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宓先生的悲痛【名家背影】

□傅国涌

当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
不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
的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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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6日，吴宓先生在东南大
学写信给哈佛大学的业师白璧德教
授：“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
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
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
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
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
性，在今天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
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
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
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
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
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
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
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
味的篇章。”

在他写信前的这段时间，中国从
北到南发生了许多事情，确实内外交
困、危机重重，不止是严峻的政治危机
而已。5月1日，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国
民大会主张推倒张内阁。5月4日，北京
学生借“五四”纪念日再次发起驱逐教
育总长彭允彝运动，并结队捣毁了彭
家住宅。彭向法庭指控是北大教职员
蒋梦麟等主使，蒋梦麟等则控告彭诬
陷。5月5日，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劫
了一辆北上的列车，三百多名中外旅
客成为抱犊崮的人质，震惊中外，经过
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以招安土匪而
了结。6月6日，张内阁与黎元洪的总统
府因权限之争，全体总辞职。自6月7日
起，在直系军阀曹锟的唆使下，北京军
警借口内阁已辞，饷项无人负责，开始
向总统府索饷。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
岗，驻外各使联合通电：政府再不给
费，将于7月1日一齐下旗回国。10日，北
京警察仍在索饷，而且有人雇公民团
驱黎出京。到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
京，摄政内阁暂时主政，政局大变，许
多国会议员出京。掌握枪杆子的曹锟
将要运作上台。其间，各地土匪猖獗，6

月1 4日湖北应城土匪绑架男女百余
人，其中有意大利传教士梅神父，向汉
口官吏索赎百万元。就在吴宓写信的
前一天，7月5日，广东广九铁路上土匪
劫持了七十多名乘客。

当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

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
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
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的布
尔什维主义，认为这些激进主义的选
择忽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只会把古老
民族带上一条不可预测的“毁灭”之
路。多年的留学生涯并没有使他成为
西方价值的膜拜者，虽然他的新人文
主义理想也来自老师白璧德。他向往

“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
品性”，渴望从“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
德品性”着手，让中国摆脱精神与物质
的双重危机。白璧德在哈佛的熏陶赋
予了他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他办《学
衡》，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努力。他虽
深知这样一本文人气息的刊物作用微
弱，但他对此抱有信心，希望能产生显
著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当时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

序，而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
道德秩序的丧失。这在他1925年12月30

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
前问题及令人失望的现象，根源和缘
由不仅仅是学生们不守法，而是我们
人民一种普遍的道德衰退。二十世纪
的中国，与以前真正的中国全然不
同。”他的这一判断是否合乎实情，诚
然还可以商榷，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
他所关切的不是权力的纷争、政治秩
序的重整，而是国人在道德品性上的
堕落，他试图在文化上做补救的工作。
这是他选定的书生报国之路。

一年后，他再次给白璧德教授写
信说：“请原谅我对您再次讲述我们正
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衰亡的危机中。中
国已腐败到极点，但个人的失望和不
幸相对于国家的灾难与普遍的黑暗而
言微不足道。”

1894年出生的吴宓，在他的人生经
验中，1923年前后耳闻目睹的已是腐败
的极点，毕竟他尚未见识更深、更广的
腐败。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也少有如此
明白地表达他内心的失望与悲痛，但
他一生的关怀大致上可以概括在这些
自白中。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坚持编了
十二年的《学衡》、他为《大公报》主编
的《文艺副刊》以及他在清华、西南联
大课堂上长期讲述的课程，都可以看
作是对他这种悲痛的回应。他始终相
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
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
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
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这一思路他一
直没有放弃，1937年春天，他给清华大
学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请去欧洲旅行
和研究一年，申述此行重要目的就是
认真研究道德哲学，考察研究欧洲的
人民和生活，特别是他们个人及公共
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动机，为写作《文
学与人生》做准备，“它将体现历史和
传统的智慧，但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
于当代实际生活的现实及环境。”几个
月后，抗战爆发，欧洲之行成了泡影，
但他的“文学与人生”课曾吸引了许多
西南联大的学子。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百
年寻梦》等书）

养马岛旧事【往事如烟】

□刘增人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
命出来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

好像是1988年的暑假吧，中国话剧文
学研究会在烟台举办学术研讨会，由烟
台师院承办。会长田本相先生给我发了
个通知，我立马高高兴兴去了烟台。会议
开幕式一举行完，即刻就“移师”养马岛
了，我们大都高兴得不行。烟台谁没有到
过？养马岛可是久闻大名，无缘一面啊。
但真正到了，却也不免略有失落之感。那
时的养马岛，虽然自然景色不错，但草创
伊始，除去孤零零一座“现代化”的宾馆，
四周好像什么建筑也没有，连大树也没
有几棵。可会议还是开得有声有色，应该
说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讨。与会的老中
青三代学人，都带着认真撰写的论文。会
议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的浓烈，和后来
的一些所谓的学术会议比较起来，实在
太令人怀念。

