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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读本》，[日]贝冢茂树著，李斌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出版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论其世也。”孟子留有这样的名言。但对

于他本人，今天我们了解得更多的，是他

的言论，而不是他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

代。毕业于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后来长

期在京都大学执教、担任过该校人文科学

研究所所长的贝冢茂树，是日本知名的中

国古代史学家和甲骨文、金文专家。他出

身学者世家，从 6 岁开始，就在祖父的熏

陶、教导下，开始学习汉文经典、阅读四书

五经，进而树立了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和

历史为业的志向。

这本原名“孟子”的小书，是作者晚年

的应邀之作。写完这本书之后两年，作者

就去世了。2004 年至今，这本书已由日本

讲谈社先后重印近20次。以作者在前言中

所表示的希望“能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

的目标来看，这本既是“大家小书”，同时

也是一位资深学者收山之作的小册子，确

实写得不违初衷、非常成功。

全书包括四个部分，主题分别是“孟

子思想的时代背景——战国时代”、“孟子

其人与思想”、“《孟子》这部著作”、“孟子

相关年表”。第一部分旨在替孟子“论其

世”，第二部分意在让读者对孟子“知其

人”。而第三部分，在简要的著作解题之

后，以大量的篇幅，针对《孟子》的文本细

节进行字词注释、白话翻译和阐发引申，

显然是全力以赴地“读其书”。第四部分的

年表，虽从爬梳通行史料而来，细节处理

上却也颇见个性。

在“论其世”的第一部分，并称为“孔

孟”的孔子、孟子两位圣人，从他们所处的

社会和时代背景中，被清清楚楚地分辨开

来。同样是礼崩乐坏之世，孔子所在的春

秋时期，还保持着形式完整的飨宴文化。

“春秋列国之间虽然展开了白热化的权益

斗争，但对立的各国仍然会在宗庙祭祀时

居于一堂，展开所谓的会盟。会盟时，根据

惯例，各国的大臣们会声称自己国家拥有

的某些传统权利。各国在以祭祀为基础的

周朝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和序列，以及各国

的建国由来等，是其声称的主要依据。”

