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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警察备受敬畏，很有权威。过去在电
影、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警察在我脑中形成了一种印
象，大致是：全身披挂(枪支、警棍、电筒、皮尺、对讲
机、警报器、大警徽、警腰带、大钥匙、手铐包等等)，
个头偏高，年龄偏大，身材偏胖。曾见一中年警官奋
不顾身地追赶一青年黑人逃犯，到逮住他、铐上手
铐以后，自己已是满头大汗，趴在地上喘气，好久才
挣扎着起来。但到了美国，亲眼看到和接触美国警
察以后，才知道他们大多是年轻、颀长、英俊的帅
哥，仪表堂堂，目光炯炯，却也和蔼可亲。美国警察
需要在严格守法的条件下制服来自世界各地的种
种罪犯，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美国警察也蛮儒雅。有一次我迷了路，问一巡

逻至此的警察，他见沟通有困难，马上打电话给一个
懂华语的同事，让他帮忙指引我，他这时进到汽车给
我画了一张路线图，出来又交给我。我很感激。还有
一次，我送外孙女去学前班时，孩子调皮，藏在停车
场里，我找不着，急得张皇失措，去找老师，老师找主
任和校长，校长立即找警察，并安慰我。随即警察局
通知附近的警车搜索，此时几位校领导和老师一起
紧张地汇聚在校门口等候消息。5 分钟后，校长即告
诉我已经找到了。原来孩子自己往家跑，迷了路坐在
电线杆下哭，警察下车把她抱回来了。警车开到校门
口，大家鼓起掌来，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抱着我外孙女
下来，孩子扑向我时，我不禁老泪纵横。我把手机打
给女儿，让她感谢那位警察。他笑嘻嘻的，有些腼腆
地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送还我手机时，还用手巾仔
细地擦擦盖面，又进车里找出一辆印有局徽的玩具
汽车送给我的小外孙女，然后才说拜拜。

美国警察从容镇静。很少听见他们大声叫喊。
他们逮住一个犯罪嫌疑人时首先就是把他摁倒在
地，将他反铐(动作快速，技巧纯熟，水平专业)，只要
一铐住他，警察就不慌不忙地问起来，态度甚至很
和蔼，而那些嫌疑人一看警车来到，一听对他喊话，
立马停车、下车，甚至抱头蹲地或举起双手，十分配
合地回话或就擒(因为你要反抗、对抗或逃跑，警察
有权将你击毙)。在电视新闻上我看见一个警察逮住
了一个衣着体面的人(他在公园的水池子下捞游客
扔进去的硬币)，他马上趴下，警察从他的裤口袋里
搜出了一大把各色硬币放在警车盖上，钱币没收，
教育他一顿后，拍拍肩就把他放了。可不久在另一
个公园，这个倒霉的捞币者又被巡逻至此的同一个
警察逮住了。警察问他为什么又干，他苦笑着答曰，
我一看见钱就控制不住了。这回是重犯，警察毫不
客气地铐上他押上了警车。

美国警察不但管治安，也管预防和教育。我在丹
佛的外孙小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劝人不要吸毒的
内容，得了第一名，当地的警察局长带着几个警官到
学校给孩子发了奖、照了像。但美国警察有时候管得
太宽。我女儿曾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单身华人
妈妈有一个 17 岁的儿子。一天她儿子晚上 12 点要出
去，她认为太晚了，就把他拽了回来，回来后她儿子
给同学打了个电话并说了此事，结果同学的母亲就
给警察打了电话，几分钟后警察就敲门，把这个单亲
妈妈拘留了一个晚上。后来，社会工作者就把这个母
亲告上了法庭，法庭对她从大学起的很多熟人进行
了查证以证明她是否有家暴，搞得她说“不想活了”。
这种不近人情的事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
的。人权和亲情会是这么对立的吗？

在街上是不容易看到警察的，他们都是坐在车
上巡逻。如果你开车闯红灯、超速，又不听令停车，他
们会尾随在后面，直到你下车时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不听你的任何解释，只是给你罚单让你自己去交钱。

我到纽约时特地去看了 9·11事件中被毁的世贸
大楼遗址，看到了冲进爆炸中的大楼抢救伤员而牺
牲的 100 多名消防队员的遗像(包括消防局正、副局
长在内，那次事件中共有 343 名消防警察牺牲或失
踪)，旁边堆满了鲜花，悼念者络绎不绝。我在那儿伫
立了一会儿，想起上世纪 50 年代抗美援朝时，一位小
学老师对孩子们说，美国兵都是少爷兵，在战场上长
官一喊“卧倒”，他们先要看看地上有没有狗屎……

