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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邂逅中国的"新#创世纪$
!施小炜

#7!# 年 8 月 #7 日! 小说家

芥川龙之介 "#$7!9:7!;#被大阪

每日新闻社委以$海外视察员%的

身份!辞家离京&东京#!乘火车西

下!计划从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

海来华'

芥川在大阪每日新闻社内的

地位颇为特殊'他于 :7:$ 年与该

报签约!起先是做$社友%!后来做

了正式$社员%!每月领取 <= 日元

的津贴! 一年之后加薪至 :8" 日

元())在当年可算得是令人垂涎

的高薪了)))稿费另付! 且一日

也无需出勤! 只消蛰居家中写自

己的小说便可'唯一条件是*他可

以在任何一家杂志上发表作品!

但报纸则只能够以 +大阪每日新

闻,为独家发表媒介-如此优渥厚

遇! 自然是因为芥川虽然青春年

少!签约之时年方二十有六!却已

是名满天下的文坛巨星了' 而签

约报社! 也是少年得志的芥川借

鉴了先师夏目漱石之故智! 以保

障生活基本稳定! 俾能潜心于文

学创作而无后顾之忧'

芥川尽管不能说是 $多愁多

病身%! 但其体质却素来难称强

健! 好友之一的小说家宇野浩二

曾不无调侃地称他是$蒲柳之质%

"按!原文如此"非经引者汉译#日

本作家大抵皆有这等程度以上的

汉学修养.!再加上启程前数日又

骤染风寒! 直至出发前一天的 8

月 :$ 日犹未痊愈!然而芥川访华

心切!力排众议!强行抱痾出征!

结果车行半途便感冒复发! 高热

不退!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一周

之后!方才再度登程!于 !$ 日由

门司搭乘轮船$筑後丸%渡海!8"

日午后抵达上海- 不料翌日再度

发病!> 月 : 日被诊断为$干性肋

膜炎%!当即住进了由日本医师开

设的里见医院 &原址在今峨眉路

!"# 号 .- 这一住就是三个多礼

拜!直到 !8 日方才病瘥出院- 出

师不利/ 疲疴衰疢带来的恶劣心

绪! 再加上心中的理想中国形象

与眼前的丑恶社会现实之矛盾!

这种种因子综合作用引发化学反

应! 催生出了一个事事不称心件

件不如意/动辄峻拒周遭事物/口

中连发$无聊啊真无聊%/说话拐

弯抹角不喜直陈胸臆/ 浑身长刺

性情乖张的旅行者形象'可以说!

这部+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主人公$我%

是一个经过了夸张性重塑的作者

造型!他既是芥川又非芥川!十足

是一个文学人物形象'

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芥川来

华$视察%! 是对他寄予了莫大希

望的'这由该报刊载的一篇$纸上

预告% 便可明了*$旧中国有如老

树横斜! 而其侧! 新中国好似嫩

草!正待舒叶展茎'政治/风俗/思

想! 中国之固有文化在方方面面

与新世界之同类项相互交错!恰

便是中国之兴味所在' 新人罗素

氏/杜威教授刻下之身在中国!非

他!亦系为此而情牵意惹之故'我

社有鉴于此! 近日将于纸上揭载

芥川龙之介氏之中国印象记' 芥

川氏乃现代文坛之第一人者)))

现今载笔在上海' %

按原先计划! 芥川是准备旅

行与写作齐头并进!$边走边写%

的' 动身之前!他曾于 8 月 :: 日

致信大阪每日新闻社文艺部长/

著名诗人薄田泣堇! 讨论写作计

划 *$纪行只怕也不可能每天都

写'打算分作两部分!即以上海为

中心的南方印象记与以北京为中

心的北方印象记!分头寄上' %然

则事与愿违!% 月 ! 日!来华业已

二月有余! 芥川再度致信薄田部

长*$余最初承允 0原稿自途中寄

送1!事到如今!方知道夙诺难践

也' %最终!一部+中国游记,所收

的文字! 字字皆是归国之后写就

的2 亦即是说! 在华 $:!= 余日

间%!芥川未曾有只字原稿寄往报

社-然而芥川其实是十分敬业的!

