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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 肖伊绯

读
史
侧
翼

《
母
狼
》
雕
塑

唐
诗
千
年
盘
日
月

鲁迅饮酒不贪杯
■ 姚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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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这一年，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都是
相当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应蔡元培
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
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也迅
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前沿阵地。

这一年开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
卷5号中，陈独秀以“记者”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
说词《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孑民
先生之欧战观》，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然而，就在《新
青年》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蔡元培发现演讲词
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及时做了更正与声明。谁
也不曾料到，此事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
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

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因为这些错误得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
魅力所吸引。随后，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
开始多方联络筹划，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

1921年4月15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改造》第3
卷第8号，封面头条是一篇名为“相对论号”的长达
15个页面的“雄文”，作者是诗人徐志摩。文中提及，
约于1920年秋，著名学者任鸿隽、饶毓泰，以及正在
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
中，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爱因斯坦）的相对
说”，可知当时不仅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
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投
以热切关注。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不
幸身亡之后，各界痛悼诗人遇难之际，林徽因所撰《悼
志摩》一文里，又再次言及徐志摩对“相对论”学说的
热衷，称徐志摩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且梁启
超对相对论的知识即从徐志摩此作得来。

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内“相对论”流行热潮同步，
1921年初，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访西方学界名
流，在法国巴黎访晤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学
者之后，又于3月16日，与夏元瑮等在德国柏林面晤
爱因斯坦。当蔡氏表达了邀请其访华讲学时，“答甚
愿，但须稍迟”；甚至还谈到了在华讲学应用何种语言
的问题，蔡氏“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

此次面晤爱因斯坦的情形，被简要记录在了蔡
元培本人的日记中。

答以“甚愿，但须稍迟”访华的爱因斯坦，果然于
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 11月 13日，抵达中国上
海。然而，此行并非专程访华，而是赴日本讲学，次
日即启程离去，经停上海只此一天。1922年12月
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虽再度乘船经停
上海，却只是在沪上度过了1923年元旦之后，于次
日即刻登船返回欧洲，从此再未步入中国。

虽然在上海经停的时光短暂，但爱因斯坦对中
国社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其婿所撰《爱因斯坦
传》，据其当时的旅行日记，对其短暂经停上海的中国
印象予以了这样的表述：“上海的访问，使他对中国人
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
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

‘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
了。……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
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
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
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离开上海不到五年之后，时至1927年2月间，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爱因
斯坦迅即致信会议主办方，明确表示支持大会主旨，
坚决反对欧美列强掌握世界大权的国际格局，号召全
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团结，反抗不合理的国际霸权。

之后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
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公然践踏国际约法，攫夺我国
东北三省主权。日军还接连制造“一二八”事变，将
战火转移至远东大都会——上海，更令当时在上海
居住的各国人士，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
经在上海有过短暂经停，更在此转赴日本有过专程
讲学之旅的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一次广
播演说中，拍案而起，奋起呼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

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终于发动了蓄
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又接连制造“八一三”事变，战
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
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

“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坏，为维持和平道德，特倡议
各国人民，组织对日货之自动抵制，不售战争材料，凡
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项，当停止合作……今当
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
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

在个人积极声援中国抗战期间，1937年初，爱因
斯坦还与杜威、孟禄等15名美国学者，联合致电蒋介
石与孔祥熙，请求释放被抓捕入狱的邹韬奋、章乃器
等“救国会七君子”。电文中称，“中国处境困难，至表
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
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
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

抗战胜利后，1947年12月16日，曾出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的中国学者罗忠恕，应美国新
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之邀，于当日上午与爱
因斯坦面晤。此次会面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学界所
有过往交集的最后“定格”。

（据《北京青年报》，有删节。）

《母狼》青铜像，高85厘米，约创作于公元
前500年，现收藏于意大利罗马市政博物馆。

《母狼》青铜像造型奇特：一只母狼张嘴露
牙，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方，腹下有两个男婴
儿，正在母狼的乳头下吮奶。这座雕像是罗马
城的象征。

