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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 著
段若川 卜珊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博尔赫斯对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
赞不绝口，称其作品为“我们美洲永远不
能遗忘之书”。《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
人》 收录作者的两部代表作品：《最后的
雾》是作者的处女作，一发表便在拉美文
坛引起轰动， 被誉为智利版的 《廊桥遗
梦》，女主人公一生仅有的一次激情，成为
余生平淡生活中跳跃的火光；《穿裹尸衣
的女人》则打破生死限制，以死去的女人
的视角回顾一位女性的一生。

邦巴尔作品的主角往往都是女性，她
们看似软弱， 对命运的无常无能为力，但
她们不甘驯服，从不自欺，忠实于自己的
感受，并从中寻找到生存力量。

《简·奥斯丁传》
[?]克莱尔·托马林 著
周春塘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奥斯丁一生创作了六部为世人所
钟爱的小说，却没有留下日记或其他传记
材料，仅有一些与家人间的通信也大多被
损毁。 简的哥哥亨利·奥斯丁对她一生的
描述是“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事迹”， 本书作者托马林却展现了与此相
反的一面：奥斯丁看似简单的人生其实波
澜不断。他打破了人们对奥斯丁“几乎没
有跳出汉普郡村庄”的刻板印象，这部审
慎的传记，为我们勾勒了奥斯丁所生活年
代的诸多细节以及对其作品的意义。

《我这样的机器》
[?]伊恩·麦克尤恩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恩·麦克尤恩在 1975 年发表的第
一部中短篇集就得到了毛姆文学奖，此后
他的创作生涯便与各类奖项互相交织，其
中《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
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
人协会奖……他因此被公认为英国国民
作家。

2019年，麦克尤恩再度突破个人写作
的舒适领域， 涉足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创
作了这部带有鲜明麦氏标签兼具浓厚科
幻色彩的小说。关于人工智能，人类面临
一系列道德难题：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
人类———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
生命？机器人能够明白人类的心吗？机器
人出轨人类怎么办？ 在 《我这样的机器》

中， 麦克尤恩探讨了机器人的道德困境，

但其本质还是引向他对人类内心世界、人
际关系的密切观察。

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 20 世纪中国学界，

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
的修辞意味。

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论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
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为晚近三十年来最为活跃的学人之一，陈平原的治学思路和方法一直受学界关
注。阅读本书会发现，当他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时，其实是在谈论过往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新书速递

受访者提供

三部曲齐全了
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

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读书周刊：《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
版，您的“学术史研究三部曲”也齐全了。您
著作等身，但听说您最为珍视的，还是这套
三部曲。

陈平原：在撰于 1991年 6月的《学术史研
究随想》中，我曾这么谈论学术史研究：“在我
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
练。 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
时， 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
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
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
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
统’的东西。”

话虽这么说，作为职业读书人，自我训练
之外，还是希望能写出稍微像样点的学术史著
作。二十多年来，从最开始的“学人精神”（《中
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2005年、2010年），到“学科体制”（《作为学
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6

年），再到眼下的“述学文体”（《现代中国的述
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终于完
成自成一格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三部曲，自己还
是颇感欣慰的。

读书周刊：三部曲如此环环相扣，是一开
始就这样计划的吗？

陈平原：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
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20世纪 90年代初讨论晚清及五四两代读
书人如何在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
政治、专家与通人的夹缝中挣扎与前行，当然
是有感而发。 不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更
有价值的是以章太炎、 胡适为中心说开去，讨
论经学子学方法之争、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以及现
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等。而其中谈论胡适的
文学史研究， 促使我从个人著述转向学科体
制，于是有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2016年增订《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时，我给
书名加了个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
界”，主旨更为显豁。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
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
其著述、 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
性。第一章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
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
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章至
第八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第九章至第十二
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
个专业领域， 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 其中
《“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
怀、重构与阐释》一章，自认为颇多新意，是从
“声音” 角度探索文学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与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中关于演说与近现代
中国文章变革的思考思路相通。

十几年前，我曾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
“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开场白整理成《“学术
文”的研习与追摹》。那门课共挑了 15 个研究
对象，每人选三文，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
章，要求学生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
不同的维度，且特别提醒：学问千差万别，文章
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
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
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
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

