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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与一位刚大学毕业的
女孩谈起时下的爱情。女孩执意
要找富翁、找有钱人，最最不济的
也得门当户对。女孩说，没有经济
条件就没有爱情。不知为何，我突
然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我所念的书中，上世纪三十
年代是一个富于激情的年代，一代
有知识的年轻人都特别痛苦，纷纷
从家庭出走，渴望新生活，强烈地、
激情地反封建。他们追求个性自
由、恋爱自由。他们每个人都有一
部浪漫史，浪漫得叫现在的人羡
慕。现在，有谁能有这样让人销魂
的浪漫史？而且，随手翻翻那时的
畅销书，书中的人物个个反对婚恋
搞门当户对，反对讲血统，觉着人

生而平等，讲门第就不是新青年，
更不是觉悟的青年——— 哪像现在，
人人都觉得门当户对才能造就好
婚姻。连我这个向往那个年代的
人，在这个大势下也基本同意门当
户对有它的道理。想想上世纪三十
年代的觉新觉慧们，他们若是知道
我们现在这些心念，不知会怎样痛
心。他们苦苦奋斗，宣传新思想、新
文化，追求真爱，为爱情舍生忘死，
哪里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一代受
过教育的人，居然又将他们反对而
且为之痛心的东西“翻回来”，或者
说捡回来，老调重弹，小小年纪都
当起了高老太爷，一派霉腐味。他
们若是地下有知，听听现代青年搞
恋爱时的金钱与门第观念，他们会
急得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三十年
代的新青年们人人怀揣自由梦想，
走在细雨蒙蒙的小路上，在封建的
大背景下，他们飘零、孤独，但却一
直在挣扎奋斗，与那个罪恶的社会
抗争，与那些握有家族权力的老封
建们抗争。最叫人心向往之的是他
们恋爱的激情——— 每个人都是罗
密欧与朱丽叶，爱情为他们飘零的
身影投下浓浓的魅力。丫环出身的
四凤们与翩翩少爷为着富于人性
的恋爱理想天天准备着私奔———
现在，别说是丫环出身，就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打工妹，也休想找到

“觉慧少爷”。因为你不配，你是什
么出身呀，觉慧少爷又是什么出身
呀，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搁上世
纪三十年代，谁若这样说，你就算
与“时代”、与“前沿”、与“觉悟”永
远无缘了，你就是“高老太爷”，你
就会被“新青年”抛弃，个性自由的
队伍里就不会有你的位置。我常常
想，一代丫环——— 四凤们是多么幸
福呀，她们有幸生在上世纪三十年
代，与觉慧们为着恋爱自由难分难
解。若是现在，四凤这丫环连觉慧
的面都见不着，就算见着了，觉慧
也不会多看她一眼。除非四凤做了
三陪小姐，那时候，觉慧也只能在
夜总会与她相见，给四凤几百块钱
买个一夜春宵。想为爱情私奔，那
也只能是天方夜谭了。

曾经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给
了少女时代的我多少梦想，我只
羡慕四凤，想做四凤。我幻想着时
光倒退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就
是高老太爷家的四凤，为了爱情，
为了反封建，我与觉慧浪迹天涯，
前路是风，前路是雨，这都不怕，
只要有你。后来，我就种下了一个
心病，老是向往上世纪三十年代，
老是在恍惚间把自己当成了四
凤。有时在梦里也有这种情景，有
人喊我四凤，我茫然四顾：觉慧
呢？觉慧在哪里？

现时代已经没有觉慧了。年
轻女孩瞪着大大的眼睛说，现在，
觉慧已死。时风如此。年老的我喃
喃着，的确，往昔不可追。此时彼
时，何其天壤之别。

(本文作者为济南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作家)

罗斯福的遗产【放眼天下】

□刘亚伟

人们看到美国在世界舞
台上的形象——— 从上世纪的
朝鲜、越南、海湾，到本世纪
初的阿富汗、伊拉克，近来又
针对叙利亚和伊朗提出制裁，
会以为这是一个喜好穷兵黩
武的国家。而历史上的美国恰
恰相反，自美国立国以来，孤
立主义一直是美国传统的对
外政策核心。早在 1796 年美
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发表的

《告别演说》中就提出：美国
“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
分永久结盟”，不能把美国的