到了孟子所在战国时期，西周文化已

告崩溃，会盟虽未废除，但丧失了宗教意

义，以至原本仪式感极强的歃血为盟，都

蜕变成了论实力而定序的强弱对峙和现

场争锋。祭祀之后的宴会被取消，代之而

来的是激烈的争论。宴会外交完全让位给

实力外交。历史渊源和典故传统的各种讲

究趋于消退，现实利害和经济、军事比拼

上升为头等大事。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活

力也在全面迸发。祭政合一的城市国家，

在兼并争战中逐渐向郡县制的王朝国家

加速过渡。制铁应用于农业的技术进步，

工商业发展和新兴贵族的崛起，从根本上

改变了时代的总体风貌。富国强兵的急迫

需要，持续激发着文化思想的百家争鸣和

白热化的人才争夺战。

身逢如此时世的孟子，没能在史籍中

留下确切的生卒年份和前半生履历记载。

甚至连他的出生地和故乡邹国的由来，史

书中的交代也十分简略。“在东方的鲁国修

习了儒学，与齐国的稷下学者为伍，大长了

见识，却仍旧无名的孟子”，终于在接近知

天命之年的岁数，响应着避乱迁都到中原

的魏国国君魏惠王（迁都后随国名改称梁

惠王）的招贤令，走上了游说诸侯、推行自

己政治学说的道路。但孟子在这条道路上

的行程，似乎比孔子走得更艰难也更短促。

前后十五六年时间，行踪所及只是梁、齐、

滕、宋、鲁五国。其中，在齐国和齐宣王的相

处耗时最久，投入的心力也最多，期望落空

之后感受到的挫折也最严重。

《孟子》一书，就是从孟子晚年退隐故

乡（按书后年表，此时距孟子去世仅一两

年）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对话、讨论的

内容中，归结、整理出来的结果。而且，和

《论语》相仿，《孟子》成书，也是得自弟子

们各凭记忆的转述、提炼和汇总，并非出

于孟子本人手笔。所以，书中所呈现的，只

有孟子晚年的思想风采和精神面貌。既如

此，若从个体生命意识和社会历练经验

的维度上来揣摩，对于《孟子》的透彻理

解，或许也只能发生在同病相怜或同气

相求的晚年情怀和晚年心境中。这样一

想，贝冢茂树写在书中的不少看似淡然

感慨的推断，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和独

具穿透力：“孟子区分了感性和理性，认

为恶的根源在于感性，所以要抑制它；而

善的根源在于理性，应该加以伸张。”“孟

子的性善论主张，与孟子的为人不太一

致。以大丈夫自居的孟子承认，为了顶住

外界压力，将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需要

有坚强的意志力。”“为了让精神安定，必

须养浩然之气。从这点看，孟子不能算理

性主义者，意志主义者和道德家才是他的

本质吧。”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 China's Re-

sponseto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

vey,1839-1923，直译的意思，是“中国对

西方的回应：1839-1923 年历史文献评

述”。不过正如它现在的中译本书名所标

示的那样，从 1954 年由哈佛大学初次出

版时起，这本书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它依

托的一个认识框架：近代以来中国人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主要是

由外来的西方刺激促成的。更具体地讲，

发生在前的“西方冲击”和因之而起的

“中国回应”，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了中

国近现代社会制度、思想和价值观迁延

兴替的动力机制。

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导论里已经说

得很明白：“‘刺激’（或‘冲击’）和‘回应’

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

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称之为

‘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

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它显然

只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

‘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

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

必须把它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

察。在我们设计出一个精准的分析框架

之前，本书书名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

是隐喻的。”

注意到这一点，再来看全书，或许就

能从不拘于印证或者背离“冲击与回应”

框架的角度，感觉出通过审视近现代历

史文献中穷则思变的一连串踪迹，来把

握中国历史的总体脉络的深切用意。而

这一点，即使是在“冲击与回应”作为认

识框架和思维范式的局限或偏颇都已广

为人知的今天，也仍然值得予以重视。书

中所选的文献共66种，体例各异，长短不

一，多为摘选。而摘选的原则，皆依从编

著者（按“前言”和“致谢”所述，成书过程

中有包括书中文献的原作者胡适在内的

30多位学者参与了意见）所梳理、确认的

一个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逻辑判

断和阶段性概括。标志其起点的历史事

件，是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而1923年

孙中山决定效法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

改组国民党，则被当作了这一历史阶段

的终点。

与时下新出的文献选编或史料汇编

书籍的形式截然不同，这本书对于历史

文献的解读，其实已经完全自成一体，具

备了系统严整、逻辑紧密的专著格局。顺

次展开的“问题与背景”、“承认学习西方

的必要性”、“对西方技术的渴望”、“自强

运动”、“1900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改良

与革命”、“意识形态潮流与五四运动”这

七个部分，和归集在这七部分当中的 28

个篇章，足以组合成一个复原 84 年前近

现代中国历史情境的知识沙盘。而选取

到这个沙盘上，设置为醒目地标的林则

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曾国藩、李鸿

章、左宗棠、郑观应、郭嵩焘、张之洞、王

韬、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盛宣怀、张

謇、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

适、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和他们在特定时

刻留下的种种见解，也都随着编著者细

密、深切的连贯阐释和比照论析，而显现

出了构筑中国总体历史图景的别样色泽

和别样意味。

《冲击与回应》，[美]费正清、邓嗣禹编著，陈少卿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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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起飞起飞————第一航空港成长记第一航空港成长记》》 □□魏华莹魏华莹

