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4 不动声色
2021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五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
赋

　　编者按：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中共浙江

省委宣传部、中华

诗词学会、新华出

版社、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北京辞赋

文化公司举办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

百事赋”大型辞赋

创 作 活 动 ，评 出

144 篇辞赋美文。

这些作品，以生动

笔触，书写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历

程、辉煌功业、英

雄 壮 举 、时 代 精

神。《草地》副刊从

本期起陆续选登

部分辞赋作品，以

飨读者。

闵凡路、袁志敏、马建勋

　　曙光破晓，红船起航。照亮沉沉之暗夜，开
启烨烨之新章。斯乃华夏之英，拯苍生于水火；
工农之党，赋希望于炎黄。为民族而奋起，为家
国而图强。历千劫而坚韧，涉万险而铿锵。初心
不改，意气高昂。任关山如铁，唯信仰如钢。正
道千秋，屹丰碑于天地；沧桑百载，创伟业之
辉煌！
　　忆昔潮催五四，传马列之鸿篇；党建七一，
开革命之新纪。历北伐之洪流，遭白色之血洗。
唯有武装，方兴义举。南昌首发之枪声，湘赣秋
收之火炬。幸朱毛之会师，合井冈之开辟。五次
围剿，红军转移；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突湘江溅
血之围，迎遵义转圜之契。巧袭金沙之挥麾，强
攻大渡之胜利。翻雪山，过草地。忍饥寒，斗病
疫。三军北上，不废决心；九死余生，益坚苦旅。
至陕北而重兴，待鲲鹏而展翼。
　　至若狼烟起，铁蹄侵。失河山于日寇，拯社
稷于沉沦。我军赴阵前而雪耻，入敌后而铭勋。
跃马太行，魂铸崔嵬之上；亮剑东北，血战地狱
之门。无畏刀枪之简陋，但凭忠义而勇存。抗战
十四年，功成华夏；挥兵百万众，气贯斗辰。然则
外侵方靖，内战啸尘。为和平毛公赴重庆，争民
主肝胆昭世人。继而战辽沈，下平津。胜淮海红
旗飘舞，渡长江军号惊魂。秋风横扫，尽荡独裁
之没落；社稷重开，催生共和之崭新。万众群呼，
如春雷之宣告世界；十月典庆，看历史之改写
乾坤。
　　自此日出东方，环球瞩望。谋大众之幸福，
不懈追求；为民族之尊严，励行解放。以自主之
外交，彰自强之志向。不失寸土，捍卫版图；致和
万邦，流芳天壤。援正义于友邻，立国威于世上。
驻军垦于新疆，拯农奴于西藏。五年计划，掀建
设之高潮；首部宪法，保民主之通畅。以一穷二
白之纸，描绮丽锦绣之像。孰言底薄，筑制造之
坚基；何谓油贫，开丰蕴之储量。科技日新，国防
雄壮。爆两弹而惊环瀛；聆一星而奏天唱。虹桥
凌架于长江，铁路越穿于群嶂。胆气自豪，志向
无尚。以决策之英明，为领航之舵桨。
　　然而歧分左右，正有离偏。曾经逆浪，几度
凛寒。或有过于冒进，或失误于浮言。但霾难弥
久，春必重还。气象复新，三中全会归正轨；神州
焕彩，四化鸿猷骋骏辕。于是改革潮生南海，紫
气东送霞天。小岗联产承包，引农村之巨变；深
圳特区试验，促沿海之领先。东西南北，春花烂
漫；士农工商，生机盎然。以开放而搞活，以特色
而超前。验真理于实践，赋梦想于宏观。激民心
之渴望，焕家国之新颜。
　　遂以破壁之恒心，兴腾龙之盛世。几经拼
搏，喜看改革之丰功；业已富强，不负征程之壮
志。绘中国梦之宏图，呈新时代之气势。港澳回
归，一国两制。看江山之一统，乃举国之共誓。
而今国运正兴，英才汇聚。或飞外空之神舟，或
潜深海之重器。探月采壤，进取昊天；航天载
人，探寻奥秘。造航母而伏波，卫海疆而迎旭。
遨北斗全球导航，设天眼宇宙寻觅。开发核电，
倡环保之能源；研制疫苗，抗新冠之瘟疠。入世
贸，四海通商；办奥运，五洲享誉。睦邻善邻，友
情融融；一带一路，商旅济济。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广获国际社会之赞许。复以造福民生，倾
情民意。惠农免税，助乡村之振兴；致富扶贫，
成世界之奇迹。筑天路于高原，输南水于北地。
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城美乡美，则邦丽家
丽。奋战新冠，万众一心；决胜小康，全民协力。
欣欣鼎盛而空前，灿灿日新而无际。中国精神，
无往而不胜；中国道路，坚定而永继！
　　嗟乎！百年沧海，一部史诗。创造不朽之功
业，昂扬灿烂之党旗。赋民族以新生，高标伟绩；
开未来之盛景，永向晨曦。有党纲之引领，承使
命而前驱。为国献身，义无反顾；为民请命，矢志
不移。执政倡廉，谨防骄奢之前鉴；进京赶考，敢
破历史之周期。是谓党是国之魂，承中华之命
运；民是国之本，为江山之宏基。试看历史之演
进，必成众望之所归；唯我中国共产党，乃为重
托之所依！

