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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您是汉堡大学

的汉学博士" 曾在海德堡大

学汉学系担任讲师" 现在是

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 请问

您对这几个大学汉学系的特

点有何评价#

叶翰! 我选择汉堡大学

汉学系的时候 !" 岁"那时候

正在国内旅游# 我在图宾根

长大" 知道图宾根大学的汉

学系当时没有很好的教授 "

所以就去了其他的大学# 我

去过哥廷根" 但觉得哥廷根

大学没有很多汉学方面的活

动$又去了柏林"但是柏林大

学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和清

代"我当时对这些不感兴趣#

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是

儒学%思想史%历史和文学#

在我看来" 当时的汉堡

大学有德国最好的汉学系 #

汉堡大学汉学系那时候有四

位教授" 其中一位研究当代

中国" 另外三位研究中国文

化#而且旁边有一个研究所"

研究中国当代的政治和经

济" 但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直到很晚才

发现#

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注重

对古代汉语文献的细读 "非

常注重语法" 但二手文献读

得很少# 我一直到写博士论

文时" 才真正学会读二手文

献# 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则

注重理论"强调理论怎么讲%

怎么写" 我在当讲师的时候

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这一方

面# 但海德堡的汉学系对语

文学&#$%&'&'(%)'或者说文本

并不是特别重视# 慕尼黑大

学的汉学系和汉堡大学有点

像" 研究重点是中国和北方

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 &不过

念书时候觉得慕尼黑距离图

宾根太近了 " 我想跑远一

点'# 我在汉堡还学了蒙文"

然后在慕尼黑大学继续学

习" 慕尼黑的蒙文研究非常

强" 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也

很强#

文汇报! 所以您在慕尼

黑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仍然在

继续学习#

叶翰!我还在继续学#我

在汉堡学过古代蒙文" 但从

来没有开过这个课# 我自己

还不太了解" 但是慕尼黑大

学要求我教学生" 所以我就

跟学生们一起学习#

我们还从科隆请来了一

位老教授"他当时已经 *+ 多

岁了" 我和学生们跟他一起

学习满文#我一直想学满文"

但直到当了教授才有机会学

习#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教

授应该和学生们一起继续学

习#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福

赫伯 &,)-.)-/ 0-123)'教授

曾告诉我"他 4+ 岁以后才开

始学的蒙文#

文汇报!您 !" 岁时就对

儒学感兴趣" 这样的兴趣是

如何产生的#

叶翰! 我在中学的时候

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所

以我对中国感兴趣的同时 "

也对古老的传统感兴趣# 但

我对中国的兴趣还是有一点

不一样# 中国不只有古老的

传统"也有当代中国"两者可

以一起学习#

文汇报! 您也担任了许

多重要的汉学研究刊物的编

委" 能否请您谈谈德语学界

汉学研究的现状#

叶翰! 现在是比较复杂

的一段时间# 首先是人才匮

乏# 因为眼下当代中国很重

要" 所以很多以前研究传统

中国文化的汉学系现在不研

究传统中国了" 他们也开始

研究当代中国# 但人还是太

少"做不太好#理想的是至少

有三四位专家研究当代中国

的社会% 政治% 经济等各方

面" 但所有德国大学都没有

这样的配置#

第二个问题在于欧洲博

洛尼亚改革后建立的新学制

对汉学系的打击很大# 在博

洛尼亚体系下" 一般三年就

可以得到学士学位" 但是三

年学汉语远远不够# 我们汉

学系的学生现在学两年汉

语"然后去中国的大学交流"

待半年到一年" 回来以后还

有一个学期学一点专业课 "

然后写毕业论文" 这个时间

太短了# 很多好的学生本科

毕业以后也不继续学汉学 "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现在学

了汉学" 以后要研究有用的

东西"写经济%社科方面的论

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德

国大学曾经出过很多汉学

家" 活跃于美国和欧洲其他

国家" 但这样的盛况以后不

太可能出现了# 我觉得这是

我们现在的汉学研究存在的

问题#

文汇报! 您对儒学非常

有研究" 可否请您谈谈自己

是如何进入儒学研究的#

叶翰! 我从博士论文开

始才真正进入儒学研究 "写

的是汉代今古文经的问题 "