曾经听一个留学生说过，他因违反交通规则
接到警察罚单时诉说自己收入低，请求减少罚金。
警察回答他说：在美国，没有比警察收入更低的。
我怀疑他的话。警察在美国不会是低收入，美国警
察中也有败类，但他们确实有真本事，很让人服。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

【域外走笔】

美国的警察
□宋遂良

文章的力量来自“你知道什么”
——— 怀念夏志清先生

□黄万华

2013 年的最后一天，忽闻夏志
清先生驾鹤离世。这位被王德威等
人称为“总也不老”的老顽童，给后
人留下了很多故事。2006 年，85 岁
的他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记
者访问他，他说自己“好像在做新
娘子”。2009 年春节，他染病入院，
一度靠机器呼吸，插管进食，还以
笔谈方式与护士开玩笑；转了三个
医院才平安，他说自己“比以前还
健康，照常看书、读杂志、讲笑话”。
现在想起他，就想起他说过的话：

“读书要趁年轻，但读书多了，会变
成书呆子，还是要尽量保持活力和
幽默。”这也是夏志清的夫子自道。

上个月，在深圳大学参加海外
汉学视野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会议，我专门谈到了夏志清。上个
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一批
出国留学的学者因为中国局势的
变化，未能如“五四”学者那样学成
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开启了海外
文论的重要流脉，他们中卓然成大
家者，颇有人在。1921 年生于上海
浦东的夏志清毕业于沪江大学，
1946 年随长兄夏济安(白先勇等大
学时的恩师)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
助教，适逢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
长，支持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夏志
清由此留学美国，1951 年在耶鲁大
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开始他的
学术生涯。1961 年完成《中国现代
小说史》，翌年转往哥伦比亚大学
任教近三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
研究的巨擘。

夏志清说过：“文章的力量来自
于 what you know(你知道什么)。”他
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这半个多世
纪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史之一，致力
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谁也无
法回避对它的参照、借鉴、反思。《中
国现代小说史》的力量正来自于夏
志清认真细致阅读作品、坚持文学
的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从真正好
的作品中学习”。《中国现代小说史》
问世不久，曾遭到东欧著名汉学家
普实克的批评，这种批评反而使人
注意到，夏志清的海外研究延续了
中国文论的传统。

1943 年秋，还在上海沪江大学
就读的夏志清在宋淇家中见到钱

钟书夫妇，此时，《围城》等尚未问
世，而夏志清求教于钱钟书的是学
问之道。多年之后，夏志清的《中国
现代小说史》被钱钟书赞为“文笔
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
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
不特名世，亦必传世。”这一知己之
见中所言“识力之定”、“文笔之雅”
正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境界，文学批
评家的重要职责就是以己之慧眼、
胆识发掘“与众不同，能结合艺术
与生命”的作家作品，而其对作品
的阐释，是以其“文笔之雅”体现出
来的艺术与生命的再创造。《中国
现代小说史》问世于 1961 年，在世
界冷战意识形态的年代，《中国现
代小说史》的石破天惊之处就在于
夏志清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
张天翼等作家创作的发掘，这种发
掘通过夏志清对他们作品精美的
解读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志清的
作品解读不只是来自于新批评、细
读法的影响，更立足于他在母语阅
读中对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作品
的深切体悟，而这种体悟在非中文
母语的外国汉学者中是极难产生
的。所以，尽管普实克研究现代中
国文学也下力甚深，但夏志清那样
的母语细读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研
究中，相反，他尽管信仰左翼意识
形态，但其研究有着西方结构主义
方法的影响，他会从这种文化背景
上追求文学研究的客观性，而认为
夏志清的细读是主观化和非科学
化的。

在我看来，夏志清的中国文学
史研究的意义恰恰在此。之前，各
国汉学研究都产生在各国自身文
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形态的语境中，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海外
华人学者的成气候，一批在海外华
人学者培养下成长的汉学家开始
活跃于汉学界。夏志清自己执教哥
伦比亚大学 29 年，“作育英才无
数”，其中被称为“夏门四大弟子”
的狄华斯根、何谷理、耿德华和齐夫
斯都是当今美国汉学家。海外华人
学者在自己母语阅读语境中养成的
学术素养、眼光，使他们对中国作
家、作品有更多更真切的感受，其对
海外汉学的影响是这半个多世纪来
世界汉学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上
世纪五十年代的张爱玲即便在香
港、台湾也不太被人所知，她自己也
遁世。当夏志清读到宋淇寄来的香
港盗版张爱玲作品，其母语感受力
使他一下子发现张爱玲作品的隐喻
之好，在小说史中辟以专章，推崇张
爱玲为“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
作家”，此后，张爱玲才真正为文学
史所重视，而夏志清也开启了中国
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性传统。这一
传统至今影响深远，而它是非华人
学者难以开启的。

