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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
行漫记》）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了解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这部
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
因和目的”。

1928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上
海。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1936年
6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
重重封锁，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
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进入陕北
苏区，成为第一个到“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新
闻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
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
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带着这些疑团，斯诺来
到陕北苏区。

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
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
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县（今
志丹县）会见斯诺。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
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红军
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
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10月
底，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结束
了历时近4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
采访，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
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不偏不倚又恰如其
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领、士
兵、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
斗、学习和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
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和
第五篇《长征》。这份毛泽东同志唯一亲自修改的
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
又撼人心魄。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
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
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
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
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
史诗全部写下来”。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
回忆，他花了相当篇幅记录护卫他的“红军旅伴”
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
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
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
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
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
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
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4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
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锻造其政
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
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

“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
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
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
课”，并对在场62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

“红小鬼”们的精神面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为
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
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
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
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
中国的将来”。

在“红色中国”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
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
中的疑惑。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
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
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
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
展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
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
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
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
目的……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
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
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
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
的精华。”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不同中文
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
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
1941年，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
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
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
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1944年，他
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
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
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
说是唯一的一部。” （据《人民日报》，有删节）

《红星照耀中国》的
永恒魅力
■ 丁晓平

《潇湘图》卷，五代·南唐，董源作，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4厘米。
本幅无作者款印，明朝董其昌得此图后视为至宝，并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

名为董源《潇湘图》，后入清宫内府收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潇湘”或指湖南省境内的潇河与湘江，二水汇入洞庭湖，“潇湘”也泛指江南河湖

密布的地区。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映带无尽。
画面中以水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现远山的植
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
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许空白，营造云雾迷蒙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
中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形成了不同风格，后人概括为“北派”与“南
派”两支。董源此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董源（？—962年），五代时南唐画家，源，一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南
唐中主时任北苑使。《宣和画谱》中记载董源作品甚多，但传世寥寥。传董源山水有“水
墨”和“青绿”两类，今仅见“水墨”一路，多作江南一带山水景色，幽旷平和，得山水之神
气，意趣天真，品格高古，开创江南画派特有风格。后世巨然继承董源衣钵，与之并称

“董巨”。其藏品经明代董其昌、袁枢收藏者多。 （杨道 辑）

王国维先生是近代难得一见的勤奋刻
苦的读书人，他曾经说过：“余毕生惟与书
册为伴，故最爱而难舍去者，亦惟此耳！”王
国维先生一生勤于读书，写书，其实，抄书
也是王国维读书做研究的一条重要方法。

王国维请人抄书，自己也亲自抄书。
他曾经在给马衡的信中就提道：“敦煌出
唐写本《切韵》原影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
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为了
留下重要的历史书籍资料，他整整二十天
不舍昼夜将此书抄录完成。王国维这种
抄书方法，不同于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
抄书。顾炎武读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
废书”，最主要的办法，是“自督读书”。顾
炎武给自已规定每天应该阅读的卷数，进
而将读过了的书认真抄写一遍。例如，他
读完《资治通鉴》，就抄写出了一本《资治
通鉴》。顾炎武抄书，是为了帮助记忆，正
是这样的苦功，所以顾炎武即便到了晚
年，《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
典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
均可熟练背诵。王国维为近代学者，他抄
书的主要目的，虽然有通过抄书加强记忆

的效果，但更为重要的是设法保留稀有珍
贵之书，以便今后查阅或者刊印，如敦煌
石窟所出的罕见文书；其次是为音韵学的
研究搜集不可缺少的资料，为音韵学的历
史研究寻求证据和方法。因此，王国维在
研读音韵学书籍时，抄书非常勤奋。
1917 年 7月 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
说：“今日已尽将《和名类聚钞》中所引唐
人韵书钞出，中有陆词《切韵》五十余条，
郭知堂《切韵》五条，薛峋《切韵》二条，王
仁煦曰一条，祝尚邱《切韵》三条，裴务齐
《切韵》三条，孙缅《切韵》二十一条，《唐
韵》三百七十一条。此皆《唐韵》所本。而
所引《唐韵》尤与《广韵》相合，知《广韵》实
合诸切韵而成。”王国维先生抄书，也并非
简单劳作，他已在抄录书籍的过程中博闻
强记，吃透了书本精神，书籍抄录完毕，也
将书籍精读研究了一遍。

王国维通过抄书，一方面保存和抢救
了一批珍贵古籍，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书籍
的认识和理解。学人已去，但是王国维先
生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和坚韧毅力，却像
明灯一样，照亮后辈学人的读书治学之路。

