会提到鲁迅倡导新文学，反
对年轻人读中国经典，批评有些
人食古不化的旧事。那是因为
鲁迅的古文底子极好，才有资格
说那样的话。施蛰存先生在《庄
子与文选》一文中说：“像鲁迅先
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
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
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
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
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
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
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
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
的成分。”

其实不通文言，一定会影响
你的口语表达及白话文写作。
我早年读书环境不好，后来总结
时常常会说，那时无书可读或读
书太少。那么哪些书读得最少
呢？排在前面的当然是古文、古
诗词了。到了花甲之年，再回忆
那一段先天不足，导致的后果有
二：一是后天的语言枯燥或叙事
啰嗦，常常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表
达；二是写作时提笔无字或平铺
直叙，会使用的字词太少或流于
成语、俗语一类句式，文字词不

达意，文章平淡无味，缺乏文采
与韵律感。后来埋头读书做过
一些补救，但“童子功”是很难补
回来的。

我记得那时中小学课本中古
文、古诗词数量很少，学校没有太
多的教学要求，师长却时常提醒
我们，篇目少更要能够背诵。诸
如《陈胜起义》《曹刿论战》《捕蛇
者说》《卖炭翁》《丁督护歌》《大车
扬飞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
今不忘。父亲还命我背诵《古文
观止》中《郑伯克段于鄢》《唐雎不
辱使命》《五柳先生传》等篇目，使
我的古文底子略好一些。没想到
1977 年恢复高考，我却占了便
宜。那张语文考卷上有古文今译
两道大题，正题为王安石《游褒禅
山记》中一段古文，二十几分；附
加题为班固《汉书·高帝纪下》中
一段古文，三十分。刘邦临死前
与吕后的一段对话，其中名句：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
也，可令为太尉。”此事堪堪称奇，
就在高考前不久，有一天父亲把
我叫到他的书柜前，翻开《汉书》
为我讲解过这一段故事，没想到
它们竟然会出现在试卷中。

在父亲送给我的书中，有几
册文白对照的古书，书上有他的
钤印。一本《论语批注》，北京大
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还有一套

《史记选译》上、下两卷，北京卫戍
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编，

序言中说，小组人员由战士、蹲
点 干 部 、中 华 书 局 编 辑 组 成 ，
1976 年中华书局出版。再有一
本《史记选》，王伯祥选注，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知
青的时候，我去铁岭务农，临行
前父亲把它放入我的行李中，我
一直保存至今。

相对而言，我的书房中文白
对照的书不是很多，有些规模的
大约有三套：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岳麓
书社开始出版的《古典名著今译
读本》十几册，相应的还有一套

《古 典 名 著 普 及 文 库》二 十 几
册。两套书都是小开本纸面精
装，它们面市较早，阅读方便，很
长时间是我案头常翻常查的书，
对我早期学习古代典籍帮助很
大，至今我仍对那一代校编者心
怀感念。

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起编辑《古籍
今注今译丛书》，最初是 12 种，
后来达到 41 种，再后来增加到
56种。作者中前辈名家极多，如
屈万里、马持盈、南怀瑾、陈鼓
应、杨亮功、毛子水。王云五在
序中谈到缘起，1932年上海商务
印书馆曾出版《国学小丛书》，作
者有陈柱、谢无量、胡朴安、周予
同、吕思勉、钱穆，名副其实的大
家小书。书目如《中国诗学大
纲》《诗经学》《荀子哲学》《楚辞
新论》《孔子》《孟子》《中国八大

诗人》。但王先生觉得《国学小
丛书》不是原典全本，普及效果
不好，成为一个缺憾。因此发起

“今注今译”出版项目。他希望
能有多家出版社合作推出，但无
人响应，最终只有台湾商务印书
馆独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其
中仅有《史记今注》六册没有“今
译”，注释者马持盈认为篇幅太
大，而且注、译相通，不必再多占
篇幅了。如今这套书已成名著，
内地有多家出版社购买版权，如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庆出版
社、新世界出版社。