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
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
穿全篇的文气。此处提及的“学术文”，用的是
课程名称，转化成研究课题，便是这本书的“述
学文体”。

读书周刊：您在三部曲上倾注了怎样的学
术情怀和个人情感？

陈平原：1993年 10月，我曾发表文章《当
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 表白自己
注重学术、张扬私学、坚持雅文化的学术思路，

很大程度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
应。

此前的 1992年 7月，我还曾发表《章太炎
与中国私学传统》一文，其中最后两段，既是史
学论断，也隐含着我当年的心境，对章太炎借
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

进而弘扬中国文化，表达敬意。

再之前的 1991 年， 我撰写了一篇专业
论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
取向》； 同年 4 月还撰写了 《学者的人间情
怀》，此文在两年后得以发表 ，引起了一些
争议。

上述四篇文章，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及学
术道路密切相关，也与我今天倾注于自家的学
术史“三部曲”的情感，一脉相承。

得失寸心知
学术史研究与文学史、教育史研

究结伴而行， 三者成果虽无法叠加，

但相互映照

读书周刊：从研究、构思到著成，《现代中
国的述学文体》花费了您 20 年时间，您向来才
思敏捷、出手迅疾，为何这本书写了这么久？

陈平原：20年间我同步也在做其他事情，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共八章，八章中的七章
撰写于 2006年底前，而我 2006年后出版的著
作有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
法、途径与境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
清画报研究》《“新文化” 的崛起与流播》《作为
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以及“大学五书”等，我
不算是个偷懒的人。

但这本书确实特别费我心力。与唐宋诗文
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现代中国研究”往往与当
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势相互激荡，好
处是问题意识突出，缺陷则是容易陷入古今循
环论证。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确实别有幽怀，日
后在推进过程中，腾挪趋避，更是得失寸心知。

悬得过高而又力所不逮，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论题再三推敲，资料也积累了不少，甚至还
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讲过相关内容，但一直不
敢贸然下笔。过于矜持的结果，就是眼看许多
后起之秀翩然起舞，异彩纷呈，很多重要话题
已经不需要我努力发掘了。这才想起胡适为何
被人嘲笑“半部书”先生，就因当初没能一鼓作
气，故再而衰，三而竭。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因“有声的中国”那
一章颇多心得，越写越高兴，其学术延长线上浮
现出“声音”的生产、传播与复原，而不再是“述
学文体”了。深恐尾大不掉，冲淡了本书主旨，于
是壮士断腕，只保留以“讲演”为“文章”者。

20年前初闯学术史研究领域，那时意气风
发，以为路子走对了，持之以恒，总能做出大成
绩。可如今奉献给读者的，也就只有这区区“三
部曲”。好在我的学术史研究是与文学史、教育
史研究结伴而行的， 三者成果虽无法叠加，但
相互映照，多少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读书周刊：《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结构
是怎样的？您对章太炎研究颇深，但在这本书
中，相比其他章节，章太炎一章似乎反而弱了。

陈平原：全书共八章，个案部分除了已完
成的五章，原本还选了陈垣、陈寅恪、冯友兰、

钱穆、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李泽
厚、余英时等十位，都是述学方面的高手，值得
再三推敲；可说着说着，越来越往修辞学方向
走，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当机立断，就此打
住，因为，单就“述学文体”这个话题而言，前五
个案例已经足够精彩，再多说就是具体的技术
分析了。

五个案例中，谈论章太炎那一章确实是最
薄弱的，因最初是为整理本《国故论衡》做导
读，笔墨不免拘谨。好在关于章太炎的思想、学
问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

多有涉及，读者也可参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0 年、2018 年）的
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
文〉为中心》。

原本设想的章节还有 《教科书、 专著与札
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
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
现》，为此我还做了许多理论及资料准备，最终没
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

能将此类题目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读书周刊：这本书是从晚清以降述学文体的
变革开始讨论的，此前古人是如何看待著述问题
的？以及，同时代在您之外可有其他人关注这个
问题？

陈平原：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今人余
嘉锡《古书通例》都曾讲到著述体例，但不及以下
三位痛切精辟。王国维刊于 1914年的《二牖轩随
录》中有一则“古今最大著述”：“余尝数古今最大
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
《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
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
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
释之，改正之而已。”

