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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融中思考 在辨析中协奏
———读徐志啸《思与辨》

■郭 丹

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思

考与辨析。 或者说，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

就是思考与辨析的过程。 徐志啸教授是一

位楚辞研究专家，又是一位比较文学研究

专家，是跨界研究的学者。 在他所从事的

研究领域， 无论是楚辞还是比较文学，都

可以看到他深邃的思考与睿智的辨析。 这

一次，徐志啸特地摭取其部分未集结的论

文结集出版，内容包括古典文学与比较文

学。 定名为《思与辨》，正体现他跨界研究

的“思”与“辨”，在交融中思考，在辨析中

协奏，在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不同领域

演出一曲交响的协奏曲。

在“古典文学”部分，作为楚辞研究专

家，徐志啸不再只论楚辞，而是将焦点投

射到更加深广的领域。 如对于文学史研究

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学起源的探索。 在《文

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中，作者指出《剑

桥中国文学史》的许多特点，包括其编写

者“努力写成文学文化史”的意图、文学史

的分期、入选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印刷与

文学传播的关系，甚至中国文学史包括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等论述。 这既是《剑桥

中国文学史》的显著长处，也是国内众多

文学史著作的短板。 作者对《剑桥中国文

学史》的评析，体现了比较的眼光；他所揭

示的国内文学史著作与 《剑桥中国文学

史》的差异，则体现了作者辨析的思路。 聚

焦于此， 作者有了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这

就是书中的 《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文学》

和《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 前者从世界文

学的视野范围内对中国文学的观念产生

进行了辨析，从概念和理论上说明不能认

为文学史在中国古代已经明确并成为一

门学科。 在《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一文

中，他对于中国文学之源“六经”说进行了

辨驳，对中国文学之源进行了考察，并以

屈原《离骚》的产生来揭示文学的产生与

社会实践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

文学之源应该是从有人类开始算起，而不

应该从有文字算起。 ”因此，他不赞成“六

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结论。

就是讨论楚辞， 徐志啸也不再只是论

述楚辞的本体， 本体之论在他的 《楚辞综

论》等多部专著里已经有了充分的展现。 在

《思与辨》里，他要思考的是楚文化与楚史

的关系及其对楚辞的影响。 关于楚文化，前

人已有不少的成果。 但是徐志啸探索楚文

化的起源， 目的是为楚辞研究寻找更加深

远的文化背景。 他指出，楚国的兴起、楚地

的地理气候、 楚人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和

问鼎中原的霸气， 都是产生瑰丽的楚辞的

文化条件。 对于楚辞研究，徐志啸“采取了

将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融为一体的做法”，

自然地 “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

关注和兴趣”。 所以，他把视野扩展到东邻

日本， 对一个世纪间楚辞在日本的传播进

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详尽总结。

徐志啸的科班出身是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正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基础，他的比

较文学研究，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

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交融与协奏的特点。 他

辨析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的异同，从概念

上加以界定与区别。 对叶嘉莹先生用西方

理论与方法解析中国古代诗词之特点，徐

志啸从西方的阐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新

批评、 接受美学等理论的原始意义出发，

辨析叶嘉莹先生是如何运用这些西方理

论对中国古典诗词作怎样的阐析。 如指出

叶嘉莹认为张惠言对温庭筠 《菩萨蛮》词

的解说， 犯了与西方符号学家一样的弊

病，而王国维的感发说词的方式，既有中

国传统重视感发的深厚根基，也可以从中

找到西方的理论依据，是属于对美学客体

的一种哲学解释。 这样鞭辟入里的论述，

深度体现了徐志啸扎实的两个领域研究

的功力。

在 “思 ”与 “辨 ”的协奏中 ，最能体现

徐志啸思辨特点的，是他对于北大版 《比

较文学概论 》存在问题的批评 、对 “汉语

新文学” 概念的思辨、 对汉学概念的界

定。对于北大版《比较文学概论》，徐志啸

给予好评 ，用 “创新 、严谨 、开放 ”来评定

它。 但是，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徐

志啸还是指出其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

题。 这些问题，提出者是立论有据的 ，有

的的确是著者明显的逻辑错误 。 好评和

批评同在， 体现了一位严谨的学者的学

术品格与学术良心。 在论述 “汉语新文

学”概念的是非时，徐志啸质疑了惯常命

名 “中国文学史 ”的存在问题以及 “华语

语系文学”命名的弊病。在对“汉学”及其

相关概念的辨析中， 坚持了实事求是的

客观态度和立场。 这些，都足以体现其深

入思辨的特点。

在《思与辨》一书中，可以发现徐志啸

立论，并不先设客观坐标，而是从具体的

事例出发，然后得出相关的结论。 如细致

分析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说词的论析，揭

示王国维说词的哲学理念。 对《剑桥中国

文学史》以文类分割的做法，徐志啸举出

其对 “赋 ”体的疏忽以及对东汉 “崔氏家

族”和“班氏家族”并列的不当加以批评，

归纳出“对待欧美的汉学，实在应持实事

求是的态度，绝不应盲从”的结论。 书中此

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从“江南水乡”到“喧闹魔都”的华丽转身
———读《上海历代竹枝词》和《上海洋场竹枝词》

