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新华每日电讯/2019.1.18/星期五/第 404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版

邮箱：worthreading01@163 .com

“知秦桧当政我怕他，
我举进士干什么？”

电话：（010）88051377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1111

绿茶

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
模，但走进陈老师家书房，还是大吃一惊。客厅、
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
到露出来的墙，而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
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夫人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
个书房，也是被书挤得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到
来，更增加了客厅的拥挤感。

平原老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
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陈
老师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
人的通病，书越来越多后，书房的功能性就越来
越弱，想找的书越来越难找到。陈老师坦言他理
想中的书房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
境。可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

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
晚清及近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有深
入研究。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还对大学、城
市、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今年，
出版了晚清画报研究大作《左图右史与西学东
渐》，在年底众多好书评选中榜上有名。夏晓虹
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
究，著有《晚清文人妇女观》及多部梁启超研究
著作。

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
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
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家
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
包罗万千，加之一直以来入的多出的少，以至于
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

绿茶：陈老师好，一进您的书房大吃一惊，
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我很好奇您的书房
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陈平原：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父
亲的书房》的短文，大意是看一个人的书房，可
以知道这个人的兴趣、学养、气质等，而且还可
以预测他孩子的未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孩子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自然会受到熏陶。
其实，我们小时候，家里藏书不算多，房子也不
大，但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好几柜子书，已经了
不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的书基本上保存下
来，没有被毁。因为“文革”一开始，我爸所在的
汕头农业学校的学生们就冲进来，把我们家所
有的藏书给封起来了。既然贴了封条，别的红卫
兵来了一看，就没有再去弄。后来我妈妈解放
了，就以教书需要为由，把书取出来。

而后，我不能升学，这批书就随我到了我插
队的山村。所以，“文革”期间，我和别人最大的
不同就是，我基本上不缺书读。这批书，今天看
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当年的我来说很重要。爸爸
妈妈都是教语文的，历年初中、高中以及中专的
语文教材，还有相关的教师读本，家里都有。另
外，我爸爸还有这几个方面的藏书，比如说古
典文学，还有俄苏文学，尤其是文学史著作。像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革”以前出
的，我们家有；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老师
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家里也
有；还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等
人的著作，也都有。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版的
书，记得就缺一本，其他都齐了。那个时候的中
学老师真是厉害，为了备课，竟收藏并阅读那
么多专业著作。这些书，当时我只是乱翻，并没
有认真阅读。说实话，即便读也读不懂。但不管
怎么说，山村插队，有书可读，对我来说还是很
重要的。

后来我检讨自己的阅读趣味，应该说有一
些缺憾，比如说欧美或日本的东西，我们家没
有，因为我爸不喜欢。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方面的书籍很少。早年的阅读很重要，不仅是知
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定下那个调子、那个趣味。
日后有些东西你很容易读进去，有些东西则很
隔，就是进不去。正是有感于这一点，我才专门
写了《父亲的书房》。小时候的阅读，知识含量不
高，但养成了你读书的兴趣，包括徜徉书房的生
活姿态，当然，还有对某些学科的亲近与疏离。

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因为我们不是藏书家，为自家研究而收藏，书
籍必定杂乱无章。藏书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
而收藏，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们家藏的都
是常用书，除个别有纪念意义的，主要是自己
研究所用，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

我和晓虹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加上各
自有所延伸，而做近现代这一块的，藏书有个
特点，古代需要，现代需要，外国也需要，因此
古今中外都会有。还有就是，只在文学这个圈
里打转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读历史的、社会
的、政治的、艺术的，多少都涉及。加上本身读
书兴趣驳杂，我们家的藏书专业性不强。上海
的周振鹤、江晓原他们的藏书有特点，比我们
强多了，有很多独门绝活。