百家谭

　　那天在北大举办
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与 教 学 的 现 状 及 前

瞻——— 温儒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研
读会”上，老温一头一尾的发言很动感情；
作为老同学，我同样心有戚戚焉。开篇从
1978 年进北大师从王瑶先生讲起，称自己
出版此书，除了自我总结，再就是模仿鲁迅
的《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结尾则
是致谢，且表明自己心里很明白，朋友们的
诸多表扬，哪些属于场面话，哪些说到了要
害处。
　　王瑶先生“文革”后培养的研究生，可谓
人才济济，而留在北大的，就是老钱、老温和
我。那天老同学（温儒敏和钱理群是硕士同
学，与我则是博士同学）相聚，隔了个新冠疫
情，自是格外亲切。新书座谈会嘛，自然以表
扬为主，但老钱好多话说开去了，谈及自己的
研究计划；我则略为跑题，一半谈新书，一半
赞赏老温的学术组织能力。外人不太了解，或
误以为我这么说是虚与委蛇。其实不对，我那
天论文兼衡人，有两个标杆，一是王门弟子所
能达到的境界，一是现代中国学术史。当时我
说，王先生弟子中，有人专精学问，有人喜欢
教书，有人擅长行政，老温则是兼及教学、科
研与行政。这个评价其实很不一般。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人民文学出
版社，2021 年）收文五十七篇，仅限老温现
代文学方面的单篇文章，不选专著，也不包括
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述。在《题记》中，老温称：

“四十年来，我出版了二十多种书，发表二百
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
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现在要出个自选
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
回顾与检讨——— 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
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
些斑驳光影。”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迥异于
当下满天飞的“填补空白”。这么说，并非故作
谦虚，记得民间文学研究大家钟敬文晚年有
一妙语：“我从十二三岁起就写点小文章，今
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还没写这么多，严
格的论文有三五篇就不错了。”（钟敬文：《知
识分子是“中流砥柱”》，2001 年 5 月 23 日

《中华读书报》）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江山代有
才人出，能在学术史上站住脚的，确实少而
又少。
　　老温新书第一辑“鲁迅研究”，收文十三
篇，应该说是重头戏；但要说新时期鲁迅研究
的代表性人物，轮不到他（即便算上他刚完成
的、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鲁迅精选两
卷集》和《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应该关注
的，其实是另一个角度，即如何将比较文学视
野及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文革”后
第一届研究生，老温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是
王瑶，副导师为严家炎、乐黛云。这就很容易
理解，为何老温最初入手处是比较文学研
究——— 1981 年参与筹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
研究会，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过三部主编或
合编的比较文学论集。因此，老温更值得关注
的文章应该是《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
村》（1981）、《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
的影响》（1982），以及《欧洲现实主义传入与

“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1986），这三
篇论文既体现老温那时候的学术水平，也可
看出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思路与
眼光。
　　第三辑中的《新文学现实主义总体特征

论纲》（1988 年）很不错，但那是博士论文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8 年）的微缩版。后者是国内第一部
认真辨析现实主义思潮史的著作，当初影响
颇大，开风气之先，启发了日后不少关于思
潮流派的论述。另外，此书获中国比较文学
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
等奖（1990 年）。因拙著《在东西方文化碰撞
中》也有幸厕身其中，我曾撰文透底：“不过
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
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
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
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
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
好处，他们需要填表。”（《大器晚成与胸襟坦
荡——— 在<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暨讨论会
上的发言》，2021 年 4 月 14 日《中华读书
报》）
　　第四辑“学科史研究”很能体现老温治
学的特点，学术敏感与社会责任并重。若说

