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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孤独——许渊冲回忆录》
许渊冲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前段时间，我的几个朋友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
行程。这一举动并不鲜见，他们仅仅是无数重走长
征路、温习长征精神的一员，却引发了我的又一次
思考：为什么数十年来，不断有各个国家、各色皮
肤、各种年龄的人出现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为什么
在经济社会发展如此迅猛的当下，依然有无数的热
血人士，矢志不渝地克服劳顿和疲乏，穿梭于群山
密林、万千沟壑之中？在一个寂静的深夜，王树增
的《长征》给了我清晰的答案。

十五个省份，囊括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
终年积雪的高山在内的二十多座巨大山脉，三十
多条包含世界上最汹涌最湍急的峡谷大江在内的
雄浑河湖，几乎与法国面积相等的人迹罕至的广
袤湿地……如果没有坚韧的意志和严明的纪律，无
论哪一段天险，都可能给这支队伍以灭顶之灾。不
仅如此，还有四百场战斗，平均每三天就要发生一
场激烈大战，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平均
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无数艰难困苦，最终
凝聚在二万五千里这个终极数字上。

这是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更为惊人的，是隐藏
在它们背后的一个个鲜活可爱的生命，和发生在他
们身上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传奇。这些生命和传
奇的数量是庞大的，也正因为庞大，他们才难得以
群体的方式一同出镜。而《长征》做到了。作者在
数度重走长征路、耗费六年光阴收集整理资料的
基础上，用洋洋洒洒七十五万字，把中国工农红军
三大主力的长征作为一个整体有血有肉地丰满呈
现。截至 2020 年 7 月，这本著作累计印刷八十六
次，印数超两百五十多万册。

《长征》没有采取相对容易把握的编年体，或
者四平八稳的叙述方式，而是充满了文学的灵动
与活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
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
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
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
火映红了甘溪上空”“茂密的野草迎风而立，令山
岭间萦绕着无边无际的低吟”“一九三四年，甚至
连中国的文人也开始疑惑中国是不是个正经八百
的‘国家’”……类似的语句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把
尘封已久的场景描摹得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
除了历史进程本身，书中常常凸显一个个“人”的
心理活动，像“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
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苞
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让历史洪流中易被忽略的个体的喜怒哀乐得到十
足彰显。这些个体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伟人，也有被称为“红菩萨”的红军小卫生员、会
讲故事还会唱歌的红军小宣传员，正如书中所言，

“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
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
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

“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
是什么？”“谁能透彻地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
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作者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给读者的思维充分驰骋
的空间，但是它们的答案就隐藏在文本之中。

深夜，甘溪、湘江、娄山关、赤水、夹金山、松潘
草地、哈达铺、山城堡，这些地名和它们串接起来的
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时常在脑海中盘桓。作为长
期置于案头的经典，我已记不清是第几次翻开《长
征》。我只知道，每一次翻开它，必定会有新的认
知、新的感悟。长征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但长征
书写的史诗始终不曾远去，它所铸就的长征精神更
是历久弥新，激励着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朝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历久历久弥新的弥新的
长征长征精神精神

□ 罗 铮

■西南联大系列图书
张昌山、余斌等 编撰

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
迁昆明，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八年办学，弦歌
不辍。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抗战史、中国教育史上
的一块丰碑。为更好地纪念和研究西南联大，传
承西南联大精神，云南一批专家学者花费十数年
心血，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西南联大的史料，编撰出
版了这套西南联大系列图书。其中，有档案文献

学者、博导张昌山
主编的“滇云八年
书系”中的《旧刊文
存·民主周刊》和
《旧刊文存·今日评
论》，有云南师范大
学教授余斌撰写的
《西南联大·昆明天
上永远的云》，有青
年学者龙美光主编
的《民国书刊上的
西南联大记忆》丛
书等。

这些书让你
读懂西南联大

延伸阅读

集日历书、精美图录、记事本于一体，《故
宫日历》至今已连续出版 12年，畅销 400万
册。由于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和独特的故宫

“红砖头”形象，它被很多读者誉为“中国最美
日历”。虎年未至，2022年《故宫日历》却已闪
亮面世。

2022年《故宫日历》甫一亮相，即引起
不少读者关注。这一方面固然在于《故宫
日历》的品牌形象，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在
于虎年《故宫日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示
人，令人因“新”而喜，因喜而不免对之多了
一份向往、一种切近。