夏志清个性快人快语，写文章
痛快、讲真话，读者读来也痛快。他
离开以后，人们会因为这，长久深
切地怀念他。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耐心和耐性
□刘志勤

有一次和欧洲朋友聊天，他
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人似
乎都没有耐心，做事非常着急，而
且总是急不可耐。为此他列举了
许许多多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现
象，例如坐车不排队、开车乱穿行
以及中国式过马路等，都成为这
位朋友的旁证。他滔滔不绝说了
有半个小时，看我一声不吭，急得
他站起来直转圈。我看着他笑了：
你说了半天中国人没有耐心，我
看你才真的缺乏耐心呢！我不着
急回答，就是要看看你的耐心到
底有多少。

这位朋友又问，“耐心”究竟
是用“多少”还是“多大”来衡量计
算？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忍耐文化
包含“耐心”和“耐性”两大类。耐
心可用“多少”来衡量，而耐性则
要用“多大”来计算了。

其实这位欧洲朋友说的是对
的：中国人的耐心有限，甚至很没
有耐心，做事绝对是急性子。这个
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随时
随地都可见到缺乏耐心的举止和
表现。飞机降落没停稳，就有不少
没有耐心的乘客站起来拿行李等
着冲锋陷阵。明知不可能第一个
下飞机，但他就是等不及，问他为
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就是
缺乏耐心基因的缘故，让人们常
常做出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举止。
人们习惯于用节奏快、压力大做
借口，使中国人原来就不太耐心

的特点得到充分的释放；传统文
化保留的一些矜持的优雅风度，
也逐步被匆忙和急速所取代。然
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个表面现
象，并非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

中国有关“忍耐”的文化穿越
时空千年，尽管表象常有不同，其
实质却从未发生过变化。中国人
有着和世界其他国家文明不同的

“忍耐”史，就是因为中国人有着
“耐心”和“耐性”的双重特性：耐
心略显不足，耐性却悠悠漫长。在
中国文化习惯中，耐心是指短时
间内的表现，也可能是发生在瞬
间的表现。而如果是放在历史长
河中来看，中国人的耐性却是超
强的，否则也不会有漫漫五千年
的历史。中华文明、华夏精神也许
正是得益于中国人特有的耐性，
才能在历经战乱、天灾人祸、外国
列强凌辱欺压之后，越发坚强和
坚忍。所以说，耐心是性格使然，
表现的是人心；耐性则是品性使
然，体现的是人性。

在中国的文化中有太多的有
关耐心和耐性的描述。如“一夜暴
富”往往是毫无耐心的人所做的
白日梦；也有“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心急吃不着热豆腐”表示凡
事要成功就必须有足够耐性，毛
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说明耐性
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

我们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是英
语中的耐心这个词 patient ，而这

个词却也是病人的意思。我问过
许多英国朋友，为什么这两个词
会用同样的拼写字母，是否有什
么故事？但是，至今没有人给出可
靠可信的解释。或许，耐心就是个
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或许说，耐
心正是治愈疾病的唯一良药，这
和中医原理甚为相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
会遇见耐心和耐性之间的碰撞和
冲突。开车的人在斑马线面前缺
乏耐心，而步行者在红绿灯前面
又显得耐性不足。有的司机面临
交通拥堵，急不可耐，强行超车，
结果追尾；刚才是没耐心，等不得
半分钟，但是追尾后反倒有了足
够的耐性等候处理；更多的时候
是看到一些人发生矛盾，缺少沟
通的耐心，急于压服对方，结果引
起暴力冲突，招来牢狱之灾，只好
用耐性来度日如年。

中国的灿烂文化中有很多关
乎耐心和耐性的文学著作。《水
浒》是关于一群最无耐心的草莽
英雄的作品，他们只是追求战术
上的一时痛快，缺乏耐性，最终大
败；而《三国》则多是介绍以耐性
兴邦立国、有着战略眼光的智慧
型人士。所以，民间有人说：心急
的人爱看《水浒》，性慢的人爱看

《三国》。我的中学老师对我说过：
要想磨掉急性子，就去读《三国》。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
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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