关于《母狼》，有着一个古老的故事。相传
特洛伊战争以特洛伊城池陷落而告终。英雄
埃涅阿斯逃出城后，来到了意大利拉丁姆地
区，承袭了那里的王位。王位传到他的后代努
弥托耳执政时，他的弟弟阿姆琉斯杀死侄子篡
夺了哥哥的王位，并强迫侄女西尔维亚出家当
了女祭司。后因战神马尔斯看中西尔维亚，与
她生下一对双胞胎。阿姆琉斯处死西尔维亚
后又派人把这对双胞胎孩子投入台伯河。执
行命令的人出于悲悯，把孩子装入篮中，顺水

放走。篮子漂到很远的巴拉提努斯山下的岸
边时，啼哭声引来了一只母狼。母狼没有伤害
孩子，而是将他们带回窝中喂养。后当地国王
把他们收留，并为孩子分别起名为罗慕洛和勒
莫。

兄弟二人长大后，成了英雄。他们得知身
世后，返回家乡杀死了阿姆琉斯，帮助努弥托耳
恢复了王位。兄弟二人又回到他们遇救的地
方，重建新城，名为“罗马”。

《母狼》铜雕体现了伊特鲁里亚人高超的
青铜制作工艺水平。原作只有母狼的形象，为
更好地表现这段传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又在母狼腹下加上了两个正在吃奶的婴儿。
因为《母狼》铜雕体现了罗马的严峻而冷酷的
特征，后来一直被当作罗马的城徽而流传至
今。 （杨道 辑）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此地为著
名的绍兴老酒的产地。在那里，家家户户不
仅喜欢酿造，也都喜欢喝酒。从小在这种环
境中长大的鲁迅，当然也免不了有些酒量。
不过，较之那些经常酗酒之人，鲁迅喝酒从不
贪杯，要温和许多。

鲁迅的父亲叫周伯宜，秀才出身，平日喜
欢饮酒，且酒量极大。年轻时，周伯宜因屡应
乡试未中，便一直闲居在家。如此一来，周伯
宜喝酒的次数便多了一些。无人对饮时，他
便叫上儿子与自己饮上一杯。当时，鲁迅被

“点名”的次数最多。时间一长，鲁迅的酒量

自然见长。
不过，令人赞叹的是，虽然鲁迅的酒量不

小，但他很少贪杯。许广平曾如此描述丈夫
的酒量：“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
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
实，如果有工作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
多饮的。他的父亲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
酒脾气，这个印象很深刻，所以他饮到差不多
的时候，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酒是无
效的。但是在不高兴时，他也会放任多饮些，
却从不过量。”

鲁迅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

里，常见到与朋友宴饮的记录，他和郁达夫、
许寿裳等人都曾饮过酒。比如在1921年的
10月2日那天，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周
末休息，这天上午马幼鱼、朱遏先等人来访，
冀贡泉还特意送了我一瓶汾酒，大家喝得颇
为尽兴。”

而在《郁达夫日记》中，也有过鲁迅喝酒
的记录：“午后，与老友打了四圈牌，事后，想
睡却睡不着，于是就去找鲁迅聊天。他送了
我一瓶绍兴老酒，金黄色，有八、九年的光
景。改日挑个好日子，弄几盘好菜一起来
喝。”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鲁迅喝酒多为

和朋友在一起，喝起酒来也是理性的，节制
的，很少酗酒。

在大家一起喝酒时，鲁迅向来是酒桌上
的中心人物，他对于任何事情，本来就有自己
的鲜明主张，因酒精刺激后，则主张更显精
辟。而与知心朋友一起喝酒，鲁迅向来是谈
笑风生，根本不似表面上那样严肃和不易接
近。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为了身体健康
着想，鲁迅几乎将酒完全戒掉了。这一点，要
是放在平常喜爱喝酒的人身上，还真不容易
做到，但鲁迅却坚持了下来，着实令人赞叹！

