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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

关于但丁的一切：更为完整而深入
■ 毛志辉

■ 付 杰

■ 吴 玫

新书掠影

书人茶话

《小仲马传：反俄狄浦
斯者》
[法]玛丽亚娜 ·肖普

克洛德 ·肖普 著

张文英 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5月出版

本书以全球性视角，

生动报道了世界范围内

食物供应系统正在发生

的惊人变化，讲述了人类

食品生产创新的动人故

事，记录了那些重新定义

可持续农业的努力。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
抉择》
何冠彪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本书聚焦明末士大

夫群体在明清王朝更替

之际所呈现的立场和心

态，生动再现了明清之际

士大夫的各种人生面向

与复杂心理。

《文心雕草：中国植物人文
小史》
马俊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5月出版

作者在《诗经》、药典和

农书里上下求索，在日常生

活中仔细观察，讲述草木

在人世的经历和故事,让人

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我

们的民族。

《未来吃什么：人类如何
应对食物危机》
[美]阿曼达 ·利特尔 著

蒋怡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小仲马一生表现为

“反俄狄浦斯者”，与父

亲紧密相伴。书中首次

披露大量私人信件，为我

们完整呈现小仲马的成

长历程。

《社交算法：解码人际
关系的底层逻辑》
[美]玛丽萨 ·金 著

纪一鹏 王珏欣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6月出版

作者花费近15年

时间研究人们在社交

网络中的自我发展状

况，根据人们的表现总

结出了科学的社交关

系建构方法，帮助我们

更好地做出决策。

被热流击中后撰写的经典导读 “以史为鉴”
与“面向未来”

《但丁传》
[意]马可 ·桑塔伽塔 著

李婧敬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
的记忆》
[德]克里斯蒂安 ·迈耶著

萧律语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文化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

为新著《思于他处》写了一篇自序，文中

说道：“我自己的写作，也常常是重复性

的吟哦，被一种惯性的思维所累。有时

候想抽身而出，却有着力不从心之感。”

