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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

梁启超的写作效率

胡文洲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政
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经
历崎岖坎坷、跌宕起伏，在近代中国拥有极
大的影响力。他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
留下了1500万字的著作，涉及哲学、文学、
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
学等领域，梁启超的写作效率，尤其让人惊
叹。

据梁启超学生回忆，梁启超写作效率
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泻
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
决心“重理旧业”，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门
从事著述及讲学事业。于是，除在京、津、
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他课余则致力著
作，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
间里，他就写了一百万字的著作。原清华
大学社会系教授陈达曾回忆说：“我在学校
当《清华学报》总编辑时，思永（梁启超的次
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我的班上做学
生。有一次我跟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
他来篇稿子吧。稿子来了，出乎我意料之
快，这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
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
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
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
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
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
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
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1914年，梁启超借清华工字厅写《欧
洲战役史论》一书，当时刚发生第一次世界
大战，梁启超在手头参考材料极为缺乏的
情况下，一本近百页的书，十日内就完成
了。朋友说，他“十日脱稿，盖十日间未尝
停辍矣”。1916年，他因“抗袁”活动而游
碌于南方各省，曾被袁世凯的兵卒逼得躲
入荒山，同行者皆走散，他独身一人寄居在
一个小牧庄上，而且得了一场急病，差点死
掉。但身体稍微好转，便“病既起，念此闲

“早早起床做核酸，鸡仔狗儿不听吠
……医务人员最辛苦……村委干部忙不
歇……凭良心话讲一讲，各位村民劝想通
……居家隔离是最好，平安吉祥家安和
……”近日，抖音上一条名为《居家感言》
的崖州民歌短视频，获得了上千人点赞。

画面中，一位戴眼镜的长者独自坐在
房内，对着一部手机，清唱一首三亚崖州
方言歌曲，配上普通话字幕。

没有卡点配乐，没有炫目剪辑，甚至
还有方言这层大众传播的“屏障”，但这条
视频仍吸引了不少网友留言，“正能量崖
歌，时令性强”“内心情感流露出来，让听
众回味无穷”“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这首歌，是住在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州民歌代表性传承
人麦宜斌，在居家隔离时自编、自唱、自制
的。

今年 8月，海南遭遇新一轮疫情侵
袭。经过全省上下与驰援医护的顽强奋
战，海南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发展，
目前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但这1个
多月齐心战疫的日子，注定成为许多海南
人的难忘记忆：防疫广播萦绕回响、物资
车辆来回奔波、“大白”采样有条不紊、基
层干部早出晚归、志愿者们各就各位……
与此同时，居家隔离的群众中，也有不少
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全民战疫
中来。

创作与传播抗疫主题崖州民歌，便是
麦宜斌的参与方式。他的抖音号上，还发
布了他与妻子——同为崖州民歌传承人
的陈喜姑，创作、清唱的《赞志愿者》《坚持
就是胜利》等民歌短视频。

“是自娱自乐，也是有感而发。”麦宜
斌说，居家隔离期间，自己将抗疫人员的
辛苦都看在眼里，“写的都是自己的心声，
当时发出来，是希望通过歌曲呼吁大家配
合防疫工作，争取早日取得胜利。”

作为海南地方民歌的古老歌种之一，
崖州民歌有数百年历史，流行于三亚崖州
片区、乐东沿海及东方感城一带。今天，
这里也聚集了许多崖州民歌传承人、爱好
者。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他们在各类歌友
微信群里分享自己创作的崖州民歌，就像
在交换彼此的“隔离日记”。

住在崖州区保平村的崖州民歌代表
性传承人、78岁的张远来，是较早创作抗
疫主题崖州民歌的歌者之一。早在8月
10日，保平村被划为高风险地区时，他就
连夜写出了《众心抗疫》的歌词：

“各村全员搞核酸，先把高危者分开
……白衣战士上前线，感动村民泪花飞
……搞好防控送温暖，送物送情保健康，
各村干部与群众，齐心一条保安全……”

168字的歌词，浓缩了当地党员干部、
群众、医护、志愿者的抗疫众生相。

“疫情期间，我每天关注新闻动态，看
到各地都在积极抗疫尤其是看到医护人
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顶着高温给
我们采样，真是感动得眼泪都下来了。”张
远来说。