当然，我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感兴趣，有
关明清绣像或晚清画报的出版物会注意收
集。在深圳演讲的时候，有个特意从长沙赶过
来的读者提问，说他追着读我的书好多年，为
什么关于明清插图的《看图说书——— 中国小
说绣像阅读札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不
再重印，也没有续集。我说很遗憾，因为那书
写得太浅，自己不满意，还想往下做，资料也
收集了不少，准备等退休以后动手。像这样的
专题，单靠图书馆收藏不够，要做研究，就得
有所准备。其他一般书籍，我就不刻意收藏
了。

绿茶：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读书的风
景》，谈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你从北大读
博一直到现在，北大这个氛围，对您的阅读、
研究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再谈谈您眼
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这书印了好多次，最近正发行增
订版。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
谈。一方面是，相对于其他学校，北大的人文
学是比较从容的。学校要求你多读书，而不是
整天忙着写文章。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在
读研究生不要急于发文章，努力把水坝筑高，
这样，开闸时才会冲得远一点。要是有一点小
心得就忙着写文章，你不可能走远的，这就好
比不建水坝而随意宣泄一样。所以，在北大读
书，时间上比较宽裕，读书的兴趣也比较广
泛。

另一方面，大家想象不到的，你别看我的
藏书这么多，但我不刻意追求藏书的全，原因
是我靠着一个大图书馆。我再怎么收藏，都不
及北大图书馆。所以，大套书，不急着用的书，
我都不藏。家里藏书，基本上是日常使用的。
真到研究某个专题，那时自家藏书肯定不够，
还得靠图书馆。

绿茶：你还有一部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
事儿》，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
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
知识付费等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
破碎，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那你
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或者说
好玩，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头，可以让更多
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
呢？

陈平原：应该这么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
阅读。专业性质的读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
性，你想做什么研究，得尽可能穷尽相关资
料，不管那些资料有趣无趣，你都得读。另一
种阅读，不是为了做课题，更多地考虑自己的
兴趣。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
凭个人兴趣读书的意愿和能力，所有阅读都
是为了写论文。读书有心得，忍不住写作，那
很好；若只是为了写作而读书，你的趣味会变
得很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就是在
专业阅读之外，保留另外一种阅读的姿态与
乐趣。不能完全排斥网上的阅读、手机的阅
读，我自己也有不少片段的阅读，但那是以书
斋里正襟危坐的读书作为底子。如果不是这
样的话，会变成纯粹的消遣，或者像杨早说
的，只是“知道了”，那就有点可惜。现在的资
讯太多，不是风就是雨，没有一点自己的立
场，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

阅读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定的主
见，同时，不拒斥各种杂音。任凭风吹浪打，不
会轻易翻船。鲁迅说，同样是读书，有的书要
用心体会，有的则随便翻翻。只说一方面是不
够的，书房很安静，但它连着网络。外面的世
界固然喧嚣，但也很精彩。

绿茶：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有自己

阅读的主线在那里，但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小
专题的组合，像画报、文学史等等，这些专题
方向和专项收藏，你的书房场景大概是什么
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陈平原：我们家不大，没办法像耶鲁大学
的孙康宜教授那样，她把整个地下车库改造
成书房，按照研究专题，分成若干个角落。中
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也有这个条件，
在这个书房研究陈寅恪，在那个书房阅读钱
锺书。我们家书房不够大，两个人的藏书又互
相交叉，没办法做到边界清晰。当我在不同的
话题间穿梭时，好多书会一时找不到。因教学
及研究的需要，我不是只做一个课题。比如，
我做画报研究期间，还关注大学问题、城市问
题，以及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的文章变
革等。如果我有三四个研究室就好了，实际上
不可能，因此，书桌上以及身边书柜中的用
书，就不得不经常更换。

绿茶：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旁征博引那
么多，那怎么去找到这些书？光靠记忆吗？

陈平原：据说 25 岁以后，人的记忆力就
开始衰退了。因此，即便聪明人，也不要太相
信自己的记忆力。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
地图，知道什么地方藏有什么宝贝，需要的时
候我可以去取用。学会探宝的能力，比获得某
些具体知识更重要。所谓“学术训练”，某种意
义上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具体到每个人，
都必须有自己的书房小径。你发现很多有经
验的读书人，似乎需要什么资料手到擒来，那
是因为他们早就在图书世界里建立了自己独
特的小径。