八月天、尚攀合作的《起飞——第一航空港成

长记》是一部关于郑州航空港的报告文学，详实记

录了航空港从蓝图规划、招商引资、人才汇聚，到

成为中原崛起新动力的历程。在作品后记中，作

者也追忆了写作过程中的种种辛苦和感动。

在上世纪中叶，关于报告文学，一直被认为是

“轻骑兵”与“时代的鼓手”，这一定位，强调了报告

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实效性，而这部历时两年的报

告文学巨作，显然有着更为厚重的分量。

作品开篇从郑州的古代史开讲——“豫”的由

来。关于河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老家河南”是很多中国人的心声。但在现代化的

步伐中，她显得有些步履沉重。尤其是近现代蓝

色文明崛起后，古老的中原一度趋于沉寂。经历

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动荡，以及改革开放后

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古老的中原如何腾飞一直

成为很沉重的问题。

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作者就细致讲述了在航

空港规划期间，如何采取战略制高点，直接吸取全

世界最先进的经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实现古

老的中原与世界先进经验接轨的过程。比如，河

南的决策者们去考察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

尔机场，那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

就已经实现了从机场到城市即航空城的转变；去

参观欧洲的法兰克福机场，如何仅仅依靠展会活

动就为德国政府贡献5.67亿欧元税收；也包括美

国的路易斯维尔国际机场，以及那里领先全球的

跑道尾服务；更包括迪拜机场、仁川机场、亚特兰

大机场、名古屋机场等等。这些考察和后续的战

略决策，都为航空港的腾飞创造了必要条件。

与之同时，注重理论视野也是航空港起飞的

重要条件，比如引入学者张宁关于蓝色经济的新

概念，即运用地利优势发展海洋经济之外的天空

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开放之路，以及卡萨达《航空大都市》关于服务航

空经济发展起来的智能型城市等等。这些理论的

指导也扩大了视野，改变了保守僵化的既有思

路。作者还有意讲述了一个历史小细节，在20世

纪90年代初，通过河南某宾馆安装猫眼是否需要

倒装以方便警察监督的荒唐可笑的故事，认识到

解放思想才有创新之路。当然，这也并非是一条

坦途，也有各种压力和困难，难能可贵的是，历任

领导展开了接力赛，而专家学者、普通劳动者的持

续付出才得以有今天的旧貌换新颜。关于报告文

学，门德斯曾指出：“报告文学是用小说家的眼睛

和记者的职业准则参与现实的过程”。可以说，这

部作品是作者经过了细致扎实的调查采访，用数

据铺就以实现叙述的全方位真实性，同时又穿插

一些小故事，增强作品的文学性，以及通过作者的

分析讲述独到的见解。

河南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老子《道德经》

也诞生在这里，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在老子的哲学观中，万物都要经历从无

到有、从简到多的过程。可以说，富士康入驻航空

港，起到巨大的开篇效应。首先是生产力方面，

2012年河南全省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国内的26％，

接近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其次是大量的人口带

动的城市发展，近30万员工，加上被富士康吸引

过来的诸多配套企业和对应的服务人员，富士康

给郑州带来的人口增量至少在百万以上。同时，

富士康的经济效应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布局，第

六代低温多晶硅，推进电动车项目等等。此外，阿

里巴巴E贸易商品集散中心、TCL集团华中电子

商务配送中心、顺丰电商产业园等等都活跃在电

子信息产业园内，为航空港的腾飞贡献了活力。

在研究者看来，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它具

有史实性。这种史实性，在其当时便是新闻性。

然而，它的生命力又比一般的新闻报道要长得多，

在其后世，这种史实性就构成为文献性。这部报

告文学也会成为航空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文献。

作品着重讲述了郑州实现交通枢纽的过程，

机场可以让河南联通世界，米字型高铁进而让河

南联通中国。如果说米字型高铁是郑州天然的地

利，因为以郑州为中心，600公里范围内可达北京、

武汉、西安、太原、济南、武汉、合肥、南京、徐州等

大城市，1500公里内可通达国内 70%的省会城

市，南北东西，中原腹地，数亿人口，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让郑州在中国高铁发展上走在前列。而

航空港的建立，则是战略的新跨越，2015年 4月

20日，新郑机场飞往亚、欧、美三洲的“一带一路”