自古以来，崖州民歌的创作就取材于
民，歌词自然朴实，格律悠扬婉转。这也
使得崖州民歌成为记录崖州地区风土人

文昌市冯坡镇湖淡村曾是个名不见
经传的穷山村。近年来，这里却发生了奇
迹般的变化，荣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常有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前来参观
取经。

湖淡村的蝶变离不开乡贤云天龙的
付出。这位2021年第八届海南省道德模
范获得者，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从海口开车
回村里，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出钱出力，
支持村干部操心村里的事务，村民们都亲
切地称他为“周末村长”。

湖淡村有70多户，300多人，由于地
理位置偏僻，经济基础薄弱，过去村庄人
居环境水平较低，垃圾围村、污水横流、蚊
蝇乱飞，牛羊和家禽的粪便随处可见。看
到别的村庄美丽乡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而自己的家乡还是老样子，云天龙心里非
常着急。2018年春节，在他的努力下，湖
淡村举办了第一届美丽乡村建设论坛，吹
响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

建设美丽乡村，需要一定的投入，而
湖淡村不可能拿出资金搞大拆大建。云
天龙认为，环境干净整洁就是村庄的最好
风水，发动村民把自家门前屋后的环境卫
生打扫干净是不需要花钱的，只要把群众
发动起来，调动他们的自觉性，任何困难都
可以克服。他想通过改变村容村貌，以达
到改变村民生活方式，养成卫生习惯，逐步
提高村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的目的。

从此，云天龙的工作和生活开启了
“5+2”的模式。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他周一到周五在海口西装革履，大会小
会，迎来送往，忙忙碌碌，而到周末他就

“华丽转身”，从“老总”变成“村民”。几乎
每个周末，人们都看到云天龙在村子里操
劳的身影。他还常常把村干部和村民请
到自己家中共商村庄建设大计。去年云
天龙做了一次手术，住院期间还操心村里
的事，出院当天他就赶回村里。

湖淡村有一些房屋因为年久失修成
了危房，周围杂草丛生，也是藏污纳垢之
地，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在农村，拆除
废弃老宅，哪怕是残垣断壁也需要极大的
勇气和智慧。村干部在云天龙和村民的
支持下，顺利地把十几间危房清理一空并
铺上草皮，还对部分区域进行硬化绿化美
化，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村里没有路灯，
到了晚上黑灯瞎火，云天龙发动村民捐
款，动员社会爱心捐助，共筹到近20万
元，在主要村道和每家每户的门前屋后安
装了太阳能路灯。他们还清理并改造了
村里原有的一处淤泥堆积了60多年的山
塘，将其变成村民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把在村里放养的牛羊猪迁到村外；建设环
保家禽养殖场，将全村家禽集中圈养；完
成铺设硬化路网、修缮堤坝、兴建文化室
和灯光球场、建设污水处理管网等一系列
惠民工程。该村还尝试进行了垃圾分类

市井烟火

别样的“隔离日记”

孙婧 情、民众心声的样本。在20世纪抗战时
期，崖州民歌歌手还创作出《抗日救亡歌》
《国难歌》等记录时代英雄与全民抗战场
景的经典曲目。

“希望通过创作歌曲的方式，记录这
种时代精神，也让更多人记住海南抗疫
的感人瞬间。”张远来笑着说，如今疫情
过去了，他可以继续做崖州古村、古建筑
的保护工作，当好一名崖州红色文化、历
史文化的讲解员。

麦宜斌也有了新的盼头：“疫情期间
我经常在家唱崖州民歌，3岁的小孙女也
模仿得有模有样的，我想好好培养她，希
望她将来成为新时代的崖州民歌歌手，把
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人物剪影

湖淡村的蝶变

陈绵福

工作，成为远近闻名的试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年，湖淡村

旧貌换新颜，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湖淡村人，
看到家乡这几年的变化，愈发热爱自己的
村子，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会携老带幼
回村休闲度假，与村民们一起分享美丽乡
村建设的成果。

徜徉于湖淡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矗
立于云天龙家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刻
着“学算大数”四个红色大字，无不吸引着
来访者驻足观赏、思考其中的含义。