《思想史取代文学史？》（2001 年）以及《文
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2007 年）都是针
砭时弊、对症下药，那这与作者长期处学术
领导地位有关。既然是学术领导，就有责任
这么说，不管年轻一辈买不买账。这组文章
中，获王瑶学术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
界”及“价值尺度”问题》（2010 年）最有深
度，尤其是如何“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这个提法，我深表认同：“首先就是怎样做到
既回归学术，又不脱离现实关怀，积极回应
社会的需求，参与当代文化建设”（579 页）。
针对新生代的“项目化生存”，老温谈及“在
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院化’的大趋势下，
如何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
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
的有机联系”（596 页）。此前此后，我有两段
话，可与师兄的上述观点相呼应：“‘五四’之
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
是精神”（《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 3 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这里的“五
四”，置换成“现代文学”，同样适应。“随着中
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
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
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
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
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
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
将大为减少。”（《“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
可能性》，2018 年 12 月 18 日《北京青年
报》）
　　第三辑中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
性》，当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3
期，反响很不错。此文即老温代表作《中国现
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的第一章。该书的写作源于作者 1988 年在
北大开设的专题课，出版后评价甚高，1998
年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二等奖。作者本人对此
书颇为满意，称“这本书的确下了‘笨功夫’，
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
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说说我
的研究著作》，《名作欣赏》2019 年第 3 期别
册《守正创新——— 温儒敏画传》第 18 页）。
　　那天座谈会上，老温自述平生，有科研
著述，有学术组织，但最得意的还是自家的
教学工作——— 其实，他的很多科研成果也是
从教学生发出来的，包括主编多部大学及中

小学教材，也都是着眼于教学需要。老温自
称是个好老师，这定位很让我感动。因为当
下中国高校，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科研成
果，而教学凭的是良心，老师教得好不好，用
不用心，除了天知地知，再就是你自己以及
所教学生知道。王瑶先生送学生出校门，总
会叮嘱：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别
的不敢说，留在北大任教的这三位，都以教
学认真著称。老钱和我都曾被评为某年度的

“北大十佳教师”，老温更是获教育部颁发的
“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2008 年），其获奖
感言是：“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
入的事业，是我所痴迷的乐事，是一份完美
的精神追求。”虽说颁奖级别不同，可要说教
学的投入以及受学生爱戴，排在第一位的是
老钱，其次才是老温，我叨陪末座。老钱没有
成为“教学名师”，那是另一个问题，虽然遗
憾，但不意外。因为谁都明白，获奖与否，以
及获什么奖，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作为老同
学、老同事，我敢担保老温的获奖实至名归。
　　研究生毕业四十年，老温一路走来不容
易，但总的来说，比老钱和我都顺利多了。两
年北大出版社总编（1997 年 7 月— 1999
年 6 月），九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99
年— 2008 年），八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会长（2006 年— 2014 年），行政级别虽不
高，但在学界很重要。居其位的，有人营私舞
弊，有人尸位素餐，老温则是真干事，在每个
位置上都做出了成绩，这点不能不令人感
佩。比如北大出版社总编任上，促成《全宋
诗》的出版以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的刊
行，很见其眼光与执行力。刚当上北大中文
系主任，便提出“守正创新”的办学思路———
这口号日后逐渐扩散，被学校以及更高一级
领导接纳。
　　北大中文系主任不算官（一定要算，也就
处级），但动见观瞻，是能影响学界风气的。
2001 年校方决定将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
系合并，成立大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中文系
教授激烈反对，历史、哲学两系也不以为然。
作为系主任，既要贯彻上级指示，又要反映下
面民情，你看老温如何冷静处理。先是在友谊
宾馆某会议室召开全系教授座谈会，让大家
畅所欲言；后向校方全面呈报，而且特别强调
最激烈的意见——— 若校长一定要合并，我们
执行；但他一下台，我们马上恢复原状。校长
一听，这事情不好办，危机于是化解。直到今
天，北大中文系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特
立独行的系。2008 年我接手中文系主任，有
人重提此话题，新校长很知趣，说你们要是不
觉得当系主任委屈，那就不用改了。反正校内
管理，院系一视同仁。在整个抗争过程中，我
观察这位师兄，上下协调，软中带硬，还是很
有本事的。
　　老温很希望我接中文系的班，但学校一
级不无阻力，主要是担心我思想太活跃，把握
不住。事后才知道，老温为此事多方解说，帮
我纾解困境。让他没想到的是，我对行政工作
不感兴趣，最后还是在他以及常务副校长吴
志攀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上任的。四年任
期，还算用心用力，未见明显缺失；可只做了
一届，时间一到，马上辞职。在《花开叶落中文
系》（三联书店，2013 年）的序言中，我提及：

“我当然明白，‘在其位’就得努力‘谋其事’；
可在具体操作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最主
要的，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也不是人事纠
纷尔虞我诈，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