这当然是孙郁的自谦，不过，他也指出

了充斥市面的经典名著导读类书籍的

通病。

读书，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原典原

著。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在流

变，文化背景在更迭，公序良俗在重建，

这就使得彼时的常识成了此刻的谜团，

我们阅读距今年代久远的经典名著，就

需要专家学者充当摆渡人，导读类书籍

就此应运而生。

当此类出版物叠床架屋地摆放在

书店里时，倒又给读者带来了烦恼：怎

么选？

《思于他处》的首篇为《卡夫卡的城

堡》，在这篇文章中，孙郁无意间给出了

“怎么选”的一种答案：“书中有着一种

热流在自己的躯体里，似乎被它穿透

了。”孙郁所指，是他写作《卡夫卡的城

堡》的缘由，那是因为文中所提书籍里

有一股热流，这股热流击中了他，这才

有了这篇佳构。这何尝不是我们选择

导读类书籍的良方？亦即体会一下导

读书的作者是否感受到了所要推介的

经典名著里的热流。

穿过寂寞的知音

《思于他处》由三辑组成，分别为“思

于他处”“走出迷宫”和“远去的群落”。

为何分此三辑？作者有他的理由，而我

读来，总觉得有一股气贯穿始终。

“汪曾祺先生晚年的走红”，是收入

该书第一辑的文章《汪曾祺的语言之

风》的第一句话，孙郁道出的，是一个公

认的事实：1980年代初期，随着小说《受

戒》《异秉》和《大淖纪事》等名篇陆续发

表，汪曾祺先生才慢慢走红，彼时他已

年过花甲。走红的汪曾祺，“招蜂引

蝶”，在网站上搜索评论汪先生作品的

文章，连绵不绝。孙郁本人也出版过一

本汪曾祺作品的专论——《革命时代的

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如此密集的评说在先，再要说说汪

曾祺先生好在哪里，还能说出新意吗？

写出来的文章会不会落入“重复性的吟

哦”的窠臼？毕竟，这正是孙郁自己都

很鄙薄的写作姿态。

《汪曾祺的语言之风》一文，初读似

无惊艳之处，无非是说汪曾祺多么看重

各种语体，古今中外的句法他都曾留

意，并融汇到自己的文章里，因而汪

先生在创作时既吸纳古语，又重视方

言，旧里出新、新旧交汇地活用，使得

汪先生的文章辨识度极高——没有语

出惊人之处，对吗？可是，我读《思于

他处》到《汪曾祺的语言之风》时，还是

在此篇停留了许久，因为文中有句话

让我几近哽咽。孙郁写道：“我觉得晚

年的汪曾祺有点寂寞，虽然约稿的人

多，求画的人众，但能够与其深度对

话的人殊少。”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

我，那些深埋在汪先生作品里独孤求

败的无奈渐渐浮出水面，也更懂得了

重读汪先生的作品何以总能在其冲淡

的文字中感受到热望。肉身已去，先

生还在用他独特的语言等候知音穿

过寂寞。

不用说，孙郁就是这样的知音，除

了得益于曾与汪先生同住蒲黄榆，从而

能方便拜访外，还因为这种熟悉帮助他

在重读汪先生的作品时，更容易移情其

间。而今，孙郁将自己被汪先生作品击

中灵魂的感悟留存了下来，他的这些被

热流击中后吐露的肺腑之言能否感染

读者？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同样温度的文章，在《思于他处》里

尚有不少，像《雪日读“聂诗”》《托洛茨

基余影》《巴别尔之影》《王小波二十年

祭》等，都是读完后让我产生了阅读甚

至重读原典冲动的好文章。

爱之深切，言之灼灼

“我常常感动于司马迁的写史，人

物鲜活，呼之欲出”，此话出自《思于他

处》中的另一篇文章《萧红的传记》，假

如没有读过张文江的《史记太史公自序

讲记》，我会深以为然。

起意阅读张文江这本貌似不太易

读的书，倒不是因为事先知道它新意迭

出。张文江围绕着《史记》的末篇《史

记太史公自序》开设过一门课，将讲义

汇编成书便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讲

记》。《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仅1500余

字，我想知道司马迁的这篇自序究竟以

何触动了张文江，竟让他由此出发铺展

出一本书来。

开宗明义，张文江为他的《讲记》定

下了调子，“《史记》是总结先秦古学的

集大成著作，以此划出时代”，此语足以

惊呆将一部《史记》读得半生不熟的非

专业读者。《信陵君窃符救赵》《廉颇蔺

相如列传》《屈原列传》以及《鸿门宴》等

等，再加一篇选自《昭明文选》、作者也

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些篇什大概

就是大多数读者关于《史记》的阅读积

累，在此基础上，我们所认知的《史记》，

就是孙郁所说的“司马迁写史，人物鲜

活，呼之欲出”。

张文江的论述与我之前对《史记》

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怎能不令人对此

书跃跃欲试？更让我惊异的是，张文江

替这个看上去颇难一下子厘清的话题，

寻找到了让读者非常容易接近和领会

的线索，亦即从《史记》开篇的主角黄帝

的年代起，历数到为撰写皇皇巨著《史

