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目录呈现由浅而深的阅读

次序？ 但我还是会给你提供这

样一个版本， 读者用几年时间

陆陆续续读下来， 会潜移默化

形成自己系统的观点。

文汇报： 为了实现这个整

体感和平衡感， 是不是会有一

些被“牺牲”的诗文词？

陈引驰：这一点，诗非常明

显。唐诗最多，但其实我个人对

六朝的诗很有兴趣， 许多却不

能放进去， 因为与我们选本的

目标不契合。

我选择的都是现在大家已

经熟悉的、经典化了的作品。这

类作品语言形式比较规整 ，适

合小孩去读。 现在有些选本就

想跟别人不一样， 专找一些生

僻的诗文。 一开始我也希望选

目上有些特点， 最初划了七八

百首诗，然后从中再选，选下来

确实跟很多选本有重合， 我开

始还想这样好不好，后来觉得，

这也是一种选择， 不光是我的

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唐诗的经典化确实最为清

楚，共同的认同最多。 宋诗就要

差一点， 到元明清诗每个人的

感觉就差别非常大。 我和一起

参与工作的两个学生也找了一

些有名的选本来看，明清如果同

一诗人各选 5首，各部选本之间

可能都没什么重合。这意味着这

些诗的经典化程度不高， 所以

在选择时， 还是经典化程度最

高的唐诗入选数量最多。

文汇报：有人说，和科举时

代不同， 现在推崇的是叙事性

比较强的、浑然一体的诗歌。您

觉得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口味有

变化吗？

陈引驰：肯定不一样，但很

难归纳， 毕竟每个人的口味也

不一样。陈世骧讲，中国文学有

一个抒情传统， 这个观点在台

湾地区接受度很高， 现在在更

大范围里开始有影响。 至于叙

事性， 现在也有学者在发掘中

国古典文学中的叙事传统。

读古诗， 尤其对普通读者

来说， 很多还是 “格言警句”、

“名人名言 ”式的 ，诗里面一些

特别的句子，觉得很美，就记住

了。比如大家都会讲“身无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但

是整首诗原来是什么意思 ，不

一定真了解， 有些可能是断章

取义式地去理解。 古典诗歌有

一个自身的脉络， 今天的一般

读者或许多是“抽象继承”，“七

宝楼台，碎拆下来”。

文汇报： 市面上有些诗词

普及书， 往往带有较为浓烈的

作者个人色彩。比如《蒋勋说唐

诗》很受读者欢迎，但其中对时

代的感悟或对诗词发展的看法

不一定有研究基础，例如“唐代

文学不是与南朝文学一脉相

承，而是来自北方”……您怎么

看这类普及呢？

陈引驰： 我没怎么看过蒋

勋的书， 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对此很反感， 觉得里面有些内

容是讲错的。 我想这个事情要

分开看。 如果他的目的是做一

个大众普及， 那么只要有他的

想法， 而且不是完全凭空而来

的想法，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

的。 而且蒋勋本来是学艺术史

的， 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感知

力，我想他应该不会完全胡说。

比如讲李白， 会是李白大致的

样子，只是讲到某个具体事情，

或对它的具体理解，可能会错。

至于发挥， 有时是要看对

象的，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确实

需要发挥。 就拿我本人比较有

兴趣的佛教文学、 老庄道家来

说， 你以为佛经里面讲的都是

“四大皆空”“苦集灭道 ”“八正

道”这些抽象概念？其实佛经里

很多都是讲譬喻故事的， 所以

陈寅恪先生曾概括有一类佛经

是 “例引故事以阐经义 ”，比如

《百喻经》就是从不同经典摘出

来的。佛教早期主要是口传的，

传经的时候肯定要讲这些故

事， 利于大家理解， 有益于推

广。学者不必要特别苛求，大众

如果接受，只要有了启发，不管

丰富了知识还是情感世界 ，那

就好， 但是也要知道再往上走

有不同的视野。

说唐诗不与南朝文学一脉

相承，这个怕是随便讲的（我要

克制我学者的立场 ）？ 他那样

讲， 是希望大家考虑国际性的

因素、考虑游牧文化的影响？这

可能也有道理， 唐代确实是跟

别的时期不一样。但认真来看，

唐诗的形式就是南朝的， 比如

声律， 近体诗无疑继承了南齐

永明以来的探索成果。 再比如

边塞诗， 实际上跟北方的传统

没什么关系———岑参、 高适写

的边塞诗哪里是继承胡人的传

统？ 最主要还是他们的亲身经

历。但换个角度来看，提醒大家

唐代文学、 诗歌有不同的文化

背景、文化传统在里面，这个我

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蒋先生大

概是在讲一件很笼统的事情 ，

而不是以学者的态度跟你很严

谨地论证这件事。

讲传统也一定要讲

世界

文汇报： 您怎么看待诗文

的背和读？关于吟诵，叶嘉莹曾

主张，传统的诵读不应该断，并

且想要留下一套范式。

陈引驰： 对待诗文有两点

很重要 ：诗要背 、文要读 ，这其

实都跟声韵有关系。 中国传统

里，声音还是很重要的，两三岁

的小孩子其实本身对诗的意思

是不懂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 ，

乡音无改鬓毛衰 ”， 他如何理

解？ 但这里面本身有一种声韵

的和谐之美， 他记住了那个声