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体
可以分为“集录之书”和“自著之言”：“集录者篇
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
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代
多自著之书，唐宋以后则多集录之文，“独近世所
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

胡适也曾列举自古以来若干“成体系”的著
作，如《文心雕龙》《史通》《通典》《文史通义》《国
故论衡》等，给予特殊表彰，称之为学术著述的极
则。这里的“最大著述”“自著之言”以及“成体
系”，与传统中国的四部分类没关系，乃中国学者
面对西潮冲击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估。

晚清以降，在中国学界，这种“一干而众枝”

的著述形式逐渐兴起，而传统的“文集之文”相对
衰落。这牵涉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以及新的表达
方式的确立。身处大变革时代，学者到底该如何
思考、表述与立说，前辈们做了许多艰辛而有效
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让后来者
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
是范例，而不是定律。

体例背后的时代变迁

如何恰如其分地 “表达 ”自己的学
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需锤炼
的基本功

读书周刊：当我们谈论述学文体时，其实我
们是在谈论什么？

陈平原：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
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
关系，但又不全然相同。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
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
“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 一种思维方式，一

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
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
述， 还有学者的表述———后者最容易被忽视，在
我看来却最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基本定型且意
蕴宏深的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
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

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

读书周刊：说到“引经据典”，这本书正是以
此开篇的，是个很新鲜与吸引人的视角。

陈平原：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
巨大变更， 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

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
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

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
是中国学界的痼疾，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
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

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 从述学文体说起，因
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
心态。不论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
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
直面的难题。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也为了集中
笔墨，我只涉及作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之表征的
“引语”。

阅读 20世纪前后中国的学术著作， 最为直
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姿态变
了、功能变了。古今中外，凡有著述，在自我表述
之外，大都还需要引入他人言语———或引录先贤
判断，或摘抄相关史料，这似乎是种简单的写作
技巧，实则论者对于他人言语如何引录、怎样衔
接、能否驾驭，是件关系重要的事。胡适的《中国
哲学史大纲》， 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建立典范的
开风气之作，蔡元培赞其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
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而这四点其实都得
益于“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当时尚为青年学子
的冯友兰更激动地发现，胡著一改传统的著述体
例，经典原文不再作为正文顶格书写，而是低一
格书写；反而是胡适自己的话成为正文，顶格书
写。这一著述体例上的变化，凸显了大时代的变
迁———“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
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 冯友兰敏锐地感受
到并理解透了。

在以前信息匮乏、检索艰难的时代，一个人
掌握文献资料的多少，对其学术水平是有很大影
响的，但在今天，资料的搜索变得容易，我们的著
述文章却出现了一种通病，那就是通篇是材料的
堆砌，没有自己的观点。观点来自对材料的使用，

注意，是使用，不是堆砌。如何“引经据典”是一门
学问。

读书周刊：您对图像一向有研究，而这一次
在本书中，您又开启了声音研究。

陈平原：我想您指的是“有声的中国———演
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章，这也是我自己
颇为得意的部分。当然，这谈不上全面的声音研
究，因我只研究了声音中“演讲”这一种。

1927年 2月，鲁迅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
演说，用古文写作比喻“无声的中国”，“所有的声
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而唯有“大
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
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才可能催生
出一个 “有声的中国”。 在鲁迅眼里，“有声的中
国”是“思想革新”与“文字改革”并举，“声音”在
这里虽然有象征的成分，但也饱含五四新文化人
的共同立场：轻文辞而重言语。作为“传播文明三
利器（日本近代思想家、政治家犬养毅语）”之一
的“演说”，与“报章”“学校”结盟，共同促成了白
话文运动的成功， 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
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
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

“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
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

读书周刊：因痛感学风浮躁、积弊丛生，北大
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于 2006 年邀请您开设面向博
士生、硕士生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
述学文体的规范化应是题中之义吧？

陈平原：是的。虽然北大中文系拥有 5 个本
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几十个研究方
向，学术趣味相差甚远，但一些原则是相通的、一
些规范是相同的。

一般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
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述学
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
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
须锤炼的基本功。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
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

“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

如何协调、能否“面向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
准”，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
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

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
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
“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