三是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
书》，纸面精装，在选本、规模、印
装许多方面，已成为古籍白话出
版的翘楚。我存有一套九册《史
记》全本全注全译特装本，黄色缎
面装帧，巨大一箱，分量极重，附
赠一双镇纸，上书“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品读如此“贵重”
之书，很容易伤到手腕。另外中
华书局还有一套《中华经典藏书》
也是文白对照本，选书极好，我买
过几种，后来发现是节选本，但只
在前言中说明，没有在书名中明
示。凤凰出版社有一套《古代文
史名著选译丛书》，陆续出版一百
多种，参与者前辈名家不少，如周
振甫、许嘉璐、黄永年、张培恒、金
开诚。

最后再说几段难忘的故事：
一是我存白话版本最多的是

《周易》《春秋左传》，仅言《左传》，
最让我喜爱的是杨伯峻《春秋左
传注》《春秋左传词典》《白话左
传》，还有沈玉成《左传译文》。这
几本书我都存有两套，一套在家
中，一套在办公室。按照杨先生
的观点，重要的典籍应该有“三件
套”：注释、词典、白话。此套书是
一个典范。记得我读《左传译文》
时曾向中华书局胡友鸣请教，他
说这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一是

《左传》《梦溪笔谈》一类跨学科著
作最难注译，二是大学者肯做此
类事情，大不同于泛泛之辈，对他
们是雕虫小技，对读者就是难得
一见了。

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
时的《白话聊斋》，辽宁人民出版
社出版，最初是上、下两册，后来
又出续本、全本，总共印了二百多
万册。翻译者是出版社的几位老
编辑袁闾琨、刘刊、陈志强、邓荫
柯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老领
导，又都是各方面的专家，能策
划、能动手。此书上市后不断再
版，出版社挣了大钱。那时讲“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如此生动一
例，很让我震动。

三是整理书籍时发现，许多
注译本都是老师、作者或朋友送
给我的，让我难以忘怀。一是孙
振声《白话易经》，内部印刷，上世
纪八十年代周山送我，成为我的
启蒙读物。如今已翻烂，还是不
肯丢弃。二是陈广忠《淮南子译
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请陈先生
写《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两淮文
化》，他赠我此书，也是我的启蒙
读物之一。三是赵吕甫《史通新
校注》，王充闾送我。王先生是
看过我的文章《二十四史五行志
丛考》，发现其中一条错误，就把
他自己的书送给我，夹上纸条，
标注出正确的说法。四是陈学
明送我南怀瑾《论语别裁》二册，
复旦大学出版。那时南先生的
书刚刚进入内地，争议之声不
小，阅读中我还是受到启发，知
道书还能这样写，孔子还能这样
评说。五是王之江送我《日知录
集释》《遵生八笺校注》，前者影响
我一生的写作风格。六是沈放送
我《春秋左传词典》，他说这是一
本很好玩的书。

一件艺术品，从
被创造出来开始，就有
了生命力。时间会消
磨它的外观，朝代更迭
会改变它存在的意义。

文学，在博尔赫斯之后
思 郁

“博尔赫斯与我”的前传

小说《博尔赫斯与我：一场邂
逅》（以下简称《博尔赫斯与我》）
大概的故事是这样的，刚刚大学
毕业的帕里尼，为了逃避父母的
控制，他选择了逃离美国的家乡，
申请到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
读研究生，研究文学。在圣安德
鲁斯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所在，
他每天在海边跑步，泡图书馆，跟
同学们在咖啡馆喝咖啡，看起来
生活惬意舒心，但他内心荒芜，孤
独。他想以文学为业，成为一名
诗人，却找不到方向。

帕里尼的研究生论文打算
研究一名还在世的不知名作家，
导师福尔克纳教授建议他换个
更加合适的研究对象，慎重对待
他的研究主题。福尔克纳教授
是一名老兵，年近古稀，以研究
莎士比亚闻名。此时他已经有
了老年痴呆的症状，最佳的证明
就是，有次在街上帕里尼偶遇到
了福尔克纳教授，教授想介绍另
外一位年轻人给帕里尼认识，说
这位年轻人从美国来，名叫帕里
尼。帕里尼只好告诉他，我就是
帕里尼。