学术制度不吻合，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这
厢刚撰文批评，那边又开会提倡，左手右手
互相掐架，实在做不到‘理直气壮’。既怕自
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
及利益诉求，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
教育部的指令，如此左右支绌，着实有点心
力交瘁。”这个时候，我才理解老温当系主
任的不容易。
　　私下跟老钱、赵园议论，老温的这种办
事能力，大概缘于他大学毕业后在广东韶
关地委办公室当了八年秘书，既了解基层
实际，也懂得官场运作，因此不仅能出好主
意，且有很强的执行力，这跟只会教书的老
钱、赵园和我阅历及经验不同。别看老温温
文尔雅，其实很有主见，讲策略，能落实。下
面这段话，不仅针对中学语文教学，更是老
温为人处世的基本立场：“光是批评抱怨不
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温儒敏：《为语文教育改革“敲边鼓”》，
2013 年 1 月 6 日《羊城晚报》）提倡“建设
性工作”没有错，但批评“痛快文章”，有时
难免伤及无辜，且给人守旧或平庸的错觉。
　　但要想办成事，老温还是比老钱和我
更有经验。我曾提及，北大版《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之所以畅销多年，除了三人配合
默契（我称其为“绝配”，三人各有所长，且
关系甚好，后记中说明每人负责撰写的章
节，但全书浑然一体），更与老温的运作能
力有很大关系。2003 年，老温独立创办了
虚体性质的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赤
手空拳打天下，一开始受到很多质疑，系里
有人认为他不务正业，有人讥讽其谋求私
利，更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认定其
才华枯竭，只能转而关注中小学语文。老温
不管这些，一步一个脚印，竟走出一条新路
来。先是 2002 年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
编写高中语文教材，袁行霈主编，温儒敏与
人教社顾之川任执行主编。北大中文系教
授（包括我自己）的强大阵容，加上人教社
长期编写教材的丰富经验，这套语文教材

（包括选修课读本）做起来顺风顺水。2012
年起，老温又受教育部委托，担任部编本中
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大家都注意到此
举的影响力，将其作为老温的名山事业，只
有老钱和我替他捏一把汗——— 因为，这活
不好干。
　　想象这活要是落到老钱和我头上，
肯定做不好；但老温行，虽说也会不时诉
诉苦，但“终于熬过来了”，当然也就“很
有成就感”（参见舒心《温儒敏：办教育要

“守正创新”》，2017 年 10 月 18 日《光
明日报》）。编中小学教材，这事当然很重
要，不管有多少缺憾，能顺利通过评审，
老温总算实现了多年的梦想。没编过教
材的人，很难体会其中需要协调的各方
利益，以及必须时刻警惕的地雷与困境。
这不是发挥个人才华的地方，更需要的
是大局观以及协调能力。
　　这些年老温主持部编本语文教材，得
到很多掌声，也收获了不少砖头。据说每隔
三个月，网上就会出现一批骂温儒敏的文
章。但老温并不惧怕，甚至越战越勇，其谈
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论著，影响力大大超
过了其主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年出版
的《温儒敏语文讲习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年），是从此前刊行的三集《温儒敏论
语文教育》中选文，加上若干新作。腰封上
写着“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部编本）总主编、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创所所长温儒敏
教授，关于语文教育的思考与探讨”，闭着
眼睛，我都知道这书会很畅销。
　　相对而言，人文社推出的这册现代文
学研究自选集，不可能走红。我只是想提
醒热爱温著的读者，老温如此谈论语文教
育，是有其文化立场与学术根基的。老钱
和我都为老温的书名拍案叫绝——— 以鲁
迅《摩罗诗力说》结尾的这句话作为书名，
很能体现老温的精神境界。那天座谈会
上，老温很得意，说他如何跟出版社周旋，
非要这书名不可，不管读者懂不懂，接不
接受。请看老温的自述：“40 多年前，我还
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
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而感奋，相信
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40 多
年过去，要给自选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
上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怀旧，
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
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

（参见舒晋瑜《“鲁迅带给我们对于自身文
化的真切体验”》，2021 年 3 月 24 日《中
华读书报》）。这既是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氛
围，也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精神气质，某种
意义上，我们共享这一传统，故老温才会
抓住这个书名大加发挥。
　　这个时代，还需要“精神界之战士”
吗？或者说，当下中国学人，还愿意以“精
神界之战士”为榜样或自诩吗？老温没当
过大官，可好歹长期处于领导岗位，多年
摸爬滚打下来，还依然如此迷恋鲁迅，这
很难得。所以，我才会以“百战归来仍战
士”作此文题目。

百 战 归 来 仍 战 士
读温儒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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