音，就能背下来。

文章是要读的， 读出声来

的。诵读还是很重要，古代讲到

读，多是指大声读，从《庄子》到

唐宋古文家， 乃至桐城派都是

如此，有时高声朗诵，有时轻轻

地读，有一套讲究在里面。除了

声音，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

是文章的 “气 ”，也就是文章的

脉络。古时人们不用标点，读了

才知道一篇文章什么地方应该

断、什么地方要慢，什么地方不

太重要应该赶快过去， 这些都

是帮助理解的。

现在也是， 有时我们专业

的研究生考试就拿一段没有标

点的古文请考生读一读， 如果

读下来大致不差， 就说明你懂

了。 读、背很重要，包括学英语

的经验也是如此， 我中学时老

师教 《新概念 》英语 ，那时条件

没有现在好， 就是很大的一台

录音机抱来往讲台上一放 ，让

我们不断复述其中的句子 ，复

述就知道它大概在说什么 ，起

码“音”先抓住了。 复杂的句子

有从句 ，从哪里开始读 ，读起

来轻重缓急就很清楚 ，包括对

整个语言的感觉 ，对理解意义

都是有帮助的 。 所以 ，这套历

史经验不是说绝对是对的 、绝

对有效 ， 但还是有道理的 ，看

你怎么用。

文汇报： 诵读时有必要用

读书音吗？

陈引驰： 这样培养音律感

太辛苦了， 现在小孩的学习多

多少少还是要讲点效率的 ，我

觉得这个效率不高， 有点太技

术， 体会五言七言中的平仄交

错就够了。甚至更进一步说，一

个人说话结结巴巴有什么不可

以， 一个人说得快或慢一点有

什么不可以？ 一般人不需要这

种训练， 读诗知道平仄是怎么

回事，有个整体的感觉就行了。

有诗的声律知识当然是好的 ，

但是技术化没有什么必要。

文汇报：在您看来，古诗文

和它背后的传统文化， 在现代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应该占一

个怎样的位置？

陈引驰： 我一直持这个想

法，讲传统也一定要讲世界，要

放在一个大环境里来讲。 比如

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 “国

学”，过去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教

学和学术机构，到了近代，借用

了日本的讲法， 才开始泛指跟

自己传统相关的那些思想文化

学问。这是一个在比较的、世界

的视野当中才有的概念。

因此， 传统的学问或者国

学只是大环境下给你提供的其

中一种选择或资源。所谓传统，

很多人认为是从过去到现在

的，包括很多人对 “传承 ”有焦

虑， 但实际上传承不是由我们

来决定的。 这就如时间是条河

流， 决定是不是利用水流来建

水库不是上游的人， 而是下游

的人。事实上，传统是被后来认

同的，认了以后不断地被思考。

有一种说法， 整个西方哲

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解读 ，就

是说认了柏拉图， 不断地让他

的学说在这个传统里面经历各

种辩证而发展。 中国的传统也

是这样 ，儒家 、道家这些 “百家

争鸣”的“家”，是汉代才有的概

念 ， 先秦所有的文献都是讲

“子”。也就是说，成“家”是后来

的事。所以，后来人对“传统”起

了非常大的作用———站在时间

的下游，认同这样一个传统，确

立这样一个脉络。 用时髦的话

来讲， 传统就是后来人建构出

来的。

文汇报：所以说，您觉得现

代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和资

源，是吗？

陈引驰： 我相信既然是好

的有价值的东西， 又是本民族

本文化的东西， 总是有人愿意

去了解， 如果里面再能够吸取

一些新的东西，承而后创，把它

接续下去，那自然更好。但你不

可能要求所有人这样做。 也有

另外一种人，完全排斥传统，他

脑子里是另外一种文化， 魂飞

天外，梦萦天际，这也没什么不

可以。

比如现代文学里面， 有几

位我非常喜欢的诗人， 像何其

芳，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漂亮，他

对传统比如词也很有了解 ；早

年写白话诗， 到晚年开始写旧

体诗， 回归传统， 这是一种选

择。穆旦，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很

深， 他的诗始终与传统没有多

少关系 ； 上世纪 50 年代归国

后，开始翻译 ，比如 《唐璜 》《欧

根·奥涅金》，就是不回到传统，

这是他的选择。再比如冯至，受

里尔克的影响，研究歌德，但他

也写《杜甫传》，还编杜甫的诗。

我的意思是说，从个人来讲，每

个人做什么样的文化选择都是

合理的，只要对他来讲，能找到

让自己安心的精神世界。

就我来编这几本书来说 ，

展示给你， 你接受与否是你的

选择， 我认为个人的每个选择

都没问题， 而且都可以是好的

选择；但就整体格局而言，我提

供这样一种可能性是非常必要

的：第一，它是我们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第二，它也是当今世界

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有责

任尝试为后人提供一种选择的

资源 ，如果觉得好 ，就请认同 、

继承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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