国家货运航线达到22条，航线网络基本成型。“郑

州价格”已成为中欧间国际航空货物运价的重要

风向标。新郑机场成为中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

之一、中国四大货运机场之一。新郑机场的货运

航线已通达全球主要货运集散中心，构建起以郑

州为亚太物流中心、以卢森堡为欧美物流中心，覆

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空中丝路真正拉近了河

南与世界的距离。

而作为一名旅客，再次走进新郑机场，确实有

焕然一新、高大上的感觉，但还真的没有意识到

T2航站楼X造型，就有“拥抱世界，迎接未来”的

寓意。而“笛塔”正是河南的文化符号，设计灵感

源自8000多年前的河南出土文物“贾湖骨笛”。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

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文化是习得

的，也是共享的。这些精心的设计是文化认同者

的一份心意，也是文化共享者的一种期许，民族的

与世界的必将融合。共享文明，就是人类要共同

创造、共同认同、共同拥有现代文明形态，所谓文

明共同体，就是建立在尊重不同文明基础上的文

明新形态。

当报告文学真正能够绘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

生活的图画的时候，就是在将来，也是有价值

的。2017年，伴随着第一航空港的发展，国家支

持郑州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航空大都市》

的作者卡萨达曾为第一航空港起了英文名

“ZAEZ”，而随着领事馆片区的设立，也说明郑州

在国家中心化、国际范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

际郑”正以开放的姿态越来越扩大她的朋友圈。

我们都知道，云层上面都是阳光，希望起飞之后的

第一航空港能持续迎来阳光普照，以更为崭新开

放的姿态屹立世界。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扎实生动的报告文学作

品，也避免了报告文学作品常见的平淡浮泛误区，

有史实、有故事，有恢弘的结构框架，也有血肉细

节的呈现。

文人的雅兴与修行文人的雅兴与修行
——读韩耀成先生译黑塞之《园圃之乐》 □谷 裕

这年头，想着要有学问的人很多，可是有情怀

的文人却不多了。躬耕园圃需要一种情怀，从青年

至暮年不辍，需要大情怀。黑塞的《园圃之乐》字字

句句流露出文人的情怀。

在中国古代，小园香径与通幽的曲径，实在也

是相隔不远。一条，文人徘徊于其上，观赏小园；一

条，通向禅房的花木。且唯此小园与花木处，可称

得上园圃。所谓园圃，与文人的雅兴和修身养性密

切相关。其余的，则要么是实用的果园菜园，要么

是彰显财富和权力的赫赫园林。

黑塞的《园圃之乐》是文人雅兴和修身养性之

作。译者在“生活奔波和事物羁绊的缝隙中”移译

出来，笔者则是放下“生活的奔波和事物的羁绊”，

细细品读，头脑中不时浮现出童年时奶奶家门前

的田亩、不远处老城墙的断垣和落日余晖中的炊

烟，才知道童年和故乡其实一直深埋心底，只待被

叩问和唤醒。

黑塞（1877—1962）系德国作家，后移居瑞

士，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享

有广大读者，尤为青年人喜爱。自上世纪80年代，

黑塞在我国已有很多译介（《荒原狼》《彼得·卡门

钦特》《乔达摩·悉达多》等），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

生。此番中央编译出版社将黑塞的《园圃之乐》作

为生态文学系列“小绿书”中的一部，使我们得以

在炎炎夏日感受到从“园圃”中飘来的阵阵清风，

沁人心扉。

黑塞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施瓦本地区，向东南

与博登湖和瑞士连成一片。那片土地属农耕文化，

自然风景优美，是个天生出田园诗人的地方。德国

浪漫派中就有一派，称施瓦本派，专以描写家乡田

园风光著称。

然而，黑塞并非单纯的徜徉于田园的文人，亦

非打坐于“禅房”的隐者，他躬耕园圃，培土灌溉，

锄草施肥，修枝剪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亲力亲

为。《园圃之乐》即收录了作者所有记录园圃劳作、

园圃情怀的诗文。

那么，与中国古代的文人相比，黑塞的园圃情

怀有何不同？

一则，也是最大的不同，黑塞之劳作于园圃，形

同在世俗中修行，而非仕途受阻，寄情山水。相反，

如文中偶有流露，他一直是位成功的作家，出版社

和读者的来函从不间断，如潮水般涌向他的乡间别

墅，以致他可以用出版社捆扎邮件的绳子给他的番

茄架藤绑枝。西方自中世纪起，便只有修院中才有

此类园圃，也称花园或草药园，躬耕于其中的是修

士。在园圃中劳作是修行的一部分。修士唯有两项

工作：赞美和劳作。于黑塞大抵同样如此。

黑塞讲到，“同泥土和植物打交道，就类似沉

思冥想，能使灵魂得到放松和安宁”。他沉思和冥

想的，是生命的趣味，是生命的死而复生，是造物

主所造自然的奇迹。为此，他“感恩诸神，赞美大

地”。他举目看到的，并非只是莫名的“悠悠南山”，

更是雪山衬托下教堂的钟楼；落日中的繁花在他

的眼中，“宛如大教堂里的彩绘玻璃窗”。在如此置