“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
运纠缠在一起，致使我们的和
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
夺、利益、情绪和反复无常的
罗网中去”。1 8 2 3 年，美国第
五任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
义”，发展了华盛顿宣布的原
则，提出欧洲任何列强“把它
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
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
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
美国决不卷入欧洲的纠纷中。
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关于建立
国际联盟组织的倡议，遭到国
会孤立派的猛烈攻击，最终挫
败了威尔逊加入国联的外交
努力。

二战爆发时，美国正处于

孤立主义情绪强烈增长的时
期，一个由参议员领导的调查
认为：1917年的远征欧洲，耗
费了美国人大量的鲜血和金
钱，既未使世界获得安全，也
未能制止战争再次爆发，甚至
连战争期间借出去的债款也
未收回。

1935年，墨索里尼进兵埃
塞俄比亚时，由于担心战火再
一次把美国卷进去，美国国会
连忙通过一个临时中立法案，
规定“美国对各交战国实行武
器禁运，为期半年”，把自己
的中立立场、孤立主义政策和
对欧亚两洲的混乱局面不闻
不问的决心，用法律的形式固
定下来。之后，国会又制定了
更加严厉的1936年中立法和
1937年永久中立法，前者规定
禁止向各交战国贷款，后者规
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
准武装美国商船。可以说，中
立法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关
于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立法。

随着二次大战爆发的可
能性与日俱增，罗斯福总统对
这种中立态度日益感到不安。
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发动
全面战争，罗斯福没有像以往
那样根据中立法宣布武器禁
运。罗斯福对此解释道：“如

果我们宣布了中立，情况又将
如何呢？日本固然不能从我们
这里购得任何军火，实际上它
现在也并没有购买军火。中国
则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英国
采购，经由英国、新加坡向我
们采购军火。毫无疑问，美国
军火今天正在运往中国。”

这大概是罗斯福最早公
开表现出来的思想转变。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
发，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
起抵抗，中国首都南京危急，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亟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
援助，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
的身份出访欧美游说。1937年
10月2日，胡适与驻美大使王
正廷在华盛顿拜会罗斯福，罗
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
国军队能否支撑过冬？胡适予
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

“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
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
断是非！”

罗斯福被来自日本的危
险彻底唤醒了，10 月 5 日，罗
斯福发表后来被称为“隔离演
说”的重要讲话，斥责“在当
今世界开始出现的恐怖统治
和 国 际 上 的 无 法 无 天 行
为”— —— 违反 条 约 、侵 犯 弱

国、没有事先警告或军事理由
轰炸平民百姓、煽动内战，使
无辜的毫无防御的国家成了
牺牲品。

这篇后来被称为美国历
史上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文献
之一的演讲，其中涵括的精神
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
接受，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反法
西斯同盟中最坚定的一员，导
致了联合国的成立以及二战
之后直到今天几十年国际和
平局势的出现。

这不是未经考虑的一时义
愤的爆发，而是罗斯福长期深
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他留给这
个世界最珍贵的遗产。上世纪
后半叶兴起的人类共同体意
识、地球村概念、全球化一体趋
势……都从罗斯福的思想中直
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启示。

但这篇影响深远的讲话
在当时几乎激起了所有美国
人的不满，罗斯福受到大多数
美国报纸的攻击，被严责为战
争叫嚣。罗斯福后来心有余悸
地对他的幕僚说：“这真是一
件可怕的事情，当你正试图带
领人们前进时，回头一看———
后面却空无一人。”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
独立学者)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
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
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
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
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
界殊。

——— 毛泽东《水调歌
头·游泳》

《水调歌头·游泳》写于
1 9 5 6年6月。1 9 5 6年是新中国
编年史上最好的年头之一，也
是毛泽东人生的鼎盛期。1956

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

系》的讲话，意在接受苏联的
经验教训，找出一条更适合中
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以此为指
导思想，1956年9月召开了党
的“八大”，实事求是地绘出
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
蓝图。

这首词写于“ 八 大 ”前
夕，从中可以看到领袖为国事
操劳、繁忙又从容的身影。本
来是在各地紧张地视察，却说
是“ 才饮长 沙 水 ，又食武昌
鱼”，似乎是在悠闲地旅游，
兼尝沿途美味。这个开头就把
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拉近了，从
而增强了全篇的亲和力和感
染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
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这

