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科在景山东街! 法科在北河

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 文科

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

杂志主编陈独秀% !二月"

先生之为人! 诚实恳挚!无

丝毫虚伪" &&其言讷讷也!如

不能出诸口' 然至讨论学理之

时!则又滔滔不绝% !八月"

文章称这两条记述出于!一

九一七年的日记"#可是$台湾版

%日记&与大陆全集版%日记&$都

没有 !"!#年的日记# 顾潮女士

的整理前言'两版皆同($说到顾

氏日记的留存情况及原本书册

形式# 顾氏一生所遗日记$始于

就读北大预科的 !"!$年# 甫至

古都沉迷戏剧$纪事以看戏心得

为主要内容$所以题名%檀痕日

载&'时间上!未及三月而止"($

原有三册$第二册不知去向# !随

之是%民国八年一月日记&上)下

二册及 %民国八年六月日记&一

册'仅数日而止$前附上月日记

一页("$ 据顾女士的说法$%"!$

年的日记!随之"就是 !"!"年的

日记$中间没有过渡#

事情还有更奇怪者#顾颉刚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一文

发表于 !"&"年政协北京市委主

办的%文史资料选编&第 $辑'第

'(*)* 页($却没有收入%全集&

中旨在收集此类性质文章及散

文杂文的 %宝树园文存&( 卷之

中# %文存&中与纪念蔡元培有关

的文章有三篇$皆在第 * 卷!教

育编"#其一为%悼蔡元培先生&$

作于蔡先生刚刚逝世的 +"',年

'此篇之后还收有 +"', 年为陈

钟凡代作的 %孑民中学募捐

启&(# 其二为%我所知道的蔡元

培先生&$作于 +"(- 年$发表于

!".,年顾氏生前# 其三为%我对

于五四运动的回忆&$系 +"&"年

) 月 ' 日几位老同志举行!五四

座谈会"的发言稿$主旨紧扣五

四运动的发生与蔡元培先生的

关系# 三篇文章$多有互文重复

之处$尤其是蔡元培出长北大前

后的对比)蔡先生为学校带来变

革的种种举措以及蔡先生具有

人格魅力的言行# 在这一点上$

不收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好像无碍于我们了解蔡先生$况

且顾氏当年很早写出的有关!北

大")!蔡元培")!民国"的记忆片

段$与其他人的回忆文字一同交

织***蔡先生的事迹现在早已

成了传奇# 不过%蔡元培先生与

五四运动& 的独特价值之一$或

是提示我们世间有 +"+&年顾颉

刚日记的存在#

已出版的%日记&告诉我们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是怎

么写成的#今按台湾版%日记&第

++卷$将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 年 $ 月 " 日星期五上

午!(北京市政协孔昭恺)毛智汉

来! 调查五四运动及北大旧事*

!第 !"#页"%

$ 月 +& 日星期六上午!(孔

昭恺)毛智汉来!续谈五四运动

与蔡元培之关系! 书一纸与之*

!第 !"$页"%

$ 月 -$ 日星期五上午!(毛

智汉来!修改其所作+五四运动

与蔡元培先生$讫*!第 !"%页"%

可以看到$ 这篇文章写成

的程序是+顾氏谈话$政协人员

笔录并作成初稿$ 最后送给顾

氏修改审正#那么$此文的叙述

文字$ 在顾氏口述得不十分书

面化的地方$大概就是由孔)毛

二人连缀润饰起来的$ 然后顾

氏做了一定的修改# 可是文章

中还有三处不是!回忆叙事"的

文字$而是引录历史资料#其一

是上引两段顾氏日记 '见文章

第 %& 页(# 其二是摘录蔡元培

答辩林琴南质疑的著名公开信

'第 %' 页(# 其三是对蔡元培发

表在 %新潮 &杂志 '顾氏曾预其