与汉代儒家的争论有关#后来

我也一直关注新儒家的著作#

文汇报! 您作为一个汉

学家"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解韦伯的#

叶翰! 我在中学的时候

就学了一些韦伯的思想 "我

觉得到现在这些东西都很

重要# 韦伯的新教伦理很重

要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事

实判断 &516$-7/)%&'和 价 值

判断 &8)-/7-/)%&'的区别 "政

治家应该从事实上进行评

论 " 而非从价值上进行评

论# 这个我很早就学到# 但

是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相关

的著述 "我一直到五六年前

才开始学习 "之前没有真正

地读过# 韦伯是一个重要的

学者 " 但是对中国的了解 "

我们现在比他当时了解得

更多#

文汇报! 您如何评价韦

伯对儒家的判断#

叶翰! 我觉得有很多小

错误"但是大概意思是对的#

但是我不同意今天下午克斯

勒教授的看法" 他觉得儒家

社会是韦伯的梦" 这个我不

同意# 我觉得他不一定完全

认同儒家思想#

文汇报! 韦伯对中国的

判断在德国是否有影响力#

叶翰! 韦伯对中国的判

断在德国没有很大的影响 "

没有很多人注意到# 德国人

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是很少 "

所以他们对韦伯对中国的认

识恐怕不太感兴趣#

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主席叶翰!#$%& '$% (&&"%

胡梦霞

德国汉学研究的盛况恐怕难以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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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观书杂记*初版问世

之后"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是

和劳笃文先生的后人联系上

了#两家关系中断了六十多年"

屡经寻觅"最后终于得联系上#

是劳笃文先生次子劳元干的第

三子劳志彬见到此书" 从我工

作单位打听到我家电话" 我们

才见了面#大家异常高兴"彼此

问了两家这些年的情况# 劳先

生的几位子女" 并不像我之前

所述"解放后很早就去世"只是

由于种种缘故"未能见面而已#

有时真是咫尺天涯#自然"到了

现在" 除劳先生最小一位女儿

外"其他四位都已故去了#

我和劳志彬两人交谈中 "

所最关心的" 就是把劳先生的

学术著作和精妙的书法介绍给

世人"不使埋没# 数十年中"劳

家所保有的劳先生手泽大量散

失" 所幸劳志彬手中尚存有劳

先生校勘 )老子 *的几部手稿 #

这几部校本非常珍贵" 是劳先

生先将)老子*用精湛的小楷先

抄录成一册" 然后再在这抄录

的底本上添加校字# 这几部都

是这样做的# 小字写得非常精

彩" 甚至我觉得比之前谈过的

赠我父亲五十岁生日所写的

)金刚经*还要好#这等小字"把

它放大了看"只见一笔一划"无

一笔含糊"无一笔拖泥带水"真

是美极了# 须知写小楷是一行

行"较快地写下来"没有捉摸笔

划的馀地" 不像写寸楷或写大

榜书#劳先生这样一气写下来"

小字如大字一样"笔笔恰好"无

一笔是陪衬" 真是感到字字神

采飞扬# 劳先生书法之功力和

水平"于斯可见#

得多年来一直帮助我整理

我父亲遗稿的孟繁之先生之

助"除共同策划之外"还协助联

系出版#于是"厚厚一册六百五

十五页的 )劳笃文 +老子 ,著作

五种*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

令人欣喜的大事" 沉寂了六七

十年的劳笃文先生出现在世人

面前#劳氏的后人额手相告#劳

志彬先生更是忙着将书送到劳

家各房各户#不过"就制作此书

本身而言"仍有不足之处#这部

书是有学术和书法艺术两方面

意义的" 但是在书法艺术方面

表现不足# 不但印刷质量不能

充分显现劳先生书法艺术水

平 "即书名连 -手迹 .之类的名

词也没有# 而从作为学术著作

的角度而言" 也有部分批注由

于色彩问题而辨析不清#但是"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大好事#

此书的组成是由四部劳志

再记劳笃文先生
周景良

叶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