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一个不下海的

观澜平台

文汇报： 您编著这套书的

初衷是什么，尤其是古文？

陈引驰： 时下各种古典文

学的诗选、文选确实非常多，但

是各自的类型、 功能和所设想

的读者对象是很不一样的。 这

套书主要是想针对学生等年轻

群体， 或对这些内容有初步兴

趣的人。 虽然目前市面上类似

的书非常多， 但我觉得对学生

或初入门的人群不一定都很合

适， 其中要么多是配合教学进

程出版的、辅助性的书，目的性

太强；还有一类篇幅太大，大概

不太合适初学者。

我个人认为， 现在孩子最

大的问题不是学习得不够 ，而

是过度学习。 一个人成长需要

虚实结合，你把他全部填满，可

能适得其反， 所以在做这套书

的时候，我就想着量不要大，只

要一本，做得有限一点、有趣一

点。我们都有学习的经验，学的

过程其实是经历不断地更新 、

淘汰、 遗忘， 所以量不代表什

么。因此，我们将诗删到最后的

263 首， 文章不足百篇———这

可能是与其他选本在设想上很

大的一个区别。

我在书中也写着， 希望这

套书可以成为一个观澜的平

台，读者可能不一定“下海”，也

可能只是看一看， 但是怎样一

个位置比较好？ 你带着他到海

滩边从头到尾走一圈， 走个几

公里，当然可以看到很多，但是

很多人没有这个精力与时间。

文汇报：我们注意到，您最

早选择的是诗与文， 之后再加

上词的选本。 为什么是这样的

编排呢？

陈引驰： 我一开始的设想

就是诗与文。 至于一开始为什

么没有词， 因为诗和词非常不

一样，词最初就是音乐文学，表

现的东西狭而深， 基本面向情

感，尤其是男女之情。后来词的

范围扩大，比如苏东坡“以诗为

词”，他的词作涉及了多方面的

经验和情思。 但是通过词去了

解的苏东坡和通过诗文了解的

苏东坡，说实话也不尽相同，他

的诗文所展现出来的世界和生

活，比词的要宽阔得多。鉴于词

的特殊性， 所以最初就只编注

了比较纯粹的诗选。当然后来，

应许多读者的要求， 增加了词

选———分开处理， 或许能更好

呈现词本身的特色和变化。

说到古文， 则是阅读古典

所必须通过的基本文类， 不读

古文， 对传统的理解真的会有

问题。毕竟诗、词都只是一种特

殊的语言形式。你要了解过去，

读文章是基本的。 你学习文言

文法，培养古文的语感，必须要

从古文阅读中获得经验。 但古

文相对诗也会难一点， 市面上

比较适合初学者的读本也少。

文汇报： 能给我们谈谈您

的选择标准吗？ 里头是不是或

多或少包含着您的个人志趣或

审美情趣呢？

陈引驰：选诗文，我有三点

基本的想法：第一点，要美。 这

点对于今天尤其重要， 如果是

一些佶屈聱牙、 很繁复纠结的

东西，读起来很辛苦，为什么要

让孩子读？ 美是我们今天能够

看到的、接受的东西，放在今天

可以化用。 读这些诗文的过程

就是在体会、汲取文字之美。

第二点是要古今沟通 ，选

择的诗文起码对孩子来讲要比

较容易理解，其中的基本感情、

价值观念与今天还能吻合 ，不

然反而可能破坏他作为现代人

正在成长中的内心秩序。

第三点就是量不能多 ，少

而精，如前边提到的，压缩到现

在这个篇幅，一本足够。

选的这些诗 、文 、词 ，至少

在我看来都是好的 ， 我喜欢

的 。 当然入选的并非不可替

换 ，如果换一个人选也会有所

不同 ，但是基本的方向和面貌

大抵就是这样吧 。 比如，李白

的诗选得最多， 是因为书的初

衷是为孩子或初学者提供一个

合适他们审美及理解范围的读

本，李白的诗比较适合，但并不

代表我认为李白的诗在诗歌史

上最了不起———也就是说这几

册选本，不是诗歌史、文章史或

词史意义上的选本， 而是提供

人们培植基本古典文学素养的

读本。

诗文选重在有平衡

感和整体性

文汇报： 古文早前也有非

常通行的选本，像《古文观止》。

您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

选本怎么样？

陈引驰：《古文观止》 其实

是古时候给普通人的入门读

本， 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思想模

式。 但现在我觉得它实际上非