记》，司马家族在这两千多年里所做的

准备和积累，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史记》是开创性的大著作，司马迁的

志向不仅是写一部历史书……如果读

《史记》，只注意其历史记述而忽视其思

想内容，多多少少会形成遮蔽。”如此结

论，对一直以为《史记》只是一部史书的

读者，是醍醐灌顶般的启发。很难想象

张文江为理清两千多年里司马家族的

生死沉浮，得花怎样的功夫去爬梳史

料？病痛缠身之下，恐怕只有热爱至深

才会如此奋不顾身吧？

爱之深切，言之灼灼。张文江在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里密布了自己

对太史公及其著作的热爱，从而使得阅

读者收获倍增。比如，在推演司马家族

盛衰的过程中，张文江顺带介绍了在中

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道家、法

家、墨家、儒家、名家等的来龙去脉及思

想内核——这才是一本经典导读应有

的样子。

非感动自己不动笔

想必，张定浩也是张文江先生家客

厅课堂里从不轻易缺席的学生吧？所

以，他打算写一写过去时代的诗与诗

人时，秉承了非感动自己不动笔的创

作思路。

除了引子和后记外，《既见君子——

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总共收录了张定浩谈论古

诗和古代诗人的文章九篇，分别是《曹

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宣城》《李

太白》《魏武帝》《古诗十九首》《既见君

子》和《九歌》。深潜自己喜欢的古诗

不能自拔后，非得要用一篇文章来与

古诗和过去的诗人暂别，爱之热度可

想而知。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

抱负，那么他看见成熟的桃子时，心里

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应该是很自然

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

诗人，也是子建。”张定浩将自己的日

常和自己的情绪投射进诗里来告诉读

者古诗美妙在哪里：“诗是这样的，‘园

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

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

来的时候，那人便会忧伤。前几天去南

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

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

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

水蜜桃非但没有逗引出诗人的口腹之

欲，还让他生出了忧伤，为什么？随着

张定浩的一唱三叹，答案水到渠成地

呈现出来。

这不是我熟悉的讲解古典诗词的

文本格式。我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学

史这门课时，老师们会以点带面地给

我们细讲每个朝代代表诗人的代表作

品，但老师们如教学参考书一般的讲

解，让我很难觉出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的趣味何在，而这，正是不少摆放在书

店里解读古诗词书籍的写法，与那些

老师们的讲述一样，貌似翔实其实枯

瘦的解读，会否给读者一个错觉——

解读古典诗词就应该这样不苟言笑地

隔岸观火。

张定浩在 他 另 一 本 书《取 瑟 而

歌——如何理解新诗》的序言里这样

写道：“这首诗正在向我们发出邀请，

邀请我们动用自己全部的感受力和分

析力进入它，体验它，探索它，被它充

满，并许诺，我们必将有所收获，这收

获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心智和经验上

的，像经历了一场爱情或奇异的风暴，

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既见君子》何

尝不是如此？无论是《曹子建》《阮嗣

宗》《陶渊明》《谢宣城》《李太白》，还是

《古诗十九首》《既见君子》和《九歌》，

张定浩都在以自己的感受力和分析力

示范给读者，他是怎么进入它们、体验

它们、探索它们的，不求全，只求抓住

古诗词中触动自己的热流并深情地表

述出来，以期带领读者感动自己的感

动，我以为，这才是导读古诗词的有效

路径。

我们想要的被热流击中后撰写的

经典导读，要比人云亦云的资料汇编，

要求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唯其如此，

我们在赞赏孙郁、张文江、张定浩他们

带领读者在书径里慢慢前行的同时，也

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能躬身其

中，为读者创作真正能帮助大家热爱阅

读的导读类书籍。