小说虽然叫《博尔赫斯与
我》，但是前十章基本都是自传

性的介绍，铺垫了一个迷茫的年
轻人在苏格兰小镇的无所事事，
直到他遇到了另外一位诗人阿
拉斯泰尔·里德，阿拉斯泰尔是
定期给《纽约客》撰稿的作家，正
在翻译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
诗歌。与阿拉斯泰尔的相遇是
帕里尼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一方
面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是帕
里尼的精神导师。另外一方面，
正是通过阿拉斯泰尔，我们才得
以见到了博尔赫斯。

本书中，博尔赫斯出现之前，
最精彩的篇章就是阿拉斯泰尔与
帕里尼讨论如何修改诗歌的章
节。帕里尼带着自己写的诗歌让
阿拉斯泰尔修改，后者大笔一挥，
删了很多章节，并给他留下很多教
益，比如“永远不要让智慧的调调
给一首诗收尾”“诗人可不能对自
己的草稿有感情”“诗从未完成，只
会被遗弃”“发表是一种处理方式，
就像把它冲进马桶里”“诗很难失
去，就像孩子一样。它们跟在你身
后，催促你做出反应”。

一位写作者分享有益经验

考虑到帕里尼是在 50 年后
撰写的这部小说，此时的帕里尼
已经是著述颇丰的一流诗人，著
名的文学批评家、杰出的小说家，

传记文学的革新先锋等等，所以
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位写作者
在分享他非常有益的写作经验。
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本小说经常
被看成是一本真实的回忆录，但
它还能允许更加丰富和多角度的
解读。它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写
作：我们说这是一本小说，是因为
过去很多年，只能通过想象力去
弥补记忆中的缺憾，这就是帕里
尼总结的写作经验，他说记忆是
想象力的继子。

说它是回忆录是因为帕里尼
确实与博尔赫斯接触过，虽然时
间不长，一周左右。也许是时间
太短，他对博尔赫斯了解不多，他
只能通过后期阅读博尔赫斯的文
本去重构了他与博尔赫斯相遇的
时间。

当然，我总是饶有兴味地
将其看作是一本精彩的文学评
论，帕里尼总是借书中人物之
口 传 递 着 各 种 文 学 洞 见 。 比
如“诗是仅次于沉默的东西”，
这大概是我读过对诗最好的定
义；还有“神话是现实的裂缝”，
也非常精练。

书中的人物虽然都说着文学
的语言，看着距离生活很远，但是
并不突兀，因为文学是人物的底
色。帕里尼对小说中的人物建
构都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小说的所有人物都很出彩，包括
阿拉斯泰尔 8 岁的儿子贾斯珀
都很有趣。小说中他最先预告
说博尔赫斯要来了，然后吐槽帕
里尼连博尔赫斯是谁都不知道，

“我不应该感到震惊。美国人总
是无知的”。

博尔赫斯终于在小说的第十
章出现了。在此之前，帕里尼一
直铺垫的信息是，他对博尔赫斯
一无所知。这点看起来让人难以
信服，但是博尔赫斯在国际上扬
名正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
代初，加上所谓的“美国人的无
知”也是成立的。当然，我们也可
以将其看成是一种欲扬先抑的文
学技巧，正是因为在对博尔赫斯
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帕里尼才能
用一种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
崇拜者的眼光去看待博尔赫斯。

简单来说，博尔赫斯在美国
讲学期间，顺便来苏格兰见见自
己的译者阿拉斯泰尔，打算小住
几天。但是说来也巧，这期间正
好赶上阿拉斯泰尔的亲戚生病，
他要去伦敦几天，于是就拜托帕
里尼去照顾一下这位远道而来
的盲人诗人。帕里尼勉为其难，
开着自己的破二手车，带着一位
70 岁的盲人踏遍了苏格兰的荒
野之地。