既是实写横渡长江的游泳活
动，又有象征蕴涵，自然地让
读者联想到毛泽东披艰历险
的战斗经历和“与天斗，其乐
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
人 斗 ，其 乐无穷 ”的豪迈 气
派，从而受到极大鼓舞。下文
关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必须抓紧时间的感慨，
只是作为诗人的个人抒情而
非号召，但对于读者却有巨大
感召力。接着写长江大桥“起
宏图”的施工图景以及关于三
峡工程的设想，也是作为普通
游览者的感受，而非领导人的
指示，却能唤起读者强烈的共
鸣。那时亿万中国人民怀着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的自豪和信念，在毛泽东的领
导下，为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
改变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
意气风发地日夜奋战。

在《游泳》中，毛泽东作为
诗人和读者心心相印，成了他
作为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关系的
写照。词中对三峡工程的想象，
引入又改造了“巫山神女”的神
话传说，突出了三峡工程的审
美价值，而隐去了它对于国计
民生的作用，这种写法是符合
诗词艺术的内在特点的。如何
按照艺术要求去把握世界和表
达世界，诗人和作家当从中受
到启发。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

曾国藩是特异环境中的产物
历史学家梁启超对近世

人物多有酷评，少有推许，可
他着实为曾国藩说了一大篇
好话。他称赞曾国藩“一生得
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
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
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
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
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
精进，卓绝艰苦，如斯而已”，
他对曾国藩的志向、趣致、性
格、胸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充
满了敬意。

以脾气古怪著称的大学
问家辜鸿铭对近世人物同样
是多有讥刺，唯独对曾国藩肃
然起敬，他曾说：“微曾文正，
吾其披发左衽矣。”其深层的
意思是，没有曾国藩，洪秀全
早已将中华文明扫地以尽。由
此可见，曾国藩存亡继绝，不
仅拯救了一个没落的王朝，更
挽救了中华民族的衣冠文物，
因而得到辜鸿铭的尊崇。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
承先启后的关键角色，他既是
清王朝的铁杆保卫者，又是它
的掘墓人。这话怎讲？湘军和
淮军的成功助长了地方军阀
的势力，最终使清王朝眼睁睁
地看着南方诸省纷纷独立却
无可奈何。曾国藩被后世史学
家封为“近代军阀的开山鼻

祖”，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时至
今日，一位关心近代史的读者
单凭个人好恶完全可以不喜
欢曾国藩，但也没办法回避
他、绕开他、忽略他。曾国藩身
上既有光明温暖的一面，又有
阴暗冷酷的一面，今人不妨将
他作为最典型的标本细加剖
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
之所以能够猛然振作，能够有
大抱负、大担当、大作为，都与

曾国藩这只“领头
羊”息息相关，他
将湘军做大做强，
开启了一道湖南
人才资源的大闸，
最终赢得“半部中
国近代史为湘人
写就”的盛赞。

曾国藩是近
代湖南一面 最 具
感召力的旗帜，这
么说，绝不是一句
讨巧的捧场话。现
代名将蔡锷具有
鲜明的民主政治
理 念 ，他 对 曾 国
藩、胡林翼的才智
和功业一直推崇
备 至 ，亲 手 编 辑

《曾胡治兵语录》，
加以评点，作为陶

冶官兵思想情操和提高军事
素养的教科书。他在序言中对
两位湖南先贤赞不绝口：“曾、
胡两公，中兴名臣中佼佼者
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
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
象，尚属非难。其所论列，多洞
中窍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
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
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袍列校，
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
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

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以往，人们受到极“左”的

历史观念误导，在政治立场上
心怀顾忌，不敢取正面的角度
去看待曾国藩，这情有可原。
如今，曾国藩走出了浓厚的妖
氛，成为了热门人物，世人的
态度再度裂变为二：一是依然
莫名其妙地鄙视他，依然人云
亦云地咒骂他，视他为近代阴
贼险狠、凶神恶煞的最高代
表；二是奉他为近代完人和圣
之时者，将他的《挺经》、《家
书》视作修身立业的至尊经
典。

应该说，这两种具有极端
倾向的态度均有失偏颇，曾国
藩既不是什么成色十足的刽
子手和卖国贼，也不是什么近
乎完美的英雄和圣人，他只不
过是那个时代环境中特异的
产物，你说他亦白亦黑、亦好
亦坏、亦忠亦奸、亦正亦邪，就
差不离了。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集大成者，至于他信守了
一辈子的那套正心、诚意、格
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儒家理论，是不是
契合了当代的先进文化，这
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
清楚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人生随想】

向往

上世纪三十年代

□于艾香

【读史札记】

□王开林

【毛泽东诗词赏析之四】

□吕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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