编务 (上 %劳工神圣 &一文的摘

录'第 () 页(# 我猜测$这三份

资料 $很可能经过 %日记 &中显

示的 !书一纸与之 "的过程 $由

顾氏书面提供$而非口头谈论#

%答林琴南&和%劳工神圣&固然

可以从别处查到$ 但至少顾氏

+"+& 年的日记必然是 !书"在

那!一纸"之上的# 似乎还可以

认为$+"+& 年的日记好像并不

零星$ 情况仿佛是顾氏从 - 月

和 . 月的记载中拣选出来了两

条$ 当年不应只有这两条# 那

么 $+"&" 年尚可查到的 +"+&

年日记$ 在今后经历了什么事

故因而没能出版面世,

这是向博雅读者们提出的

问题#

另外$%蔡元培先生与五四

运动&虽然没有收入%宝树园文

存&$但在网络上很容易搜索到-

而收入%文存&的三篇纪念蔡元

培之作$却不容易在网上搜到#

四

说到网络资源$ 网上还流

传!先秦史研究参考书目")!最

系统的先秦史研究详细书目推

荐"$网页注明原件由社科院的

马怡先生提供$-,,) 年由孟彦

弘先生录成电子文档上传到历

史所网站上$ 现在源网址似乎

找不到了#这份资料谁何所作$

孟先生猜了一大圈# 其实它就

是顾颉刚 +"(+ 年亲自拟定的

%历史研究所第一组 '商周史

组(培干学程表&$收入%宝树园

文存& 第 - 卷第 '$)*'$( 页-

孟先生从马先生那里拿到的文

档$称为%拟历史研究所第一组

培干学程表 &# 两者有繁简之

分$%文存&收录的是简表$书目

内容已经大大改动与简化 $整

体上也少了!一学年"# %文存&

编者注记又说$!同时并作 %说

明书&$ 佚"# 其实未佚$%说明

书&在网络上可见$一共十点#

这里谨抄录特别能体现顾

氏从事古史古籍研究之 !问题

意识"的三点$希望引起读者兴

趣$能由此去一窥全豹+

二) 先秦史的资料十分零

碎!问题又十分复杂!每研究一

个问题时必须掌握这问题的全

部资料!加以贯穿!再作真伪和

是非的考辨!分别其时代性和地

方性! 然后可以确定某些事实!

故必须继承宋)清两代的考据学

而再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

法加以发展%

三)先秦史料距今已二三千

年! 语言和文字都有重大的变

化!如不掌握变化的规律!既易

作出望文生义的误解!又加上二

三千年来的传写! 或同音假借!

或字形讹变!或脱简脱字!或错

简增字!成为许多不易解释的纠

结% 清代学者从音韵) 文字)训

诂)文法)校勘诸方面打好研究

古籍的基础! 这个方法是正确

的! 我们应当接受他们的成果!

所以本表就照着这个次序而排

列!希望后学们逐步取得这些必

要的工具!益加精进!恢复古史

和古书的真面目%

四)研究先秦史固应取材于

先秦时代传下来的资料!但先秦

史事缺佚过多!且今存先秦书籍

没有不经过汉代人的编订!其中

杂有大量的汉人笔墨和思想!故

必应与秦) 汉史作并合的研究!

然后可以作出适当的分析 !以

秦)汉的还之秦)汉!先秦的还之

先秦%

顾氏第四条所言$ 先合并

后分析$最可注意# 以及$顾氏

的学术底色$其实是古典式'尤

其宋代至清代( 古典学研究的

!集大成者" 及其现代转化者#

这是在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

建"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后学

们悉心领会的一份瑾瑜一般的

巨大遗产#

附记, 笔者得以写成此篇!

必须感谢郭永秉老师)邹新明老

师)张可意同学)张菁洲同学%!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学林!资讯

" !上接 *" 版"

!下转 *( 版" #

-,+. 年 + 月 +( 日$日本文

学振兴会将第 +). 届芥川龙之

介奖'以下简称!芥川奖"(授予

两位新人作家+%百年泥&的作者

石井遊佳和%我将独自前行&'.