对此! 他也曾写下自辩之辞*$这

般写来!倒也仿佛天下太平-而其

实此刻我正躺在床上! 发着三十

八度六分的烧-不待言!脑袋是飘

飘欲仙!喉咙也痛得无奈-可是我

的枕边摊着两封电报! 内容都相

去不远!要之都是敦促交稿的-医

生嘱咐要躺着静养! 有人嘲讽我

说壮哉芥川-然而事已至此!只要

不发高烧! 就不得不把游记继续

写下去- 以下几回江南游记!便

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就的- %&$中

国游记%$%#.说的虽是归来约半

年之后写作 +江南游记 ,时的情

形 !但如此努力赶稿 !大概足以

赢得块把$工作狂%勋章了-

这样一个芥川! 一路上尽管

来不及写稿! 却为日后的游记写

作留下了大量的札记*$这是拜访

李氏后!我信手写下的札记-现在

打开手册看时! 潦草的铅笔字有

不少快要湮灭了- 文章自然是芜

杂的- 然而当时的心情或许反而

正清晰地表现在这芜杂之中也未

可知- %由此我们还可得知!在日

本几乎人人随身携带的手册 &日

语称作$手帐%.加铅笔!原来至少

从此时起就已经是标准配备了-

而且这一标配! 即便是在手机普

及/早已超过人手一部的今天!仍

是日本人出门时的包内必备-

引文中提到的$李氏 %!名李

人杰- 芥川在札记里记录道*$与

村田君访李人杰氏- 李氏年方二

十有八!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

上海0少年中国1代表之一人也-%

此人非他! 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之一/ 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

汉俊- 他与李大钊并称 $南北二

李%!是中共建党的两大功臣-

芥川的拜访李人杰 &汉俊.!

时间当在出院之后的 < 月间!亦

即是李汉俊忙于建党活动的关键

时期- 会见地点! 就在上海的李

府!也就是李书城宅!当时兄弟两

同住一处- 芥川描述道*

有僮!即引予等至客厅"有长

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

盘! 盛陶制果物" 梨# 葡萄#苹

果$$$除此自然之拙劣模仿外 !

另无装饰!足慰客目"然市内尘埃

不见!满溢简素之气" 愉快"

$愉快%二字!在整部游记中!

当系出现频率较低近无者!然而芥

川在此却不吝一用! 可见他对李

府!或者毋宁说对李氏的印象难得

地好*$李氏曾在东京大学里待过!

日语极其流畅-尤其是琐碎的大道

理!也能让对方领会!这手本事!在

我的日语之上亦未可知33李的

言谈举止煞是爽快利落! 致令同

行的村田君浩叹 0此君脑子极

灵1!亦非不可思议- %

交谈中! 李汉俊分析了中国

的社会形势! 宣传革命主张*$李

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4此问题

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

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

过去既已证明之- 现在亦复将证

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

革命一途而已耳- %

同时! 李汉俊也充分意识到

革命的艰巨*$李氏又云! 种子在

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

逮也- 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

堪此劳任否- 言毕蹙眉- %

听到这里! 芥川再次表现出

了整部游记中罕见的温柔*$予同

情之- %

整个访华期间! 芥川会见了

诸多贤达名流! 留下了四篇人物

素描!除李人杰外!其余三人分别

是上海的章炳麟/ 郑孝胥和北京

的辜鸿铭- 对于章/郑/辜这三位

大师巨擘! 芥川在行文中固然表

现出了对他们学识人品的尊重!

但同时也显而易见地语带调侃!

不无冷讽! 却唯独对四人中年纪

最轻/ 名气远不及前三人的李人

杰!竟丝毫没有展示其$毒舌%特

色!反倒是恭敬有加!这一点!不

得不说十分地耐人寻味-

对于李府客厅!芥川如此描绘

道*$在我们被让进的客厅里!通往

二楼的楼梯牢牢地扎根于一隅!