堂吉诃德式的博尔赫斯

小说第十章之后的内容更像
一部公路小说，或者像现代版的
桑丘与堂吉诃德之旅——这个比
喻大概是最形象的，考虑到博尔
赫斯一路上的表现，堂吉诃德大
战风车的场景虽然没有发生，但
是尴尬的场景并不算少数，比如
他们拜访一家卡内基图书馆的时
候，博尔赫斯当着图书管理员的
面，抽出书架上的一册书，开始贪
婪地舔舐书脊，因为他认为“有些
书应该尝尝滋味”。行走到凯恩
戈姆山的时候，遇到暴雨，博尔赫
斯诗兴大发，吟诵着莎士比亚的
诗句，像李尔王一样疯狂地冲出
了车，在雨中摔下斜坡，头部严重
受伤，只好住院治疗。在尼斯湖，
博尔赫斯想象着水怪出没，他站
在划艇上，挥舞着自己的拐杖，激
动地吟唱《贝奥武夫》里的史诗片
段，两人翻船坠入湖中，差点溺
死。还有尴尬的小便之夜，我们
可以想见一个灌了太多啤酒的
70 岁老人半夜是如何一次次起
夜的，关键是住宿的家庭旅馆只
有一个洗手间，还在隔壁的女房
东的房间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
的夜晚。

这本小说并无意塑造一个
让人尴尬的博尔赫斯的形象。
据说，博尔赫斯的遗孀玛莉亚·
儿玉在读到这本小说的时候，评
价说，这毕竟是一本小说。她的
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对小说中
呈现出来的博尔赫斯的形象认
真对待。在小说中最动人的片
段里，帕里尼终于鼓起勇气拿出
自己原创的最好的爱情诗朗诵

给博尔赫斯听。博尔赫斯说，他
也写过同一首诗。这是什么意
思？帕里尼感到愤怒和不解，这
是指责他写的是陈词滥调吗？
还是说他抄袭了别人的诗歌？
博尔赫斯解释说，“你的诗和我
的诗，正如我们对爱情的期待一
样，在同一个领域运动。这是一
首我从别处抄来的诗，毫无疑
问。我成了这首伟大情诗的读
者，没人能找到原作，因为被重
新塑造和创作的时候，它才存
在。”这正是博尔赫斯伟大的诗
学观点的一部分，神话的原型已
经存在，我们写出来的诗歌，只
不过是一次次抄写神话中存在
的原型。我们是伟大的读者，也
是传统的创造者，我们所谓的原
创并不存在。

相遇后写出属于自己的诗

我们应该分清一点的就是，
写作《博尔赫斯与我》的帕里尼并
不是小说中的叙述者。小说中对
博尔赫斯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才能
与这位伟大的作家进行碰撞。这
本书正是描述了上世纪 70 年代
的年轻人无知和迷茫的成长，书
中的年轻人得益于与博尔赫斯的
相处，他感受到了结识博尔赫斯
之后的变化，并且非常欣喜地描
摹了这种变化和成长，这种成长
就和我们阅读博尔赫斯之后的那
种变化是一样的。

阿拉斯泰尔对博尔赫斯有个
非常精彩的比喻，他说，读过博尔
赫斯之后，如果有一天你错过了
一列火车，这件事会让你感觉到
意义深远。文学，在博尔赫斯之
后，必将改变。这才是这本小说
存在的意义，帕里尼很好地诠释
了他与博尔赫斯相处一周之后这
种微妙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也许
就是，他真的写出了属于自己的
诗歌，小说中收录的那首《收获如
此之多》的反战诗，比他小说中呈
现出来的所有描写爱情的陈词滥
调都要好。

帕里尼写出了肉眼可见的进
步，他证明了——与博尔赫斯的
相遇真的改变了他的一生。

上世纪 70年代初，从美
国到苏格兰留学的年轻人
杰伊·帕里尼，结识了来自
阿根廷的盲人诗人博尔赫
斯，并带着他进行了一次荒
野之旅。50 多年后，帕里尼
已经成为著名文学家，但这
次短暂的旅行，仍盘旋在他
的脑海里，于是，他把这段
经历写成了小说《博尔赫斯
与我：一场邂逅》。这本身
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写作探
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小
说，也可以说是作家的写作
经验实录。

在陶庵的童年记忆里，过年，“实在不
过是赶热闹罢了”。看回忆录，常常会让
人有恍惚感，仿佛被拉进了风云变幻的历
史现场。那些满是细节的人生回望里，呈
现的是时代浪潮中个体命运的辗转沉
浮。《陶庵回想录》就是一本还原感极强的
书，在作者肆意的抒写中，充斥着喧嚣与
挣扎，但读者看到的仍然是文字观照下的
岁月沉淀之美。