用云天龙的话来说，“大数”就是大局
意识，长远眼光，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吃
亏是福，不求回报。他希望有更多的乡亲
尤其是年轻一代，做人做事从大处着想，
学会取舍，舍得付出，为了长远利益舍得
放弃眼前利益，为了全局利益愿意放弃个
人利益，不要为一株小草而失了整片森
林。

在云天龙的微信图像下面有这么一
行文字：吃亏是福，练就吃亏能力，让自己
长期处于吃亏状态，是赢家应有的境界。

“尽管从金钱、精力和时间的付出方
面看，好像我一直在吃亏，但从乡亲们脸
上洋溢着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来看，我
的一切付出得到的回报都是超值的！其
实，在职场上打拼二三十年，成功操作过
不少项目，但只有湖淡村的发展变化给了
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荣誉感和自豪感！”
云天龙说。

学算大数，吃亏是福，是云天龙的人
生哲学，也是他献给湖淡村乡亲们宝贵的
精神财富。

三亚市民在做核酸检测。王程龙 摄

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
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梁启超的写作效率，有时确实也高
得出了头，以致闹出一些笑话。1918年，
他同蒋百里同游欧洲，回来后，蒋百里写
了一本名叫《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小书，
想请梁启超为这本书作个序。梁启超一
口答应，便下笔写起来，但觉得“泛泛为
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
似之时代，相印证焉”。于是就“既下笔
而不能收”，序文越写越多。序文写成
后，蒋百里一看，文章实在长得没法用，
只好由梁启超自己题了书名《清代学术
概论》单独出版。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反
过来请蒋百里为他的书写个序。蒋百里
只得从命。他在一开头写道，“方震（蒋
百里自称）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
征序于新会（即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
与原书埒（相等），乃别为《清学概论》而
复征序于震……”后来，梁启超又进而把
这本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全书共25万字，可称是一篇亘古未见的
长序了。

写食主义

煮花生

赵自力

母亲托人给我们带了一大袋菜，菜还
没到家，电话先打了过来。

“你们赶紧去接，把袋子口打开，让菜
透透气，不然会放坏。”母亲叮嘱着，“特别
是那袋煮花生，要趁早吃了，不经放的。”
听母亲的电话，不晓得的人还以为袋子里
装了什么宝贝。不过，听说带了煮花生，
我一阵惊喜袭上心头，忙不迭地去拿菜
了。

一个很干净的编织袋，一块红布扎着
袋口。我小心地把里面的“宝贝”拿出来，
有南瓜、黄瓜、苕尖等时令蔬菜。最下面
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摸了一下，喜得
笑上眉梢，赶紧抓起一大把煮花生，放在
鼻下闻闻，还是好吃的味儿。

花生倒出来，怕是有一大盆。孩子们
都围了上来，一家人围坐一起七手八脚地
边剥边吃，越嚼越香，感觉就像回到我小
时候。

花生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山上的土地
肥沃，特别适合种植花生。印象中，父母每
年都要种很多花生，从秋季开学到国庆节
都在摘花生。那些不起眼的花生，除了榨
油和留种外，其他的卖了给我们兄妹交学
费。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要煮些花生给我
们吃，前提是我们要帮助父母去田地里摘
花生。所以，我们从小就会干农活，特别是
扯花生和摘花生。花生成熟时，一家老小
全部出动去采摘，是我们那儿常见的景象。

母亲每次都煮得不多，她说想吃了再
煮，煮多了不能放，怕浪费。秋天的夜晚，凉
风习习，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一边闲聊，一
边吃着煮花生，感觉时光格外静谧而美好。

初中毕业到外地读书时，也能吃到母
亲的煮花生。开学前，母亲早早扯了新花
生，挑选那些成熟饱满的先煮好，晒干后
装袋里让我带上。在外地念书，我常常思
念父母，想家了就吃几颗老家带来的煮花
生，感觉父母如同在身边。

参加工作后，父母年龄慢慢大了，但
仍然每年都要种点儿花生。花生收获时，
我常常去帮他们摘，一边分享劳动的喜
悦，一边还是想吃母亲的煮花生。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离家远了，我回
家就少了。每年农历八月，老家的花生成
熟，母亲总会煮些花生托人带给我们。于
我们而言，那些煮花生是人间美味，滋润
着儿时美好的记忆。

母亲的煮花生，成了一味药，慰藉着
我们的思乡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