第二天讨论会的下午，发言起了争
执。年长一辈的资深学者和年轻一代的
新锐学人在戏剧史的具体评价上分歧
严重。老学者们火气很大，用词特别激
烈；年轻人也不甘下风，据理力争，但到
底是“师道尊严”的观念那时还不曾扫
地以尽，终于以老学者“做总结”，年轻
的硕士、博士们“受批评”结束。会后，两
代人还是各自心气难平，言辞与面色都
显得冷冽生疏一些。

从年龄论，我与年轻人比较接近；
但从读书的年代看，又分明更接近老学
者——— 于是，在这场主要是学术但又分
明夹杂着意气的“论争”中，我倒不自觉
地成了那则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的“蝙
蝠”。

晚饭后，老学者们好像大都比较疲
累，大厅及楼外，都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还是年轻人精力旺盛，三三两两在散

步、交谈、吸烟、说笑……无意中我“偷
听”到了他们的“计谋”，而且，第二天凌
晨，居然真个被“实施”：我还没有起床，
就听得宾馆四周响起一片“样板戏”的
声响，有的当然有板有眼，颇似李玉和、
杨子荣的腔调，但多数不过是逼尖了嗓
子干号，李铁梅不像李铁梅，阿庆嫂不
像阿庆嫂，直听得人们陷落进刚刚过去
不久的“文革”年代！这一招果然奏效，
上午的会议气氛立马变了，昨天还生龙
活虎的老专家们好像大都打蔫儿了，一
位位垂头丧气，再也没有什么“战斗
力”。下午略有缓和，但终究未能完全恢
复初始的氛围。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
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
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
能有共同之处？

平心而论，我在“文革”中并没有特
别悲惨的遭际。首先，我没有挨打，没有
剃阴阳头。批斗倒也批过一小拨儿，非
常短暂。那是“文革”刚刚开始，此前，我
是班主任一枚。学校的“四清”工作组严
命各班主任提交学生“左、中、右”的名
单。我找不到中和右，就把班里的党员、
干部作为“左派”学生上交。这份名单被
查抄出来，我就有了把“革命学生”打成

“右派”的滔天罪恶——— 因为，不是左
派，就是右派云。造反派学生要我低头，
我低了，要我认罪，我认了。只是他们一
定要我自己“上纲上线”为“阶级报复”，
我迟迟不敢应答。于是有满满三教室的
大字报和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语贴
出来，说是要“坚决彻底打掉”我的“反
革命嚣张气焰”。但很快就不再打
了——— 大概一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气

焰”，无从“打”起；二是他们又有更伟大
的革命任务，顾不上我这级别的专政对
象。事后想想，他们打得也真是坚决彻
底，而我倒真是从中受益不少。因为从
那以后，直到今天，甚至永远，我都不可
能有任何气焰了。今生今世，就永远在
无穷无尽的谦卑中度日。

其次，我也没有被关进“牛棚”。“文
革”刚刚开始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地富反坏右统统关进了牛棚。接着
是打倒一切“走资派”。我不够资格成为
这六类人物，混进革命群众的队伍又绝
无可能，于是被界定为“杂七杂八人物”。
后来想想，觉得他们那边真有才，这归类
多么恰当，简直可以申报发明专利了。

“杂七杂八人物”的历史使命，主要有两
项：一是候补，二是陪斗。

我坦白，其实在“文革”中，我也并
非十年如一日地驯良，也有过一次对当
时的领导大不敬的孟浪行为。那是1966

年冬，我们出入必经的教研组门口，迎
面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大多数字体连
教古汉语的同事都辨认不出，只有不到
半数的字可以辨识：完全是一派极其下
流污秽的话语，诟骂包括我在内的十几
位出身不好的男女老师，其用语之卑
劣，出于几乎所有人的想象！署名是“捉
鳖队”。我实在想不明白，一场以文化命
名的革命，怎么能够激活此类人物内心
蕴蓄已久的那么恶劣的内容！在这样的
铁蹄下苟活，又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即使还喘着气，又有什么意思？我于是
偷偷用浓浓的墨笔把那个“捉”字涂抹
掉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
教授）

史景迁是以研究清史为主的美国著名汉学
家，其名字在中国被广大读者所熟悉。不过，史景
迁有一个严重的弱项，那就是对清朝军制、军史
的了解很苍白，一旦涉及跟军事有关的话题，就
很容易出破绽。比如，在他的代表作之一《追寻现
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中说道：“正规的
八旗军不能打败太平天国。”实际上，跟太平天国
作战的主要是绿营。纵观他的整个叙述，可以认
定他对绿营基本属于一无所知，对八旗他也并没
有什么了解。史景迁有《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专
著，对太平天国的对手只是含混地称为“清军”。