《全唐诗》其实不全

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这里边所说的《唐诗
三百首》当然确有其书，却也是自唐
代以来种种诗歌选本的统称，毕竟有
唐一代诗歌总数早已不可考察，仅流
传至今的诗作保守估计也得有五万
首以上，更何况还有大量诗作早已随
着时间而灰飞烟灭，虽然我们与大唐
已有千年之隔，但是随着考古的发
掘，至今仍然不时有唐诗或残篇闯入
我们的视野，仅以“三百首”概括唐诗
虽然确能选其精粹，但也难免挂一漏
万。且不说《唐诗三百首》，就连敢以

“全”为名的《全唐诗》也远远未能达
到“全”的程度。但是，通过各个版本
的唐诗选辑，后人得以窥见大唐气象
之一斑，而中华诗书文化也得以源远
流传。

闻一多曾经描绘唐代，称凡是生
活中能够用到文字的地方，当时的人
们都会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万事万物
皆可以入诗。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充
满了诗歌的语境，使唐代人早在自己
的时代就知道他们必将创造一种不
朽，于是，他们一边作诗、一边选诗，
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诗选。有研究
者统计过唐人所编诗选，其数量不下
二百部，虽然选家眼界不同、选法各
异，但是能被纳入选家视野的，也必
是各有所长。

早在唐太宗时期，贵为天子的李世
民就喜欢时常召集一班文人雅士吟诗
宴乐，于是便有了《翰林学士集》；而武
则天当政时，曾召集四十七学士于内殿
修《三教珠英》，四十七学士聚在一起，
自然也少不了诗歌唱酬，于是又有了
《珠英学士集》。当然，这些宴乐应制之
作的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是这种选集
的意识却是明确的。唐代人选诗的角
度不拘一格，甚至可以说是刁钻，除了
上述这类以雅集为主题的诗集之外，还
有以地域分类的，例如收录吴中诗人诗
作的《丹阳集》、以艳体诗为主的《玉台
后集》、以收录唐玄宗时期诗作为主的
《河岳英灵集》等等，至于友人之间的唱
和、亲朋族人的互选则更是数不胜数。
虽然一些选集至今只有名录存世，但仅
从选集名称就可以大致推测作者的选
集旨趣。

如果说要选择一
种文体作为中国文化
和文学的代表，那么
答案十有八九会是诗
歌，而如果要为诗歌
加一个年代限定的
话，那么答案则一定
会是唐朝。中国有灿
烂辉煌的诗歌文化以
及浩如烟海的诗歌作
品，早在先秦时期，孔
子就曾经有“不学诗，
无以言”的劝诫，而在
大唐盛世，诗歌更是
承载了整个民族的骄
傲，不朽的诗歌、不朽
的诗人，都成为了这
个不朽时代的象征。
千百年后，多少帝王
将相的名字风流云
散，但是诗人和他们
的诗作却深深烙印在
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记
忆里，它将与天地同
在，共日月争辉。

宏大的诗史书写

乾隆二十八年，这对乾隆皇帝漫长的一
生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但是对中国唐诗的研究而言，却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在这一年，自称蘅塘退士的孙洙
开始选编《唐诗三百首》。

在蘅塘退士之前，对唐诗的选辑已经有很
多种了，在此之前，最优秀的选本当属《千家
诗》了，但是《千家诗》成型于宋代，经刘克庄、谢
枋得等人之手，由繁而简，收录唐宋两代诗歌
百余首。长期以来，后人对唐诗的研读、习作
大多参照此书。但是《千家诗》也有一些自己
的问题：首先《千家诗》选诗目的在于开蒙，诗
作大多思想单纯、内容简单，且偏于以理喻世，
故而就审美角度而言还是略显简单；其次，
《千家诗》内中包含唐宋两代，而两代诗风大
有不同，作诗理路也是迥然相异，唐诗重情，
而宋诗重理，两者放在一起，其评判标准本身
就成为问题；第三，《千家诗》所选诗歌缺少史
观支撑，相邻或者相近诗篇中缺少内在逻辑
理路，这也会让后世学诗者产生很多困惑。