过年的仪式感拉满

陶庵饶有兴致地回忆童年时的过年
场景，热闹得很。“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
一的穿。”过年，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一个
接一个的热烈节目。正月里除了有舂年
糕裹粽子，最使小孩子兴高采烈的是看

“灯头戏”。“我的连日连夜去看灯头戏，实
在不过是赶热闹罢了。倒是戏台下的观
众忽然有人往左或往右一挤，大家跟着
挤过去挤过来的情景，既有些骇人又有
些好看。”

春节仪式感是什么？“二十七扫房角，
二十八扯猪脚，二十九糅粑坨，三十晚上全
家乐。”幸福需要仪式感，传统的过年仪式
给新春以充满希冀的开始，仿佛冬雪里小
孩手中攥着的糖葫芦，火红晶亮，就是要甜
得耀眼。

祥瑞中国美好寓意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
前小草写桃符。”诗人陆游
在除夕前夜赶写迎春的桃
符，面前的半盏屠苏酒还
未及举杯。饮屠苏酒是古
人的过年习俗，大年初一
全家共饮屠苏草浸泡的
酒，据说能驱邪避瘟。

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众多祥兽不断被艺术加
工、想象再造，并被建于官
府的建筑中，希望起到避
灾祈福的作用。北京作为
历史古都，传承了中国古
老的神兽文化，这些形形
色色的神兽在都城的建
筑、雕塑中腾跃着矫健的
身影，也形成了特有的文
化图腾。

《祥瑞中国》一书就展
现了作者对帝都恢宏建筑
艺术的理解，我们不妨随
着作者的视线看过去。天
安门的石狮子、皇极门外
的九龙壁、养心殿的甪端、
大通桥的镇水兽……这些
代表吉祥如意的神兽也是
古都文化重要的组成。书
中 160 余幅彩绘作品，把
北京中轴线及运河水系代
表性神兽的真实现状还原
出来，以艺术方式讲述中
国传统文化故事。在这样
喜庆祥瑞的节日里，一起
看看古建筑上的神兽们都
有怎样的寓意，也是别有
一番趣味的。

节日餐桌不止美食

过 年 ，最 重 要 的 仪
式就是一家人一起吃年
夜 饭 了 。 节 日 餐 桌 ，不
止 美 食 那 么 简 单 ，舌 尖
也是个大舞台。提到中式
料 理 ，我 们 马 上 就 会 想
到东坡肉、烤乳猪、糖醋排
骨 …… 其实古人对吃肉
的兴致没有那么浓，却常
吃生鱼。纵观历史，人们
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餐

桌上的中国史》就记录了关于中华饮食的
发展史。

《餐桌上的中国史》以中国的历史演进
为主轴，以中国菜肴为主角，探索中华饮食
背后的渊源，透过一道道菜肴品读一个朝
代的经济、科技、农业发展程度，以及每个
朝代留下的文化成就。作者用通俗的笔调
展现了在时代变换、王朝更替、民族文化冲
突与融合的历史中，中华美食文化的不断
演变。

现代菜肴传承了多少古代传统？学者
张竞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比如“鱼翅”
一词，早在1596年前后刻印的《本草纲目》
里已有记载，但详细的烹饪方法，则是到了
清初，在经学家朱彝尊所著的《食宪鸿秘》
里才有相关的记录。现在，人们习惯把燕
窝、鱼翅放在一起说，而实际上，这两种菜
肴出现的时间相差甚远。张竞在《餐桌上
的中国史》中论述，元代的烹饪书里出现过
燕窝、海参，却没有提到鱼翅。他推断，鱼
翅一菜，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的时间，大
约可以推断是清代之后。

另一个佐证是袁枚的《随园食单》
里多次提到鱼翅，其中甚至有几处嘲笑
人们错误的烹饪方法。身为诗坛盟主
的 清 代 文 学 家 袁 枚 ，是 位 不 折 不 扣 的
美食家，他所著的《随园食单》是其 40
年 美 食 实 践 的 产 物 。 他 以 随 笔 的 形
式 ，细 腻 描 摹 了 乾 隆 年 间 江 浙 地 区 的
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记述了中国曾经
流行的 326 种南北菜肴。《随园食单》是
清代的饮食名著，也是今天的美食家们
必读之书。

甜甜的“年味儿”
李海卉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