身于园圃而非教堂的“礼拜”和“祭祀”中，他获得

心灵的宁静。

黑塞虽然年轻时逃离了神学院，但不容忽视

的是，他是牧师的儿子，生长于虔诚运动（17世纪

末至19世纪初）的一个中心地带——施瓦本，此地

的虔诚运动特别强调内在心灵和内心的虔诚。黑

塞的虔诚因此并非经院式的、形式主义的，而是由

内而外的、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这给他的园圃

之乐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对于黑塞，农事的生活，其基石是“虔诚”，“是

对主宰土地、水、空气和四季的神明的信赖，是对

动植物生命力的信赖”。他明言，在园圃的劳动对

自己“有着某种宗教意味”。甚至于，“所有的花园

和小山/ 都是客西马尼园和各各他山”。他在鸢尾

花中看到的是“上帝和永恒”。

因此，黑塞笔下的大自然，他笔下的山水、植

物、花开花落，都具有了神性的寓意。他的诗文出自

文人雅兴，更是灵修之作。也是在这样的观照下，黑

塞文中往复出现的童年、故乡、归乡，就如同在他的

同乡荷尔德林那里，都成为某种世俗的神学。

二则，黑塞的园圃之乐，当然是归隐之乐、隐

遁之乐。然而，他的出世并非泛泛地远避世事的藩

篱，而是有着十分具体和明确的针对——大都市

忙碌的现代生活。就这一点，因中国的现代化滞后

于德国百年，黑塞的园圃诗文恰似写给今日中国

的读者，无比契合我们此时的心境。

黑塞心中与园圃相对的是什么？是美国。美国

是工业、技术、消费文化、时尚文化的象征。对美国

的鄙夷不可遏制地流露于字里行间。诸如：美国人

的音乐修养“只在于摆弄留声机”，美国人“认为拥

有一辆漆得光亮的汽车是世上美事”，进而，“当代

美国人”不过是“容易满足的乐天派猿人”。如此这

般现代的“猿人”，如何有闲情逸致去倾听、去观察

和描摹自然？如何会把花草树木当作自己的朋友，

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

或许只有通过黑塞式的在沉静中的凝视，才

可以捕捉到最细微却蕴含着无限意趣的生命的脉

搏：“一朵褪色的红玫瑰从枝头脱落，无声地坠落

到地上，减轻了负担的花枝便微微往上弹了弹”。

这花枝的弹动，与其说出自肉眼的观察，不如说出

自心灵之眼的感悟。试问现代都市中人，何以有此

闲暇、何以有此情怀，去感悟一棵花枝的颤动，并

由此反观自己的生命呢？

面对现代化进程，黑塞笔下的“故乡和花园”

成为对已逝的人与自然共融、天人合一的永远的

追忆。望着窗外停车场一般的堵车，城轨站千万计

川流的年轻的码农，笔者不知黑塞还会怎样想、怎

样写。“60后”的我还觉得《园圃之乐》的每一篇文

字都会“悄悄在你我心灵里 /溶入久被遗忘的/甜

蜜而无可估量的/ 故乡之爱”，却不知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符号，还能否唤起路上行人的记忆，或许他

们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记忆呢。

黑塞的《园圃之乐》是一本精致的小书。它围

绕园圃，收录了作家的诗歌散文、叙事作品和书信

节选。选文大致以春夏秋冬四季和成文顺序为经

纬。书中的彩色插图皆系作家本人的画作，淳朴而

优美；另间有十数张作家的黑白照，记录了作家在

园圃劳作的身影，还有他人手绘的黑塞肖像或速

写，凡此皆与文字相映成趣，阅之不仅不觉乏味，

还会常常遇到惊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由我国德语界资

深翻译家韩耀成先生担任翻译，其译笔之精湛，文

字之考究，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业内晚生，我时不

常要掩卷琢磨，如何竟有如此神来之笔，是从怎样

的德语原文译出了诸如“瞬间如饮醍醐”或品尝半

绿变蓝的葡萄时的“甘甜生津”。及至读到“莫问收

获有几多！”则让人已经忘却是译自西文，倒像是

出自精于园圃的文人的创作……不禁慨叹，此真

乃作者的心灵之作，译者的圆梦之译。

最后，留下一个开放的问题，给德语文学或黑

塞爱好者：《园圃之乐》的诸文作于一战和二战前

后。作者于乱世之中，流连于博登湖和瑞士的山水

之间，寻找内心的平静，称“真正至关重要的是内

心世界”，并试图“从内心重建这个破碎的世界”。

这是否是以内心世界为借口，逃避对外部世界的

责任？因为中立并不是非政治的，如施米特所言，

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白。

黑塞本人对外界对他的诟病心知肚明，他在六

音步格律诗“园圃时刻”中写道：“专家们称之为‘内

向’，是逃避自己生活的责任，沉湎于享受自己梦

幻、一味玩乐的懦夫行径。”一语概括了战后德国知

识界对所谓“内心流亡”的谴责。对此，黑塞接下来

的辩护是：“我们恬淡无欲，在尔虞我诈的时代，谨

以心灵的那份宁静来与世道抗衡。”亦即，洁身自

好，不同流合污，是否可谓一种沉默中的抵抗？

《园圃之乐》看似不问世事，但却无法回避政

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正如黑塞曾在多处坦然写道，

他在修枝剪叶之时，思索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神性

和生命，也包括现实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