《故宫日历》上新，新在哪儿？
首先，新在形式。封面不再是宫墙红

布镶“故宫日历”四个金字，而是用了一张
颇为热闹的图片——带翅膀的老虎。该图
采自故宫藏品“清代红色纱绣云纹飞虎

旗”，为清宫戏剧机构升平署所用旗类道
具；其次，新在编排。新版改变了过去的展
现方式，不再自始至终都是生肖文物，而是
先呈现直接表现虎的器物、绘画、配饰、服
饰等文物，接着扩展到表现神兽、猛兽、萌
猫的文物，再延伸到“虎虎有生气”地反映
武备、骑射、运动等题材的文物，最后着落
在清宫画《冰嬉图》上，以此呼应 2022年即
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再就是，新在防伪。
2022年《故宫日历》采取了“一书二码”，推
出双重防伪功能。扫描护封后勒口二维
码，可以防伪验真。

鲁迅先生说得好，“要进步或不退步，
总须时时自出新裁。”尽管，长久以来，《故
宫日历》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保持了

“畅销”势头，可是，“要进步或不退步”，始
终保持“常销”态势，便须以“新”制胜。令
人欣慰的是，《故宫日历》的策划、出版者敏
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满足于躺在过去
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努力求新，从而
带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欣喜。

《故宫日历》求新的背后，反映出其策
划、出版者的“用心”。比如，为了在形式上
出彩，他们为内页纸张定制艺术纸，纸面有

涂层，最大限度上还原文物的色彩；与“红砖
头”比，新版开本变大了，这样一来，文物图
片增大且高清，甚至还能从多角度展示文
物。唯有“用情”，方能“用心”。故宫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保护和传承好故
宫承载的优秀文化大有可为，《故宫日历》系
列图书不仅仅是介绍文物、介绍故宫、传播
历史知识的图书，更成为故宫博物院立足本
院实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阵地、一
面旗帜。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用情至深，基于对图书出版这块
阵地、这面旗帜的悉心呵护，才使得其策划、
出版者勇于创新，精益求精。

有道是，“功成惟欲善持盈”。面对激烈
的书业竞争，《故宫日历》拓展出了自己的一
片新天地，守好这片新天地，需要求新不辍。何
止《故宫日历》，其他的书业策划、出版者也当如此。

■《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 著

《三松堂自序》是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
友兰先生的回忆录，它
是一本充满大智慧的
书，是一本纵论中国大
学教育的书，是一个哲
学家用哲学的眼光看
待宇宙与人生并得出
明确结论的书。而与
其思想高度相辅相成
的是，本书的语言也达到了现代汉语的最高境界，
因而它又是一本语言艺术家透彻认识语言的内在
特质和纯熟运用现代汉语的书。《三松堂自序》以
其思想和语言的巨大魅力，在读书界获得了崇高
的声誉。

■《西潮》
蒋梦麟 著

本书是蒋梦麟的传
奇自述，每一句都饱含
深情，读来津津有味。
童年生活、参加科举、留
学美国、回国任职，北京
大学的学生运动是怎么
回事？民国初年的风云
变幻有什么不为人知的
故事？著名的西南联大
有什么前世今生？作者以学者的冷静、赤子的热
情，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长达数十年的中国
近代史。

《西潮》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后，成为青年学
生人手一册的“人生教科书”，也是哈佛大学远东
研究所的指定参考书。

图书也需自出新裁图书也需自出新裁
□ 周慧虹

书畅想书畅想

家国命运家国命运 联大情怀联大情怀
□ 本报记者 杨淑玲

一本好书一本好书

在中国，曾经有一所大学，它的办学实体虽只存在了 8
年多，却在70多年后仍被人们追忆、探寻。它就是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面对民族危难，西南联大坚持教书育人，铸就了中
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

“烽烟万里踏征程，桢干移枝到春城；茅草为顶遮雨露，土
泥作室听书声；笳吹弦诵依前彦，继晷焚膏望后生……”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至湖南长
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火逼近长沙，1938年4月，再
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
破碎山河中守护着中华文脉，大批学子投笔从戎、效命疆场，谱
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赞歌。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许渊冲，是钱钟书的得意门生、杨振
宁的同窗挚友，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的亚洲翻译
家，因央视《朗读者》节目更为大家所熟悉，被无数青年学子
视为“偶像”。他，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更是我们这
个时代应该追的“星”。

2021 年 6 月 17 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北京逝世，享
年 100岁。

烛火熄灭，星光永恒，照耀来者，弦歌不辍。
在《百年不孤独——许渊冲回忆录》中，许渊冲用诗歌般

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一生为之奉献的翻译事业，深情回忆了西
南联大的求学岁月，对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做了传神刻
画，让读者在阅读中聆听大师们跨越世纪的对话——西南联
大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如初的永恒记忆。

每年的 9月 18日这天，凄厉的警报声总会在耳畔响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0周年，我们推介《百年不孤独
——许渊冲回忆录》这本书，共同回望抗战时期那段难忘的
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因为他，我们遇见了包法利夫人，遇见了于连，遇见了李