33岁以前，钱穆一直辗转于家乡的几所
中小学任教，这对于志向远大的钱穆来说，算
不上“事业有成”。再加上当时家庭突遭一系
列变故，钱穆心中的伤痛也许只有他自己一个
人能够感受得到。

钱穆的人生转机出现在1929年。这一
年，他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顾
颉刚。在顾颉刚地大力帮助和提携下，再加上
钱穆自己的努力，他最终华丽转身，由之前的
中学讲台，一跃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

1929年4月，在北大任教的顾颉刚来苏
州讲学。当时，钱穆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宴席
上，他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却已经成为北大助
教的顾颉刚，当时的他顿生仰慕之情，两人也
相谈甚欢。宴席结束后，钱穆将自己刚刚写好
的《先秦诸子系》的手稿交予顾颉刚过目，希望
他能给出指导性意见。

顾颉刚当场翻阅了几页后，对钱穆的文学
功底和精湛学识大为震惊，在聊天的过程中，
当他得知钱穆现在只是在一所中学教授国文
时，连连感叹他不应将自己的才华埋没于此，

“而应去大学教授历史”。对于顾颉刚的褒奖，
钱穆内心虽然高兴，但他却觉得自己能力有

限，对于高不可攀的大学讲台，他也从来没有
想过。

到了当年冬天，钱穆意外地收到了顾颉
刚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顾颉刚邀请钱穆为
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撰写一篇《刘向歆父子
年谱》。钱穆收到信后，认真梳理了各家各
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并直击今古
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谁也没有料到，
钱穆的这篇短文刊发后，引起了巨大的反
响，甚至撬动了教育界思潮传授的整个体
系。彼时，北平高校大都遵从康有为的学
说，钱穆的文章发表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也
为之停开。

钱穆的文章引起的轰动也令顾颉刚兴奋不
已，他同时也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向北大推
荐了这名“优秀的人才”，钱穆顺利地正式成为北
大历史副教授。在北大这所“精神自由，兼容并
包”的高校中，钱穆也将自己的半生所学传递出
去，最终也成就了他最辉煌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很多场合，钱穆总
是心怀感恩地表示，顾先生是自己一生中最重
要的“引路人”，没有他的帮助，自己的人生可
能会是另一番平淡的景象。

钱穆的“引路人” ■ 姚秦川 王国维抄书 ■ 江舟

大宋哲宗年间，已是花甲之年
的苏东坡一路南迁，直至海南，渡
海之前，他甚至已经写好了“遗
书”，称“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
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
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
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
外，庶几延陵季子赢伯之义。”苏轼
此番赴琼，心情已是坏到了极点，
而其渡海之日又恰逢六月，诚如
《儋县志》所言：“地极炎热，而海风
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
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
为水，莫不有毒。”及至登岛，苏轼
称自己已经是“瘴疠交攻”了。

不过苏东坡到底是一个乐天
派，刚到海南，他就在这郁热中品
出了一丝清凉，他写道：“岭南天气

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
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
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
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
不论也。乃至寿夭不定，习而安
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
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
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
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苏东坡毕
竟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在宋朝，人
到了这个年龄是该想想死生之事
了，本以为到了儋州此身必将速
朽，却看到此间老人成群，百岁者
大有人在，静言思之，自己方才花
甲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流金
之暑”对想明白了的苏东坡来说也
算不得什么了。

渐渐地，苏东坡也发现海南

夏天的好处，《正德琼台志》中有
记载称苏东坡在海南时曾经称这
里“夏无蚊蝇，可喜”。在绝境中
看到生机、在困苦中保持乐观，这
正是苏东坡的过人之处，苏东坡
口中所谓的“蚊蝇”恐怕也不仅仅
是真实存在的蚊蝇，而更多指的
是那些扰人心神的世间俗事，官
场上的勾心斗角在这天涯海角都
变得一文不值。虽然天气还是一
样的酷热，苏东坡却因为逃避了
功名利禄的网罗而为自己的内心
找寻到了一丝清凉，再加上从海
南百岁老人那里学来的豁达和洒
脱，“心静自然凉”这句话对苏东
坡而言绝非虚妄。难怪在离开海
南的时候，苏东坡要写下“我本海
南民，寄生西蜀州”了。

除了“心静”之外，苏
东坡解暑还有另一件法
宝，他在一首诗的引言
中写道：“吾谪海南，尽
卖酒器，以供衣食。独
有一荷叶杯，工制美

妙，留以自娱。”苏东坡
的荷叶杯自然不是真荷

叶所做，但是以荷叶为酒
杯之形，其取的却正是“清

凉”之意。
《清稗类钞》中对荷叶杯

有详细的记载：“吸杯，作莲
蓬、莲叶交互相连状，别有莲
茎，茎之中有孔，可吸饮。”而
追溯荷叶杯的历史，据说可以
上溯到三国时期，到了唐代，荷
叶杯就早已十分普及了。段成