但丁 · 阿利基耶里（1265-1321）是

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他被誉

为欧洲最伟大的诗人、文艺复兴时代的

开拓性人物。恩格斯曾评价：“封建的中

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

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

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

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的一位

诗人。”数百年来，不仅有众多学者前赴

后继研究但丁，更有无数文学爱好者对

他顶礼膜拜。关于但丁，似乎总有谈不

尽的话题、抒不完的感慨。

意大利学者马可 ·桑塔伽塔所著《但

丁传》，堪称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地深入研

究但丁的一部权威作品。桑塔伽塔在意

大利史学界和但丁研究学界都享有崇高

的声誉，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穷尽了

中世纪以来有关但丁的研究资料，充分

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完成了《但丁传》。可以说，这部作品

不论在资料的丰赡性、论述的严谨性、解

读的全面性等方面，都较薄伽丘、布鲁

尼、马里奥 ·托比诺、梅涅日科夫斯基等

人所著的但丁传记更为出色。

在书中，桑塔伽塔立足于但丁作为

作家、哲学家、廷臣、政治家和父亲的多

个维度，细致描摹，厘清了但丁所处的复

杂的家庭和政治关系网络，还结合但丁

与佛罗伦萨的关系，深度剖析了《神曲》

为何是一部深受地方和区域政治影响的

作品。尤为可贵的是，在写作过程中，桑

塔伽塔始终抱着“疑古”的精神，不轻易

采信前人缺乏根据的陈述甚至但丁本人

的记录，试图拨开“层累地造成的但丁书

写史”的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但丁。例

如，过去的研究者包括薄伽丘都认为，婚

姻给但丁带来的只有厌倦和痛苦，但作

者通过各种细节推断，但丁与妻子之间

的冲突并不严重，即使流放后也不曾传

出任何冲突；但丁在《新生》中宣称贝阿

特丽齐是毕生唯一所爱，作者则经过考

证后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所有古

代传记作家都认为但丁曾在巴黎大学

求学，但在作者看来，这也同样存疑，但

丁在 1309年春天只是可能去过法兰

西……在对大量关于但丁的材料近乎

抽丝剥茧的整理分析中，作者将但丁的青

少年时代、佛罗伦萨生活、政治生涯、创作

经历、思想变化等作了全方位的重构。

但丁笔下的爱情是一个神话，而神

话般的爱情也是青年但丁的生命主题。

他的爱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贝阿特丽齐

的一见钟情中。他从未将对她的爱慕当

面表达，让他积蓄了蓬勃的爱情伟力；她

后来嫁人并很快去世，又为他提供了蜕

变为诗人和文人的重要契机。他说：“我

希望用对于任何女性都没有用过的话去

描述她。”由此，他把对她的爱和思念全

部注入《新生》里，并让这种“精神之爱”

在后来的《神曲》中延续。桑塔伽塔再现

了但丁对爱情的求索和挣扎，让一个情

深似海、有血有肉的青年诗人形象跃然

纸上。

政治仕途上的斗争和挫折是成就

“大人物”但丁的重要因素。而要理解但

丁的政治生涯，势必要理清当时亚平宁

半岛错综复杂的政局。桑塔伽塔对佛罗

伦萨的政治斗争不吝笔墨，并将但丁的

政治经历与创作生活缠绕交错，凸显出

宗教冲突、政治黑暗和人生沉浮对一颗

杰出灵魂的锤炼与造就。流放异乡给具

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但丁蒙上了巨大的人

生阴影，却也同样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

的思想，促成了他从遭遇失败的流亡者

向肩负使命的预言者、从神本主义向人

文主义、从优秀诗人向伟大文人的转变。

《神曲》的创作，反映了流亡时期但

丁复杂的心路历程。通过这部作品，但

丁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意大利沉睡千年的

史诗传统。桑塔伽塔评价其为“一部具

有双面性的史诗”：一方面以末世的视角

阐释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又针对当时

的社会现实进行精准且同步的解读。在

中世纪，没有任何一部虚构之作能以如

此系统、及时且持之以恒的方式记载当

时的历史事件、政治要闻以及文化和社

会生活。事实上，这既是关于人类整体

命运的预言之书，也是一部关于但丁自

身的传记。为此，桑塔伽塔不惜以大量

篇幅阐述创作过程、阐释著者心理、阐发

作品隐喻，为读者更为完整准确地认识

这部人类文学史上“中世纪天鹅的绝唱”