可以这么说，学界需要庞大且多样的知
识地图。而对于个人来说，需要一条书房的小
径。

绿茶：那你现在的学术和生活的比例是
什么样的？

陈平原：很难说动与静的比例。除非外出
或有人来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思考和
写作，学术已经生活化了。通常工作一两个小
时会休息一会，每天都争取出去走走，但时间
不固定。

绿茶：能描述一下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

样子吗？

陈平原：理想的书房，其实藏书没必要那
么多。像我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最佳状态。理
想的书房，最好是既舒适，又方便，还清洁。北
京有灰尘，如果书太多，不清洁的。只是一味
地讲坐拥书城，而不问阅读状态，那也不好。
藏书是为了享受读书，应该在比较舒适的环
境中阅读，那样更好些。我们家目前的书太多
了，正在努力减少，要不，过度挤压生存空间。
特别好的书或与自家研究直接相关的书当然
保留，至于一般书籍，需要时到图书馆去借就
可以了。家中太拥挤，想用书时找不到，更烦。
葛兆光说他和戴燕达成协议，我们书房就这
么大，进一本就必须出一本，保持恒定的数
量，这样保证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我
们得向他们学习，不然的话，进的多，出的少，
很快就会成灾的。

绿茶：那你现在除了给老家捐一些之外，
还有什么往外清书的手段吗？

陈平原：老话说，敬惜字纸。除非特别烂
的，当废纸处理掉，一般的书籍，有送给学生
的，更多的是捐给老家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
馆。因我们还在做研究，哪些送，哪些留，挑选
起来很麻烦。因此送书速度慢，就像你看见
的，家里还是很乱。

绿茶：你对书有占有欲吗？

陈平原：凡读书人，都会喜欢书。要说对
于书籍的占有欲，夏晓虹比我严重。因为她小
时候集邮，凡集邮的人，都有收藏癖。

绿茶：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那您书房
中这么多的书，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
房之宝？

陈平原：我们没有镇房之宝。有些书对我
们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不想散出去，也就如此
而已。要说版本，并不是特别珍贵。比如，我对
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初版本感兴趣，特意从
孔夫子网上拍下来；我对鲁迅著作的几个早
期本子特别珍惜，因那是岳父当年送的；我还
保存一本小小的《唐诗一百首》，那是我小时
候读的。诸如此类，都是跟个人生活经验有
关。另外，朋友赠书一般也不会往外散。

走进陈平原夏晓虹的书房
本报记者朱程

走过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叩开
一座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大门，第一次
去这里的人很难想象，在这个看似普
通的小楼里竟然收藏着近 50000 册各
类图书，其中不少藏品在国内已很难
觅得踪迹。

这座江苏苏州常熟市民间藏书楼
的主人叫王清波。上世纪 90 年代，他凭
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
人。但与同龄人不同的是，他将自己收
入的 70%用来购买书籍，甚至不惜卖掉
曾经的别墅，放弃从事十多年的摩托车
修理营生，回归田野去读书。

坐在被书籍包围着的沙发上的这
位当代“隐士”，在谈到当年的经历时
异常平静。“不可否认，买书、看书是需
要经济基础的，但书籍带给我的快乐
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通过读书，我学
会了挣钱，也是通过读书，让我能够追
求精神上的富足。”

在常熟，像王清波这样的民间藏书
家大有人在。追溯常熟历史，“富而藏
书”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骨骼。曾
几何时，世家大族们以读书为荣，著书、
抄书、藏书、刻书相互竞争，吸引四方名
士汇聚。

明崇祯年间，冯舒、冯班兄弟与常
熟藏书家何大成等一行六人为抄写宋
刻《玉台新咏》，顶风冒雪，带着纸墨笔
砚和干粮来到苏州藏书家赵均的“小
宛堂”，连续抄写四天四夜，若痴若狂。
明末清初的钱曾，藏书以宋元善本为
主，藏书目录取名《读书敏求记》。书成
之后钱曾从不离身，大藏书家朱彝尊
苦于无缘一睹，于是借宴请之名把钱
曾灌醉，重金买通钱曾书童把书偷出，
派 10 个书生抄写，半宵而成，成就了
一段书林佳话。