式在《酉阳杂俎》中写济南人喝

酒的场景，称：“历城北有使君
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
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
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
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
传吸之，名为碧筩杯。历下敩
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
水。”更有甚者，用这种荷叶杯来
比赛喝酒，“暑月临水，以荷为
杯，满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筯刺
之。不尽则重饮。”看来，这荷叶
杯本就是属于夏日的风雅。苏
东坡本是喜好聚宴的人，对于此
类玩物，自然不能错过，他曾经
与其他四位友人泛舟城南，饮酒
作诗，酒器就用的是荷叶杯，而
在诗中也写到了用此杯盛酒的
特点：“碧筩时作象鼻弯，白酒微
带荷心苦。”

及至被贬谪至海南，即使是
苏东坡为生计卖尽家产，这一段
文人的风雅却是不能丢弃，单单
留下荷叶杯正证明了这一点。苏
东坡在海南想喝酒却无人共饮，
为此很是懊恼，甚至写下多首与
前代陶渊明共饮的诗来抒自己的
一段胸臆，用这个荷叶杯喝酒，不
但能唤来陶渊明大呼“平生我与
尔，举意辄相然。岂止磁石针，虽
合犹有间”，还可以在最终梦回人
生尽欢时，同赏“绕郭荷花一千
顷，谁知六月下塘春”。想当年，
在城南泛舟，约定每人作诗一首，
诗韵便是从诗句“人皆苦炎热，我
爱夏日长”中来，只是苏东坡当时
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与这“炎热”
如此有缘，留下这个荷叶杯，纪念
一段情谊，回味曾经的一段清凉。

有人说苏东坡在海南时曾经吃
过椰奶清补凉，并作诗对其大加赞
美，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作为美
食家的苏东坡与清补凉也许还真的
有着不解之缘，在儋州谪居时，其子
苏过所发明的“玉糁羹”还真的有几
分类似清补凉。

宋朝的海南生产力比较低下，
吃米吃面皆需要北船从别处运来，
有时候赶上台风季，十天半月吃不
上米面都是正常。于是，当地人常
吃的薯蓣便成为苏东坡及其家人常
吃的主食，而薯蓣质地粗糙且淡而
少味，现今多归其为“杂粮”一属，美
食家苏东坡自是不甚爱吃，而其子
苏过却将其加工成了“玉糁羹”，颇
得苏东坡喜爱，还为此作了一首诗，
诗云：“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
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
坡玉糁羹。”此诗题为《过子忽出新
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
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
此味也》，将这一食物吹捧的天上少
有、地上绝无。仔细想想，所谓“玉
糁羹”将主食与甜品融为一炉，且有
牛乳醇香，正与如今的清补凉有几
分神似，只是不知道苏过发明“玉糁
羹”的时节是否为夏季，若是夏季将
其放凉饮用，也必是解暑的佳品。

北宋的汴京都城，本就是名物荟
萃之处，一时间不仅酒旗招摇，还有不
少冷饮店，当时谓之“从食”，其主打产
品有类似冰糕的“冰雪”、类似米酒的

“凉浆”、类似凉粉的“荔枝膏”，至于
“甘草汤”“药木瓜”等类似今天凉茶的
冷饮更是数不胜数。作为大宋朝第一
吃货的苏东坡对这些自然是如数家
珍，至于“玉糁羹”，只要苏过能发明，
苏东坡就敢把它折腾成冷饮，也许它
与清补凉还真的有些渊源呢。

苏东坡“三宝”妙解海南长夏

天气确是越来越热了。当
人们吹着空调、吃着冷饮尚且还
抱怨要热到融化的时候，想想古
代那些人，不知在苦夏里如何艰
难度日。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
古代人担忧，一来是古代天气未
必有当今这么热，二来是古代人
自有古代人消夏的方法，轻罗小
扇、冰鉴玉枕等器物都不在话
下，甚至连冰粥、凉茶也是早已
有之。虽然是没有空调，但谁能
笃定古代人的夏天过得就不如
我们现在惬意呢？

海南自古以来都以炎热著
称，《正德琼台志》在记录海南气
候的时候写到“地居炎方，多热
少寒”，生活在这里的古代人面
对漫长的夏日，则是各显神通，
自有其一套办法，而苏东坡更是
其中魁首，想出了各种方法来让
自己适应这炎炎夏日。

心静自然凉

不离不弃荷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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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辰

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唐）。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