/./0123456(的作者

若竹千佐子#这两位都是不再年

轻的!新人"$其中$($ 岁的若竹

千佐子更是成为了芥川奖史上

第二高龄的获奖者$第一高龄是

获奖时已 &)岁的黑田夏子#

昭和年代的文艺评论家中

村光夫曾断言+!文学是老年的

事业# "用这句话来形容若竹千

佐子最恰当不过# 自 +"$)年创

立以来$芥川奖就以推赏!无名

的新人作家"创作的中短篇!纯

文学"作品为宗旨$获奖者也多

为 $,至 ',岁之间的青年)中年

作家#像若竹千佐子这样在暮年

出道$并以处女作斩获多项大奖

的例子并不多见 '该作还在

-,+& 年秋获得河出书房新社主

办的第 )'届!文艺赏"(#值得一

提的是$%我将独自前行&是以独

居老人作为主人公$可谓名副其

实的!老年文学"#

!在人生的尾巴上$居然能

看到为了我举办这样的大场面$

真是太难以置信了# "这是若竹

千佐子走上领奖台时说的第一

句话#确实$在她的前半生中$文

学充其量是一件赏心乐事$!成

为一名职业作家"之类的想法不

过是偶尔会钻进脑袋的白日梦#

若竹氏从岩手大学毕业后$虽也

做过临时教员的工作$ 但 -&岁

结婚以后就专心做起了家庭主

妇$ 每日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

虽动过写小说的念头$但空闲是

一刻都没有#她的生活本应如此

平淡而幸福地继续下去# 然而$

)) 岁那年$ 和她携手半生的丈

夫溘然离世$深陷悲恸的若竹彻

底垮掉了#心疼母亲的儿子劝说

她参加小说讲座并尝试写作$若

竹的小说创作生涯便从此开始#

%我将独自前行&似乎是若

竹自己人生的一个映射#主人公

桃子的丈夫在二十多年前撒手

人寰$ 一双儿女也各奔西东$&'

岁的她$独自一人在老屋中过着

平静的生活+喝茶$陪自己说话$

听老鼠在房间里窸窸窣窣#告别

了故乡)子女和爱人$桃子知道

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可她无所畏

惧+!一定有我不曾想象的世界#

我想去那儿看看#我$要去的#就

算只有我自己$也一定要去# "

该书在出版后头两个月就

售出了 ),万部$ 这在芥川奖的

获奖作品中并不多见#平成年代

'+"." 年以后(单行本刊行量超

过 ),万部的芥川奖获奖作只有

' 部$ 分别是金原瞳的 %裂舌&

')$ 万部()绵矢莉莎的%欠踹的

背影&'+-& 万部() 村田沙耶香

的 %人间便利店&')( 万部()和

又吉直树的%火花&'-)$ 万部(#

而作为以处女作获奖的作品 $

%我将独自前行 & 的大卖更是

+"&( 年'昭和(村上龙%无限接

近透明的蓝&售出 +$+万部单行

本以来的第一快举#

那么$ 为何作为纯文学的

%我将独自前行& 会受到大众的

追捧,作家山内宏泰与资深媒体

人久米宏对若竹千佐子的两篇

专访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故乡之声与内心之声

%我将独自前行& 节奏舒

缓$没有核心情节$也没有众多

人物# 若竹自己对此并不讳言+

!作为行动者的桃子$在第一章

中不过是在家里一边呷着茶水

一边看着窗外而已# 第二章她

和女儿打了一通电话$ 喝掉了

一听啤酒# 之后在去医院的路

上顺路到咖啡馆里坐了坐 $又

特地去了趟丈夫周造长眠的市

营陵园# 不过如此# "

在作家山内宏泰看来 $小

说并不因此显得苍白$ 反而有

着醇厚绵长的韵味# !原因之一

是文章的语气很多样化$ 很丰

富# "山内举出小说的开头作为

例证+

哎呀!我这脑袋瓜子怎么就

眼瞅着不中用了! 可咋办呢!从

今往后无依无靠地!可咋办呢%

人生的老境!孤独也自由
!!!日本媒体眼中的芥川奖新作"若竹千佐子#我将独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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