常不合适孩子， 或许是我个人

的偏见，《古文观止》200 多篇，

适合初步接触古文的人读的大

概就是 30 多篇。

特别是其中很多长篇大

论、 高头讲章， 在当时非常重

要， 代表了一种思想潮流或那

个时代读书人看重的东西 ，但

无论是文章形式还是表达的思

想感情及观念放在今天会有些

不合时宜。

比如韩愈的《原道》。 韩愈

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中唐

时期的古文大家； 这篇文章也

是标志性的———当时思想高度

多元，韩愈要提倡古文、复兴儒

道、排佛老，这就是儒学转折关

头的一篇文章。 而他倡导的儒

学复兴一直持续到宋明以后 ，

就是理学或心学的兴起。 这篇

在过去当然也是名文， 对于准

备投身仕途的士子绝对有用 ，

今天大学的文史专业里也教

它、研究它。

但是不是要给小孩子读 ？

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一

来 ，小孩子理解不了 ，二来 ，古

今价值观其实已经发生了变

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太

相信对一个刚接触古文的中学

生来说 ，读 《古文观止 》是一个

好的入门选择。

文汇报： 您的选本就是很

简单地按时间编排， 是否曾经

考虑过其他的编排方式呢？

陈引驰： 我很反感分主题

来讲古代的诗文。 这些所谓主

题，是随时代变化的，用主题来

编诗文， 实际上暗含了特定时

代的价值观。 许多书本尤其是

流行的教科书， 给孩子选读的

内容往往不平衡， 用的是任意

的、 拆碎的方式———今天让学

生去读这个， 明天读那个 ，但

你仔细去看其中的诗文排序 ，

是没有整体概念的。 你可能会

注意到难易差别 ，但更多的是

编者觉得在这时候应该给学生

灌输一个什么观念， 所以在时

代、 整个脉络上都是无序而零

散的。

需要提供另外一种选择 。

我并不是说这套书里的每一个

选择都是对的， 但起码这些诗

文是在一个总体观察的基础之

上得出来的。现在编一部诗选、

文选并不难， 但最重要的是要

有一个平衡感和一个整体性 ，

也就是说，整体看下来，这些诗

放在这里合不合适。

按照历史时段来编排 ，当

然也会有问题。 比如可能有人

认为 ，一上来就是 “静女其姝 ，

俟我于城隅”， 小孩子读不了。

那么也可以让初学者从绝句 、

从最简单的唐诗入手，比如《唐

诗三百首》开篇就是古体，初读

其实不容易进去， 从后边的绝

句开始，大概是更好的选择。可

能以后我们也可以在一部面向

初学者的选本里面， 尝试两个

目录，一个是按历史时序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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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做成这样一本书，可以置

于孩子的床头，放在客厅的茶几上，装进

旅行途中的背包里， 可以在春日的午后，

写作业的间隙， 通勤的公车和地铁里，翻

开来读几页，一整天都会感到生动明亮。 ”

陈引驰在他编著的《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

诗》导言中这么写道，这段话也出现在同

系列的古文、古词选本中。

令一整天“生动明亮”的，一定是那些

文辞优美、感发人心的作品。之后，孩子和

初学者们才可能去亲近和理解黄钟大吕

与泣血哀歌。 陈引驰希望，这“第一次看

海”留下的美好印象，能够内化为现代中

国人最基本的传统素养和文化认同。

近日，《文汇学人》 采访了陈引驰教

授，请他谈谈什么样的古诗、古文与古词

最适宜接通进孩子与大众读者的现实生

活，又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普及过程中

的争讼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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