吴晗撰写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中
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
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
常熟地方志对藏书家及其藏书事迹也
较早地作了记述，《常昭合志稿》第一
次在地方志中将藏书家单独立传，其
后，《重修常昭合志》也附设藏书家传。

常熟藏书之盛，更因历代文化名
人的加持蜚声四海。

钱谦益，这位晚明文人出身官宦，
其绛云楼藏书丰富，名贯东南。铁琴铜
剑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翘楚，
其主瞿氏不惜以“一页宋纸，一两黄
金”购买书籍，历经五代，世守不替。晚
清著名的政治家翁同龢，虽身处高位
仍醉心藏书，曾六访书店求购宋版《集
韵》……

经考证，常熟明代的藏书家有 150
位，清代的藏书家有 125 位，藏书家的
数量在全国县级市中遥遥领先。

如今，位居全国百强县前五位的常熟，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已经达到 49066 元，藏书也不再是当年达官贵人
们的独有。

每两年，常熟就会组织评选一次最美藏书家庭，其中
既有教师、医生，也有工人、个体户、农民等。获奖者虽只
获得一些简单的物质奖励，但是藏书这一文化自觉本就
已跳出简单的物质占有，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

“常熟派藏书家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
位，藏书人对私藏图书并不独享，更多的是秉承开放的态
度，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
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常熟市图书馆馆长
李烨说。

72 岁的华瑞芯，被誉为“电影海报资料收藏国内第
一人”，如今还保持着每晚读书的习惯。不到 100 平方米
的空间里既是他的藏书楼也是他的卧室，这里不仅收藏
有 23200 多册电影图书，更有 21000 多张电影海报资料。

开放收藏，虞派藏书家分享的东西正从过去有形的图
书转为无形的思想。近年来，常熟市每年都会由市图书馆
牵头，根据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分
享活动。如围绕常熟篆刻、书画等非物质遗产，针对青少年
开展体验式交流，围绕成年读者开展朗诵经典著作等活
动，吸引了诸多读者参与。一些活动名额一经互联网发布
就会被“秒杀”。

“阅读不应该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体验与交流能
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贯通，学以
致用。”李烨说。

馆藏如此丰富，如何让书教化育人成为关键。随着现
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更加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正给传统
公共图书馆运营带来新的挑战。怎么吸引更多的人阅读？
怎么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这些共性问题亟待破解。

常熟的办法是推广“图书馆+”。根据设计，但凡有打
造图书角、图书室、图书馆等需求的社会组织、机构，都可
以到常熟市图书馆申请，设备、场地由组织、机构负责，市
图书馆则根据场地面积、周边人流量等因素提供一定数
量的图书，并负责定期流转和管理，每年只收取少量的服
务费用。截至去年底，常熟共建成特色分馆 28 家、图书流
通点 63 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6 家。

“书店不是挣钱的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参加‘图
书馆+’不仅给我们的生意带来帮助，更搭建起一个与读
者深度交流的平台。”常熟市图书馆图书流通点之一，文
心书房店长陈海卫说。这间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店会不定
期举行关于文学、阅读、生活、人文、绘画、摄影、音乐、电
影等沙龙活动，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书店。

“阅读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东西，它应融入生活，融
入家庭。我们通过举办‘家庭阅读才艺大赛’等活动推动家
庭阅读，让读书成为一个家庭的联系纽带。”李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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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新年伊始，“草地”周刊推出“走进名人

书房”专栏。我们将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

等大家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

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

首期就让我们跟随书评人绿茶先生，走进陈平原、

夏晓虹教授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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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中的陈平原、夏晓虹伉俪（左二、左三）。

▲手绘陈平原书房。 绿茶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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