提供了可能。

但丁与佛罗伦萨的恩怨纠葛，是书

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叙述线索之一。但

丁生于斯、长于斯，却被审判和驱逐，内

心承受的痛楚不言而喻。他对佛罗伦萨

有着至深的失望和愤怒，并将这种情绪

倾注于《神曲》中，以至于他笔下的“地

狱”里到处都是佛罗伦萨的居民；他又对

佛罗伦萨有着至深的期望和热爱，不仅

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重返，从一而终地

努力着回归，还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未来

佛罗伦萨的天堂般的想象。这种矛盾的

交织，一方面使但丁的形象更趋饱满，另

一方面也让这部《但丁传》具备了更多的

可读性。但丁终其一生都没能完成回到

佛罗伦萨的夙愿，这是他生前的悲哀；然

而，时间最终消解了他与佛罗伦萨的恩

怨，并让他成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

的象征，这又是他逝后的荣耀——但丁

始终渴望的，正是不朽的声名。

理解了但丁，也就理解了欧洲早期

的文艺复兴。他的一生，纯粹而不失清

醒，悲苦而不失激情。桑塔伽塔除了呈

现但丁痛失爱情、仕途坎坷、饱经苦难、

流亡异乡的际遇，还将他那超群特异的

气质诉诸笔端，塑造出一个人格鲜明、精

神饱满、境界高远的哲人形象。为了弥

补正文中叙述的不足，桑塔伽塔还在书

后增附了逾十万字的“文献说明”和“简

明家族族谱”。可以说，关于但丁的一

切，几乎都能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找

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但丁传》出自

一位鸿儒硕学之手，却逻辑清晰、行文晓

畅，不失为一部兼具学术高度和文学色

彩、可以雅俗共赏的传记作品。

1874年，尼采出版了《历史的用途

与滥用》一书。这部著作探讨了历史对

于个人、社会与民族的必要性，但又告诫

说，“历史感”超越一定限度，也就成了

“过量的历史”，便会产生反噬作用。因

此尼采主张：“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

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

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

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

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

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

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 ·迈耶的《必需

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便是聚焦于

“记忆”与“遗忘”，讨论两者之间的辩证

关系，并为人类如何处理好历史、当下与

未来的关系寻求恰当的坐标。

作者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回顾了

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伯罗奔

尼撒战争、恺撒被杀、犹太人出埃及、法

国大革命、纳粹种族灭绝、德国统一等，

以及在事件过后，后人是如何处理相关

历史记忆的，从而揭示出“如果人类无法

遗忘，也就无法与过去和敌人和解，从而

陷入永久的混乱，如果对非人的暴行选

择完全遗忘，则又有可能重蹈覆辙”。也

即，如何在“记忆”中“以史为鉴”，又如何

在“遗忘”中“面向未来”，是人类社会必

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议题，必须审慎地平

衡好两者的关系。

纵观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面对重

大历史事件，不同于雅典时代和欧洲中

世纪选择“遗忘”，如今人们更多地选择

“记忆”。一方面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

今天，人类之间的“丛林战争”造成的伤

害远甚从前，比如纳粹的种族政策和卢

旺达大屠杀，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这

已不是通过简单的遗忘就可以实现和解

与和平的问题了，而是人类必须要吸取

教训，深刻反思，避免此类历史悲剧卷土

重来。另一方面是当下传媒资讯异常发

达，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是有

记忆的”，遗忘也就愈发不可能了。

关于“记忆”与“遗忘”，最近实践比

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南

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在南非废除种

族隔离制后，为了实现国家团结和社会

和解，曼德拉政府通过立法建立了真相

与和解委员会，负责调查种族隔离所造

成的罪恶真相。该委员会没有选择纽伦

堡大审判式的法律制裁，也没有选择掩

盖过去式的全民遗忘，而是制定了一系

列可操作、能执行的具体规则，并以法律

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规则的核心就是

“以真相换自由”：加害者坦诚全面地交

代犯罪事实，从而通过法定程序被豁免

刑事与民事责任。

这一选择“记忆”的举措取得良好成

效，并被其他国家广为效仿，用于解决难

以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从非洲的卢旺

达、塞拉利昂、苏丹，到美洲的阿根廷、巴

西、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再到亚洲的韩

国、泰国、缅甸，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与“真

相与和解委员会”相类似的组织，以实现

民族和解。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今天，历史无法忘

记，也不该忘记，没有过去就难以拥有未

来。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人类选择“记

忆”最终还是为了“遗忘”，实现最终的和

平与幸福，一种康德式的“永久和平”。

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记忆”的方

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是为

了遗忘的记忆，而非为了遗忘的遗忘。

《思于他处》
孙 郁 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张文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们想要的被热流击
中后撰写的经典导读，要
比人云亦云的资料汇编，
要求作者付出更多的心
血。希望能有更多的学
者、专家能躬身其中，为读
者创作真正能帮助大家热
爱阅读的导读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