因而有人走下楼梯时! 客人首先

看见的是脚- 李人杰氏亦复如是-

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中国布鞋-除

了李氏之外!任何天下名士!我还

不曾有过从足尖看起的经验- %

结合前述引文中对客厅内部

陈设的描写! 有心的读者一定已

经看出了端倪* 这间客厅似曾相

识-对了!它便是位于现今上海兴

业路 ;% 号的那座著名建筑!一大

会址- 就在芥川拜访李汉俊月余

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房间里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之前之后! 都曾有无数的日

本人来过中国!来过上海!然而唯

一真正走近了中国现实的核心!

邂逅了蓄势待发的中国$新5创世

纪%!目击了历史现场/记录下历

史细节的人!空前绝后!只有芥川

龙之介一人而已'

时代需要"阅读力$
!胡晓明

近日!一年一度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书香嘉年华%活动告一段落' 经典的研

读!丰富的活动!多样的阅读体验!反响热

烈!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一个多月的活动

虽然结束了!但是!关于$阅读%这件事情

的思考!永远不会结束'

近来我在思考/也是想向大家分享的

一个理念!叫作$师大阅读力%' 这个概念!

似乎可以把我们图书馆正在做的一些事

情和将来要做的一些事情! 用一个抓手!

拎起来'

一个优质的学校!一个优质的大学生

活 !最根本的动力与能量 !一个是 $创作

力%!一个即是$阅读力%' $创作力%即所

有的论文写作/ 文章发明与科研成果课

题获得与发明创造的总称! 是一个学校

的科学与人文的表现性与显示度最重要

的指标' $创作力%与$阅读力%很不一样'

$创作力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有很多数

据与指标/鲜花与掌声!有国内外多种排

名榜来加以广为传播 !但是 $阅读力 %则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创作力%是学校的

宠爱!你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很多的经

费支持!而$阅读力%!仿佛只是$后妈%生

的!缺少更多的关爱!有点悄然成长的丑

小鸭的样子' $创作力%是可以爆发的!而

$阅读力%却是静水深流!久久为功!暂时

或许没有表现! 然而甚至可能是一辈子

的受用'

我们国家现在高度重视 $创作力 %!

有很多办法 !眼看有重要的进展 2然而

如果没有 $阅读力 %!$创作力 % 从何谈

起 4 空中楼阁而已 ' 创作一定是在前人

肩膀上的往前一小步 ' 可是关于阅读 !

我们一直都有深深的痛 ' 从小学 /中学

到大学 !学生的阅读习惯 /阅读品味 /阅

读兴趣与非功利的心态 !一直没有能有

效地建立起来 ' 我们的孩子一直在刷

题 /刷题 /刷题 !在各种考试中一点点长

大 ' 大学里也没有能真正读几本书 ' 这

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一个短板 ' 我们其

实不过是在做教育的一个补遗拾阙 ' 这

些年中国人的阅读量 ! 只是日本人 /德

国人和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 ' 这是国家

之痛 '

其实我们的活动没有那么大的重要

性!我们也并不是动不动就说什么阅读承

担着民族复兴的使命' 我们没有那么自

大!我们只在做一个活动而已!这个活动

静水深流! 以跨院系跨学科的读书会/以

丰富而精心挑选的主题书展与讲座!以多

媒体形式! 以组团共读方式! 以朗读/征

文/电影与听书方式等等!试图让书与书/

书与人/人与人彼此走近!试图创造机缘!

让心灵与心灵相遇' 它的回报是不可计量

的!它的功效是不可限时的!它的能量是

不可简单物质化的' 说不定某一个瞬间!

书中的一句话或一个故事!就改变了你的

人生!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因而!$阅读力%虽然不起眼 !也无法

计算回报! 却是法力无边! 力道深邃!因

为!阅读就是一个人的生命道场!就是一

个人一生的修行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创作力%是一个学生/一个学校/一个国

家$出人头地%的事情!而$阅读力%则是一

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事

情' 一个没有阅读力的大学生!可以是一

个优质的大学生么4 一个没有阅读力的大

学!可以是一个优质的大学么4 一个没有

阅读力的民族!可以是一个健康向上的民

族么4

阅读这个事儿!永远只是在路上'

就在芥川拜访李汉俊月余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房间里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芥川龙之介 李汉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