■唐骋华

人们总是依据眼前的景物想

象过去，有关“老上海”的记忆构

建也不例外。例如，今天上海人出

行，无论开车还是乘地铁，利用的

皆为陆路交通， 只有少数人还坐

摆渡船。实际上除了苏州河，市区

已基本见不到河流；即便有，也是

“小区环境”的组成部分，并不作

灌溉、运输之用。 换言之，今天上

海的河流与河道， 观赏价值远远

胜过了实用价值。

如果以此为原型，“复原”出的

老上海出行方式就局限于陆地。这

固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却也把动

态的历史简化为静态图景，具体而

言，就是忽略了上海有一个从“水

乡”到“魔都”的变迁过程。

明清时代， 上海是典型的江

南水乡，它位于太湖流域东缘，水

系发达，县城内（今老城厢）横贯着

两条河流———方浜和肇嘉浜 ，县

城外更是水网密布， 织成发达的

内陆航运。 文史学者顾炳权所编

的《上海历代竹枝词》，收录明代顾

彧诗：“黄浦西边黄渡东，张泾正与

泗泾通。 航船昨夜春潮涨， 百里

华亭半日风。”据此描述，当时的县

城居民自黄浦江畔登船， 一路往

西就是嘉定黄渡了； 而由张泾出

发，如能巧借春潮与风向，只需半

天，即可抵达百里外的华亭镇。

这种对水路的关注，《上海历

代竹枝词》一书中俯拾皆是，从名

儒钱大昕到乡绅秦荣光，都不绝于

笔。 因此数百年间，“吱呀吱呀”的

桨橹声是伴随上海人入睡的安眠

曲。 一直到晚清，县城居民往西去

静安寺礼佛烧香，或向南去龙华寺

聆听晚钟，都还要坐船的。 可以想

见，当时的人，出门往往要搭船，这

就如同我们打车一样稀松平常。

如此丰沛的水资源， 决定了

明清时期的上海以棉花和水稻为

主要农作物。 秦荣光曾描绘种植

棉花的场面：“邑产惟棉实大宗，脱

花炎暑力疲农。”所谓“脱花”，是指

给棉田锄草， 因多在盛夏时节进

行，非常累人。

秦荣光是浦东陈行人。 陈行

今天尚有周浦塘经流， 连通黄浦

江。遥想当年，县城居民要来此地，

最快捷的路径， 莫过于在江边某

渡口（或许是董家渡）登船，一路南

行。沿途，浦江两岸的稻田、棉田依

次映入眼帘，好一幅江南田园画。

但对明清时代的上海文人来

讲，这应当属于“日常景观”，赏心

悦目但司空见惯， 激不起太多新

鲜感，以至于连抒情模式都类似。

翻阅 《上海历代竹枝词》 不难发

现， 文人墨客对上海风土的描摹

与抒情， 几乎可以在江南范围内

通用。 如“白鹤江头烟雾开，浮萍

叶细尚如苔”“水天寥落兰轻舟，

棹入苍茫起远愁”“楼阁千家半傍

河，露台风月晚来多”等意象，挪

到嘉兴、湖州、周庄任一地方，亦

无不可。而所谓沪城八景、申江十

景，也是本地乡绅以“西湖十景”

为蓝本评选的山寨版。 这也恰好

说明，开埠前的上海，内生于江南

的物质文化再生产。

然而随着上海的开埠， 延续

数百年的格局被打破乃至颠覆

了。首先就表现为“水乡”的瓦解。

1945 年 11 月， 英租界诞生

于老城厢北郊， 此后美国和法国

也相继设立租界。 西方人是依据

自己的城市规划经验来打造租界

的，因此租界的建设和扩张，开启

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 在此进程

中，河流在农业社会中的功用，如

浇灌田地、 日常饮用等， 迅速丧

失。相反，纵横的河道阻碍了城市

交通，于是被陆续填平。取而代之

的是一条条马路。

上海的地势西低东高， 河流

则是自西向东， 河道原本就容易

淤塞，租界大规模填河，更加重了

这一情况。 上海地区的水环境开

始整体恶化。 以作为租界和县城

“界河”的洋泾浜为例，随着租界

日益城市化， 其淤泥的沉积速度

显著加快。 租界当局和上海地方

政府多次疏浚，亦无济于事，沦为

浊黑难闻的臭水浜。 1914 年，租

界当局决定将其填平 ， 筑成马

路———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

随着越来越多的河流消失 ，

20 世纪前后，上海已不复水乡盛

景， 而成为喧闹的魔都。 与此同

时， 原有的江南文化也因为失去

了物理层面的依托， 开始向海派

文化转变。 这可以在顾炳权编撰

的另一本书《上海洋场竹枝词》中

窥出端倪。

与传统竹枝词相比， 洋场竹

枝词变化明显。首先，传统竹枝词

的作者多为本地乡绅 （如前举嘉

定贡生秦荣光），而洋场竹枝词的

作者籍贯就非常多元了， 不仅有

邻近的江苏人、浙江人，还有来自

安徽和山东的。其次，咏叹的内容

也不再是乡土风物。 如江苏宜兴

人余槐青， 不但写了车水马龙的

外滩、 横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外

白渡桥， 还对上海河道 （如洋泾

浜、泥城浜）被填平的命运，发出

了“沧海桑田成惯例”的感叹。 至

于洋行、马路、火车、电灯、牛奶、

学堂等新事物， 更是频繁闪现在

诸多作者的笔下。

总之， 无论吟诵对象抑或抒

情模式， 洋场竹枝词都不能通吃

整个江南。 毋宁说，它创造出了一

个不同于传统景观的“异质景观”，

而这种异质性，正是其价值所在。

岁月荏苒， 时光已然将异质

景观打磨成日常景观， 而被它替

代的江南水乡， 早已退出公共视

野，退出了人们对于“老上海”的

想象。所幸，顾炳权先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编撰了 《上海历代竹枝

词》和《上海洋场竹枝词》，这两部

书对我们重新认识上海、 发掘属

于上海的“地方知识”并追溯其演

变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顾先生于 1999 年仙逝 ，至

今 20 年整，两部书也绝版已久。

近期上海书店出版社予以重版，

使读者有缘再次亲睹上海竹枝

词，差堪告慰老一辈文史学者的

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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