满清得天下诚然靠八旗这个根本，但入关后
打天下主要出力的还是汉人，是一部分汉人冲在
前面帮满人杀汉人而荡平天下，这部分汉人在军
制中被称为绿营。当天下底定，特别是镇压三藩
之乱后，绿营的战斗力也过了高峰期。不过，之后
帮满人镇压天下的，主要还是绿营。这当中存在
无法解决的矛盾，朝廷既需要依靠绿营统治天
下，又不能使绿营的战斗力强大，怎么办呢？

朝廷使用了很吊诡的办法。他们把八旗主力
集中以保持最高水平战斗力，以使任何部分的绿

营都没有能力可以较量；再把一部分八旗力量分
散驻扎各地，实际上派了监视、督战绿营的用场。
绿营则尽量分散驻扎，每股绿营的兵力都很弱
小，并且不能随意调动，当有重大作战需要时，才
由皇帝下令进行集中，作战任务一结束再予分
散。这样，只要汉人没有普遍团结一致，每一部分
的绿营就都不会是八旗的对手，即使发生大规模
造反，也比较容易被八旗主力各个击破以镇压。
再加以装备、军饷等要素对八旗鲜明倾斜，尽管
八旗跟绿营一样走向衰败、腐化，但比较而言，战
斗力还是保持着优势。

绿营分散驻扎、临时集中的特点，决定了其
面对较大规模战争需要时，就会缺乏战斗力和机
动性。这正是太平天国突然大发展的背景。太平
天国最初在广西起事时，并不比以往发生过的很
多次暴动更有规模和威胁，清廷调集的绿营武装
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对付这种一再发生的暴动也
足够了。数千太平天国人群被围困，几乎是要再
次重复暴动被绿营镇压的故事了，但获取太平天
国实际决策权的杨秀清是个天才，他把壮大暴动
力量的裹胁手段在中国皇朝史中使用到了极致，
采取了从小路突围，不顾一切顺水东进的策略。
太平天国突破包围进入湖南，攻不下长沙就突然
转攻武昌，然后万舸竞发，攻占了毫无防备的江
宁。这是超水平的长征，三年之间，太平天国从二
千多人变成了一百万人左右。这样的发展策略，
是笨拙的绿营所无法遏制的。

不是八旗武装跟太平天国打，而是绿营跟太
平天国打，这是史景迁的知识盲点。当然，在南方
跟太平天国作战的武装中，并非没有八旗兵力，
但主要的武装是绿营。而且也不能因为绿营最终
失败就可以轻易认为它没有成就，当太平天国占
据江宁忽然壮大后，自身也需要进行整编和政权
建设，绿营就有了喘息、集中的时间和机会。当绿
营得到集中，尽管不能占据优势，但也能跟太平
天国进行相持，困缠住太平天国，极大地限制了
其发展。正因为绿营争取到了时间，各地团练武
装及湘军才有了组建、整合和军队化建设的时
间。从1851年至1860年，绿营一直是对付太平天国
的主力，1853年后湘军得以发展是有这样一个前
提的。也正因为如此，当1860年绿营的江南大营第
二次被太平天国打破，得到成长的勇营武装才可
以顺势应时取代绿营成为主力。

当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后试图向北发展，
所面对的对手是以八旗为主力加上绿营、团
练，这时候，不是“正规的八旗军不能打败太
平天国”，而是八旗军并不困难地全歼了太平
天国的北伐军。绿营主要是步兵，更适合南方
山地作战和水战，八旗主要是骑兵，在北方占
尽优势。所以，当以步兵为主的太平天国北
伐，所遇到的是优势劲敌。

看清朝乃至民国时候的中国军事，要分
外战、内战，中国军队的所谓强弱，外战和内
战完全是两回事。僧格林沁骑兵虽然不是英
法联军的对手，但进行内战的话，在北方依然
是最强大的。曾国藩并非不想搞骑兵，而是实
在搞不了，既缺乏人才，又难以解决经费，养
骑兵的费用是养步兵的数倍。当僧格林沁战
死后，曾国藩、李鸿章北上，他们一再上奏解
释自己的勇营步兵到北方作战时不具备僧格
林沁骑兵那种大开大合、快速机动的强悍战
斗力，要采用笨办法搞寨堡体系，通过挤压来
围剿流窜的捻军。僧格林沁死了，同治皇帝无
所依靠，只能答应曾国藩、李鸿章的笨办法。

就太平天国、捻军问题来说，那正好是世界
军事的现代化转折期，但也正是中国军事的近代
化转折期。绿营已经把太平天国损耗到了衰落状
态，偏偏太平天国回光返照，让绿营吃了个江南
大营被击破的败仗，满清只能让曾国藩的湘军来
接盘。八旗骑兵已经把捻军打击到了没有出路、
逃无可逃的地步，偏偏僧格林沁意外战死，失去
强有力的统帅，满清只能再让曾国藩、李鸿章北
上接盘。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一路西去进攻的
左宗棠才更显真英雄底色。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读史札记】

史景迁不了解清朝军事
□顾则徐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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