鉴于此，蘅塘退士在选诗时格外注意，他
只选唐代的诗，并在书名中开宗明义地点明，
这只是“唐诗”三百首，唐以外历朝历代，诗作
再好也不收进来，这就为唐诗选本的纯粹性
做了规定，也能更好地呈现出唐代诗歌的特
质来。更重要的是，蘅塘退士在选诗时有意
识地以体裁为经，以时间为纬，编织起了一套
完整的唐诗发展历程体系，并将唐诗的发展
和演变过程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从七十余位
诗人、三百多首诗歌来勾勒大唐文化盛景，虽
然并不全面，但也足够让后人领略其风采，五
言七言、古诗近体、律诗绝句，分门别类，也让
后人更加明晰地看到唐诗内部的复杂景观。

有人说是先有了唐诗三百首的谚语才
有了《唐诗三百首》这部书，有人说是先有了
书才有了谚语，还有人说蘅塘退士之所以编
著《唐诗三百首》是受到了孔子选《诗三百》
的影响，孰先孰后、孰是孰非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唐诗三百首》让无数后人系统地
看到了唐诗发展的历程，看到了大唐由盛极
而转衰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也将一种来自民
族血脉的诗意植入了喜爱诗歌的人们心中。

如今，我们翻开《唐诗三百首》，我们读
到的并不只是一行行令人遐想的诗篇，更是
读到整个大唐的历史，读到中国文化的血
脉，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而正所谓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唐
诗三百首》出发，我们民族文学将会更加灿
烂辉煌。

唐人选唐诗源自生活

唐代人好选诗，其影响来自晋代昭明太
子萧统所编纂的《文选》，这是中国历史上流
传下来的第一部文学总集，这是一部对后世
流传甚广的选集，它不仅为后人集中展示了
大量优秀的诗作，还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可供
借鉴的选诗标准。更重要的是，《文选》与唐
代人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隋代开科举，《文
选》中的章句、音韵等都是考官命题的重要依
据，那么这样一部书受到唐代士人的青睐自
然也是题中之义了。正如我们现在所谓“熟
读唐诗三百首”一样，《文选》为唐代人提供了
可供借鉴的文学典范，杜甫就有诗称：“诗是
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读《文选》理，休觅彩
衣轻。”可见，即便是作诗到了能够被尊“圣”
境界的大诗人，也对《文选》是推崇备至的。

另外，唐代人以诗进士，作诗成了他们
理想意志的集中体现，为了使自己写诗有所
借鉴，也需要大量去阅读一些堪称经典的诗
作，古代的经典当然重要，但唯有当世的经
典方能够体现大唐的气象，故而，选辑当世
的诗作则成为了一件对唐代人而言严肃且
有意义的事情。不难看出，唐人选唐诗，不
仅为了艺术，更是源自生活。

据史料记载，从数量上来看，有唐一代
诗歌的汇编要从清代所编的《全唐诗》谈起，
号称“御制”的清编《全唐诗》是康熙四十五
年（公元1706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诏在
扬州设立全唐诗局，拣选了当时以彭定求为
首的10位在籍翰林编选而成的。他们编修
这部书非常仓促，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修
成了，总共得诗48900余首，涉及 2200多
人。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不是特别准确，日本
学者平冈武夫重新进行统计，为49403首又
1555 句，作者 2576 人（不包括神仙鬼怪
类）。自《全唐诗》诞生以来，随着地下文物
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很多流传在海外的域外
汉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些文物和这
些流传的古籍里，学者们又发现了很多《全
唐诗》未收录的唐诗，据陈尚君先生估计，唐
诗（包含五代）存世数量约53000首，作者约
3000人。这组数字，远远超过了从《诗经》以
来到隋朝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部诗歌的总
和：唐以前的诗我们统称为先唐诗，存诗总
量还不到10000首，涉及作者1000余人。
我们所说的唐诗一般是指唐五代诗，一般把
五代作为唐代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唐诗的
规模是唐前诗歌的5倍，唐代诗人的规模也
是唐前诗人数量的3倍。

萧统《文选》。

《千家诗》。

《
母
狼
》
雕
塑
。

《全唐诗》。

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文选》共三册全。

《唐诗三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