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彷徨与抉择
———《彭康文集》中命运的时代感

■杨孟哲

今年初出版发行的 《彭康文

集》， 收录文稿时间跨度从 1927

至 1965 年，上册主要收录彭康先

生的论著和译著， 下册则囊括彭

康在文化、教育、党建等多方面的

报告、讲话等。

彭康先生早期留学日本 ，后

回国投身革命， 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和抗战时期， 先后任中共华中

局宣传部部长、 华中党校校长等

党内职务。1952 年，他被任命为交

通大学校长，1959 年后， 任西安

交大校长。 彭康先生是中国近现

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他的一

生是与时代发展洪流紧密结合的

一生。

《彭康文集 》 上册突出反映

了彭康深厚的哲学功底 。 如在

《哲学的任务》中，他认为哲学本

是无所不包的学科体系，是社会

中最高的理论支撑，更是在社会

建设中指导着社会实践。 但现实

中的哲学，却丧失了社会指导的

意义，成为一门艰深的学科。 这

主要缘于两大原因 ：其一 ，哲学

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微复杂，与

现实距离愈发疏远 ；其二 ，哲学

是社会的上层构造，虽是一种意

识形态，但社会的根本构造是下

部。 彭康认为，要完成变更世界

的社会实践，哲学仅仅是一个意

识形态上的工具，而普罗列塔利

亚特才是核心所在。 普罗列塔利

亚特源自英文中 proletariat 的汉

语音译，原指古罗马时代社会中

的最下等阶级，文中语境应指无

产阶级。 故而，彭康提出：“哲学

要变更世界所需的社会实践心

脏就是无产阶级力量。 ”

《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

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则是作

者针对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盛

行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一次

直接回应。 这次论战双方分别是

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

派和以张君劢、 梁启超为代表的

“玄学”派。事件起因是 1923 年张

君劢发表《人生观》，提出科学虽

是客观存在， 却是以逻辑分析为

主要手法， 人生观不受科学的影

响和支配。 丁文江随即发文反驳

张君劢的看法， 认为人生观是与

科学密切相关的， 根本不存在不

受科学影响的人生观。 彭康先生

认为， 张君劢的观点是一种唯心

主义论， 既不承认社会现象之间

的因果联系， 也不认可物质与意

识的辩证关系。 而丁文江和胡适

等人的观点看似比张君劢有所进

步，但其实质就是认为科学决定

一切，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 彭

康对两方的唯心主义论点都提

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并进而提

出，唯有树立唯物论的辩证法思

想，才能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

《彭康文集 》 上册集中反映

了彭康关于哲学和革命文化方

面的思考。 从这些哲学文化著作

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蕴含着

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

证法理念。 彭康认为，哲学不能

只停留在解释哲理的层次，而要

通过实际行动来施行改变世界

的活动。

抗战初期， 彭康即发表文章

表达对于抗战的坚定决心。 他提

出， 当前阶段中国的革命任务是

反帝反封建， 而要完成彻底的反

帝反封建，就必须进行革命。 但日

本的侵略导致中国内部的矛盾退

让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 抗战

则成了既要解决民族独立的问

题， 也有在抗战中谋求内部矛盾

解决的诉求。 彭康认为，抗战不仅

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 还能为

国内革命创造先决条件。

1945年后， 彭康负责华东局

和山东解放区的宣传工作。 在此

期间， 彭康既有工作上的具体要

求，比如他要求报纸编辑必须克

服经验主义，又有新的主张与实

践，比如他认为加强宣传教育工

作， 可以首先通过干部教育，在

各级党校、党训班中通过学习来

提升大家对组织的思想认识。 彭

康进一步提出 ， 党性就是要无

私、有纪律、有集体观念。 有些人

搞宗派主义 、个人主义 、主观主

义等，都是忽视了党性。 他指出，

要加强党员的组织生活，提高党

员的纯洁性，要有坚定的阶级立

场 ， 把党和革命的利益放在首

位 ， 党员群体要有高度的原则

性 、纪律性和自律性 ，要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 彭康出任交通大学

校长。 西迁是交通大学历史发展

中的浓重一笔，彭康的观点是，首

先， 迁校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

合理部署来实施的， 是对我国西

北建设的重大支援， 西安虽在城

市和工厂企业方面不如上海，但

迁到西安比留在上海更为有利；

其次， 迁校不会影响生源质量。

1957年 7月， 彭康向全校师生介

绍了迁校新方案， 进而提出交通

大学将分设两地。 1959年，两校分

别独立办学。 此后，彭康正式执掌

西安交大。

通读《彭康文集 》，既被作者

深厚的哲学底蕴所折服，而他所

提出的党建思想和带领交大师

生开创的西迁精神，对现今时代

也有着弥足珍贵的思考和借鉴

意义。 彭康将自身命运与中国近

现代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融合，也

真实再现了他胸怀大局为革命

和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宝

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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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而细腻的观察者
———阮庆岳和他的《声音》