尔王；也因为他，西方世界遇见了李白、杜甫，遇见了崔莺莺、
杜丽娘。许渊冲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互译工作，已经在国内
外出版中、英、法文著作 120多部，包括《诗经》《楚辞》《李白
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
外名著。

许渊冲毕生钟情翻译中国古典诗文，将一生的心血都奉
献于此。

在《百年不孤独——许渊冲回忆录》中，许老说，在学术
上，尤以钱钟书对他的影响最大。

钱钟书称赞他英译的《毛泽东诗词》：“你带着音韵和节
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叶嘉莹也称赞他的中
译英诗词“音韵皆美，情味悠长”。

1994年，他的中译英《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在英国企鹅图
书公司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的译作，并得到

“绝妙好译”的评价；1999年，他的中译法《中国古诗词三百
首》在法国出版；他将《西厢记》译成英文，被英国智慧女神出
版社誉为“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以和莎翁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媲美”。

许渊冲说，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世界的美，这是
世界的乐趣，也是他翻译诗歌的初衷。

80余年的翻译生涯，许渊冲坚持“形美、意美、音美”的翻

译理念，即翻译出的诗词，要像原诗的格式韵律一样工整押
韵，更要有原诗思想上的意境之美。

《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他翻译成
When I left there ，Willows shed tear；“千山鸟飞尽，万径人
踪灭”，他译作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
清，凄凄惨惨戚戚。”他译作 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

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韵体译诗”，情味悠长，境界全出，
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流韵。

许老坚持，“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
灵魂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
化走向世界。”

在他的一百多部中、英、法文著作中，中国古典诗词的译
本几乎占到一半。1999年，许渊冲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
候选人，评委会称他的翻译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
本”；2010 年，许渊冲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
年，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
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这一百年来，我的人生就是‘尽我所能，得我所好’。让
每个人都能够‘尽我所能，得我所好’，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幸
福。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得世界变得更好。”这是《百
年不孤独——许渊冲回忆录》的一段序言，也是许老百岁感
言。百年如白驹过隙，他将光阴幻化成诗，留下永恒之美；他
用澎湃的激情和美丽的文字，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南渡北归 弦歌不辍
1921年 4月 18日，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一百年间，

他经历了民族的沧桑，不仅见证了西南联大的历史，还见证
了中华文脉历经磨难后的传承与发展。在《百年不孤独——
许渊冲回忆录》中，许老深情回忆了在西南联大难忘的求学
岁月，用诗的语言记录了与师友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许渊冲几乎每一天都会记日记。宽松
活跃的学术氛围，意气相投的探讨交流，上课、读书、交友的
细碎生活，这些并不是象牙塔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在山河破
碎、民族危亡之际，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朝气与志气。

在钱钟书、吴宓、闻一多、冯友兰等大师的教导下，他从一
位懵懂的少年，逐渐成长为想要“把国家的美转换为世界的
美”的翻译大家，《百年不孤独——许渊冲回忆录》展现了一名
青年学子的命运与一所学校、一个民族命运的共振和交织。

国难当头，西南联大的每一个热血青年都渴望为国分
忧，渴望保卫国家。不少学生离开学校，投笔从戎，有的参加
技术部队，有的报考空军，留在学校的学生渴望通过发奋学
习报效国家；教师不拘一格，倾尽所能去授课。当日军飞机
来袭，师生们躲警报，一跑到郊外，马上就地学习，处乱不惊，
表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伟大精神。

据统计，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834名学生入伍，给飞虎
队当翻译，参加远征军和空军。今天，我们还可以在西南联
大纪念碑的背面，找到参军学生许渊冲的名字。许渊冲是第
二批入选飞虎队做翻译的。

在战火的洗礼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培养出了两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
一星”元勋和100多位两院院士。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大
师，在这里给大一新生讲课；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在这里
教出了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汪曾
祺在这里师从闻一多、沈从文，后来成了文学大家，被称作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教室里朗读大一英文课本的许国
璋、巫宁坤，后来成了著名的英语教育家、翻译家……

闻一多，指捻胡须，常多感慨；陈梦家，长袍宽袖，飘飘欲
仙；刘文典，才高学广、恃才傲物；吴宓，则是“古典主义的外
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 在许渊冲的笔下，这些
国内各个学科开山鼻祖的才华、风度与风骨，让人心驰神
往。他们用行动作出表率，激发学生的爱国和求知热情，他
们的职责也不只是传道授业，而是要“立人”，立有知识、有理
想、有担当精神的人。

“家国情怀”和“刚毅坚卓”不仅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也内
化为包括许渊冲在内的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乡愁。《百年不
孤独——许渊冲回忆录》是对西南联大师生的回忆，也是对
一个时代文化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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