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
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
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
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
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
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
神自传》，第二部《岁月沧
桑》又于2015年收笔，前后
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
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
国与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
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
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
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
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
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
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
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
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
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
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
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
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
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
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
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
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
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
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
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
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
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

“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
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
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
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
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
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
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
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
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
清理和总结。因此，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
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
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
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
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
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
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
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

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是
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
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
结历史教训。到1997年，就
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
想”。预计写七本书：“一，上
世纪二十年代：大学里的知
识分子——— 以北京为中心；
二，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市场中的知识分子——— 以
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
中的知识分子——— 以西南
联大、鲁艺 (抗大 )为中心；
四，一个特殊的年代 ( 1948
年 )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
子——— 从南京到北京的中
心转移；五，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
子；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时代的知识分子；七，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处于历史交
汇点的知识分子——— 中心
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

这个计划显然过于庞
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
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
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
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
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
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
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
中国”才是我真正兴趣所
在。历史的研究也是指向当
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
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
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
充当连接“鲁迅”与“当代中
国”的桥梁。研究当代知识
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
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

于是，就有了“知识分
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
这同时是我的“共和国历史
研究”的重要部分。此书一
出，我的共和国研究也就基
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
“ 起 承 转 合 ”的 结 构 的 。
《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
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
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

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
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
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
已孕育其中。《岁月沧桑》写
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
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
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
子的“改造”与“坚守”。而以

《我的精神自传》作“合”，则
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
层面的考虑：要写后毛泽东
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
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
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更
有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
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
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
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
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
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

“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
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
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
知识分子的本分。因此，我
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
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
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
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
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
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
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
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
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
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
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
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
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
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
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
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
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
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
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
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
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
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

“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
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
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
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
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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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日本，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中，看
着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
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很新鲜。低头看看马路，路面
非常干净，看不见飞舞的塑料袋、废纸，也看不到
其他垃圾，甚至路边连个垃圾桶也看不到。他们为
什么连个垃圾桶也没有呢？人们的垃圾往哪里扔
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日本人的垃圾
处理方式有了了解。我入住的东京大学国际公寓
是专门给国际访问学者和国际留学生提供住宿的
地方。入住的第一天，公寓的管理人员领着我看房
子，在一一交待了房间里的各种设施后，又特地交
待了进门后鞋柜上放的两种不同颜色的塑料袋，
告诉我黄色的袋子用来装塑料垃圾，红色的袋子
用来装纸张等易燃烧的垃圾。然后领着我来到楼
下门外一个小平房，打开门，告诉我将垃圾放到这
个屋子里，且要分类来放：罐子、瓶子、塑料、纸张、
生活垃圾，分得非常细，每周会有专门的车辆来进
行收集处理。日本人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这样做，既环保卫生，又能够废物利用。日本人有
一个好习惯，在外出时随身携带一个塑料袋或纸
袋，如果有了垃圾便放入这个袋子中，而不是随手
扔在某处。正因如此，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很难见到
一个垃圾桶，但路面上却非常干净。

日本比中国早一个小时的时差，我在这儿醒
得也特别早。清晨，我来到马路上散步，清晨的阳
光透过白云投射到地面上，给人一种清新润泽的
感觉，空气中浮动着一种沁人的清香。马路上行人
稀少，偶尔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会儿骑一会
儿下，在路边的草丛、树丛中寻找什么东西，走近
了一看，是一位没穿工作服的环卫人员，他一手提
一个塑料袋，一手拿一只长长的铁钳子，将遗弃在
路边的废纸、塑料袋等垃圾捡到袋子中去。打眼望
去，他那不大的袋子中收获有限。后来，在其他地
方也见过日本的环卫工人，他们身穿工作服，手里
用的是比较原始的打扫工具——— 扫帚，打扫的主
要是从树上掉下来的黄叶子、枯树枝。

日本是一个岛国，其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因此
日本人就养成了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
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俭、杜绝浪费。这种忧
患意识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气质和国民素质。而
我们向来以地大物博而自豪，实际上如果按人口
比例来算，中国在世界上真算不上地大物博。“地
大物博”固然增长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但也给我
们带来一种错觉，于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浪费
严重，产生了大量垃圾，不仅浪费了物质资源，而
且严重破坏了生存环境。近些年，我们对垃圾的处
理虽也有了很大改进，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路边虽有垃圾
桶，但垃圾桶周围垃圾遍地；垃圾桶虽然有分类标
志，但不同分类的垃圾桶里的垃圾却并没有分类。
这说明，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我们的国民意识
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实际上，物质与精神密切相关，在如何看待处
理物质垃圾上往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
素质修养。日本人在管理好物质垃圾的同时，也能
够管控好精神垃圾，因此，无论是在公共汽车、地
铁里，还是在其他公共场合，日本人很少大声喧
哗，也很少有不文明的行为。

古人云，仓禀实而知礼节，意思是老百姓家里
富有了，就会讲文明、有礼节。可见，一个人是否有
礼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是否富有是密切相关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日益富强，中
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许多有
了钱的中国人或者在国内旅游，或者走出国门旅
游，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随处可见。但在这些新
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负面的事件，中国游客
在国外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甚
至吵架，更有甚者在机场打骂公务人员。从这些负
面新闻中，我们看到在物质上富有了的国人在精
神文明上仍有待提高。

看到这些新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向来以文
明著称的我们何以会如此？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在
起作用呢？如果静下心来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则
不难发现其事出有因。通过小小的“垃圾”，我们可
以看到一个人的素质修养，同样也可以看到一个
国家的国民素质修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养
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提高自己的素质修养，那
么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修养也就会在整体上有很
大的提高。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我为什么要写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
□钱理群

【文化杂谈】

本文系钱理群为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作的总序。继《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
自传》后，三部曲的终卷《岁月沧桑》已于日前出版。钱理群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
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人，以他们在1949年至上世纪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
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解读他们在时代大转型中的投入、挫折、困惑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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