■戴欣倍

第一次看到“阮庆岳”这个名字，是在

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评选的网站上，阮

庆岳是那一届的建筑评论奖得主。 后来，

在网上查阅资料，看到他在中国大陆出版

的一些有关建筑文化类的书籍，诸如 《下

一个天际线：当代华人建筑考》《开门见山

色：文学与建筑相问》《城市漂流：关于三

个城市的十二个建筑思考》等，便开始关

注他和他的作品。

阮庆岳的身份如同他的作品一般多

元 ：建筑评论家 、作家 、策展人 ，以及中

国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 。 作

为作家 ，他是高产的 ，包括 《林秀子一

家 》《凯旋高歌 》《苍人奔鹿 》 《秀云 》 《神

秘女子 》，而今其最新随笔集 《声音 》也

在大陆引进并出版了 。

《声音》 并不是阮庆岳之前经过整体构

想而写的一本书，而是他平常偶尔想到的一

些体悟和感想， 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建构什

么。 一些成长的记忆、日常的生活、远远近近

的亲友，正是在这本书中所叙述的内容。

阮庆岳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声音》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叙述他处于病

者的状态和角度观察世界。 当你作为病者

的时候，声音对你而言，会显得幽微，你会

听到比较多的声音。 而当你健康的时候，

你就听不见那些声音了。 所以“声音”这个

书名呼应了阮庆岳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

病者的心理活动和对外部世界的想象。 很

多时候，他只能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也不

能出去，只能凭着声音去想象家人和外面

的状态。 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他的游牧世

界，倾听他在记忆与冥想、哲思与日常、建

筑与文学之间织就的暗语。 它们清洌又温

润，触发着每个人心底的回声。

阮庆岳出生在台湾省南部靠近垦丁

的一个小镇———潮州。 准确地说，他生命

中的前 10 年是在那里度过的。10 岁后，他

随同家人搬到台北，住在民生社区的富锦

街上，之后就在台北成长、生活。 而童年的

成长经历在阮庆岳的记忆里非常深刻，对

他个人的影响也很大。

在淡江大学念书时 ， 他的生活过得

比较拮据。 当时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

很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衣

橱。 那时候他常常坐在床上，靠着窗边 ，

看着上下学的人流在路上来来往往 。 大

多时候，他在房间里看书，看到喜欢的句

子就会站起来在墙上写下来 ， 后来整个

墙上都被他写满了， 然后他就用便利贴

往墙上帖，最后也贴得满墙都是。

虽然大学的生活比较拮据，但他总会

省下一点钱来买书。 当时他住的房子对面

有一个书店，他常去那里买书。 有时候，太

贵太厚的书买不起，就托一个在书店打工

的同学将他想看的那本书在下班时带回

来，晚上抓紧时间看，第二天再让同学还

回去。 他就是以这样的状态一直在阅读。

后来，阮庆岳赴美念书。 到宾夕法尼

亚大学后，没过多久他就病倒了，因为没

有买保险，他就一个人躺在屋子里，断食

三天，以此来自我疗愈。 躺着很无聊，也不

能做什么，所以就看书。 之后很多次，逢到

他生病了，就常常采用这种方法来自我疗

愈。 大量的阅读为阮庆岳的文学创作之路

奠定了基础， 他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作

品，也获得了台湾文学奖散文首奖、短篇

小说推荐奖等奖项。

《声音》 可以说是具有浓郁个人写作

色彩的随笔集。 书中的文字清晰有力又极

其精确，把我们引入阮庆岳深入而细微的

观察、思考和判断中。 他的文字没有匠气，

有些章节读来就像简单地描述一件事而

已，但寥寥数语间，就给读者留下想象的

空间，让人转而思考自己的人生。

阮庆岳是孤独的。 在《孤独就是我的

本质》中，他说：“孤独是我的本质。 我虽自

觉是蛹是鹰，却也常假目以蝶以雁的姿态

存活人间。 ”由于无法选择全然出世，对入

世依旧有着某种眷恋。 阮庆岳的文学创作

大抵也是对这矛盾与困境的自我叩问。 我

想，他一定非常珍视孤独的时刻，许多幽

微的价值，都是源自于此，他因此也一直

在努力学习与孤独共处。

阮庆岳也是细腻的。 人的内心其实都

是寂寞的，但很多人擅于掩饰自己，很少将

自己的寂寞呈现于外。 在《移动，在寂寞的

地方》一文中，那个脸是那么寂寞的老人让

人唏嘘，哪里是脸寂寞？ 明明是心寂寞。 但

阮庆岳并没有直接说他心寂寞， 而是说他

脸寂寞，这种直观的寂寞，让人更为心痛。

观察者如阮庆岳， 他对声音的敏感，

就如对自我的敏感，简单又直接。 在阮庆

岳的文字中，透露出他对生活的随性或自

在，总是以豁达的态度理解着不如意或复

杂的存在。 就如同他对那些不入耳的声音

的态度，或许它们还没找到自己融入自然

的方式，或许是我们还没空出这些声音可

以进入的位置。 隔离尘世的生活是他想要

的，但他又从现实中理解到这种简单并不

容易， 于是他想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复调生活”来化解，出世和入世的反复缠

绵。 阮庆岳的《声音》就是如此！

年逾一甲子，回眸过去，充满了一种世

事沧桑的从容感， 阮庆岳平静地叙说着人

生几十年里的种种过往， 无论是以往的何

种情形，均能以一种温和的笔调娓娓道来，

将生命中的各种回忆再一一拾起。 声音本

是纯然的，如此便是阮庆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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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的任命通知书。

荨彭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