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百花文艺出

版社在北京举办新闻发

布会，推出“名家散文

书系” ， 知名文化评论

人、 散文作家韩浩月新

书《我要从所有天空夺

回你》入选书系，日前

该书已在各渠道与平台

上架。

《我要从所有天空

夺回你》是一本故乡主

题的散文集， 书名录自

茨维塔耶娃一首波澜壮

阔的情诗。 在诠释书名

时，作者这样认为：书名

里的“你” 是个虚指，可

以理解成，“你” 是一种

正在扩散、变淡、消失的

事物，所以“夺回” 这个

说法是一个姿态、 一种

愿望， 也是强烈的情感

释放。 全书共分为《望

故乡》《一个被撕成两

半的人》《远与近》《浪

潮来临》四部分。

作者用审视自省的眼光考察城市

生活中的精彩和迷惘，在不断思索的过

程中回顾自己的思考模式和情感表达，

描绘在历经种种摇摆和困惑之后，岁月

沉淀呈现出的安稳和踏实。 这是书是

作者长期积累之后的感悟与抒发，减去

了冲动急躁，增添了温柔和厚，言之有

物，韵味悠长。

该书的编辑推荐语这样写道，

“韩浩月的随笔融合思想性与时代

感， 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

他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都市化写

作倾向， 引领潮流的同时保证可读

性，《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 是一

本根植于故土，抽芽于都市，开花结

果于作者内心的冲突、自省和积淀的

散文集。 ”

《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是韩浩

月出版的第三本故乡主题的书。 前两

本分别是《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

出版于 2019 年的《世间的陀螺》一年

内加印多次，入选多个好书榜单，被称

为“年度故乡写作的一大收获” 。 《我

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 被作者认为是

自己以散文体裁写作的“故乡三部曲”

的终章。

在《我要从 所有 天空 夺 回你 》

中， 作者继续书写记忆中故乡的人

与事， 包括事无巨细的春节返乡日

记，少年朋友的动荡人生，家庭与亲

人之间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纠结 。 散

文集还收录了一些“故乡议题” ，韩

浩月以“出走半生” 之后的开放心

态找到与故乡相处的最舒适方式，

同时他以 “一名小镇青年的时代笔

记” 的视角，把故乡放置于汹涌的时

代大潮下打量 ， 让曾经模糊的故乡

在时代的“放大镜 ” 之下重新变得

清晰起来。

韩浩月表示：《错认他乡》 是写

一名出走者的迷惘，《世间的陀螺》

是写一名回归者的清醒，《我要从所

有天空夺回你》则是表达一名中年写

作者故乡认知的坚定。 他认为，命运

兜兜转转 ，人生层层叠叠，最让人喜

欢的，还是一个人面对故乡时，产生

了“山一般的忠诚、海一样的宁静 ”

的心态。

因为重获了与故乡相处的自由

感，韩浩月将新书称为一本“甜蜜之

书” 。在书店与网上与读者交流时，作

者发现很多人对于故乡、亲人都存有

无法言说的不解，而作为几乎完整经

历了所有困惑的人，韩浩月总是有迫

不及待想要与人分享的愿望，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文章，来消弭或者减少每

一位“被故乡撕成两半的人” 的不安

与悲伤。

《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 入选

的“名家散文书系” ，是百花文艺出版

社根植于深厚的散文传统积淀， 作为

散文书系优秀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扩

充，而推出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人

生、艺术、家国为主题展开叙事，就人

生感悟、艺术之美、审美与生命体验、

家国情怀与情感体认等问题进行分

析、描绘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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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书籍的海洋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 / 图

� � � � 走进李冬君老师书房， 眼前的景象让我顿时确定

了这篇访谈的标题———“文化的江山 书籍的海洋” 。

早就耳闻 16 万藏书的“蝜蝂齋” 大名。 去年居家画书

房时，特意请冬君老师发来“蝜蝂齋” 照片，一看傻眼

了，如此书海我该如何下笔，以致迟迟没能画出。 等疫

情稳定后，终于找个机会跑去亲自见证，坐在暖阳下，

安静地速写“蝜蝂齋” 一角。

如今的“蝜蝂齋” 已不是当初看照片时的样貌，这

批书大多运到他们在宁波慈城的书房了， 现在书架上

陈列的多为儿子刘涵宇的陶艺作品。

书架背景墙也别有一番风景。 每年春节，冬君老师

在书架墙上糊上一层宣纸， 然后， 刘刚老师在上面写

字，儿子刘涵宇在上面画画，再放上那些旧书和陶瓷。

一年又一年，一层又一层，生活的点滴记忆散发着独有

的气息。

刘刚和李冬君， 是让人羡慕的学

术伉俪，有着共同的学术理想，并合

力探索学术跨度，共同完成十二卷本

《文化的江山》。 这套脱离王朝中国

的框架，重构文化中国的通史著作虽

然还未杀青，已经在学术界和广大读

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刘刚和李冬君从本科同学开始，

大江南北一路携手。 在李冬君书房

“蝜蝂齋” ， 挂着一幅冬君老师五十

岁生日时，刘刚老师手书的大字：“自

由人天寿 独立者青春” ，大字上下并

录有刘刚老师写给冬君老师的情诗

多首。 此字此诗此情，让人羡慕嫉妒，

也感受到那份满满的爱意和幸福的

滋味。

绿茶：你们那一代人的阅读路径

是什么样的？

李冬君：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

候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 ”

（即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 有一个读连环画的

记忆很深刻，当时借了同学一本《智

取威虎山》连环画，结果给丢了。 哭

着跟我妈说，我把同学的书弄丢了。

后来我妈买了一本让我还给同学，

但买的这本是大开本， 我丢的那本

是小开本，书是同学姐姐的，她只要

自己原来那本。 没办法，我妈妈又去

给人解释， 然后赔了钱让她自己去

买。 这样，我就意外拥有了自己第一

本小人书。

绿茶：说说你们“新三届” 大学

生“最好的阅读时光” 。

李冬君：1979 年，我进入南开大

学历史系读中国史，和刘刚是同班。

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 的确是 “最

好的阅读时光” 。 在学校里，每天就

是 “教室———图书馆———食堂 ” 三

点一线，回宿舍只是睡一觉。 那时候

上课比较自由， 经常逃课躲在图书

馆里看书。 什么书都看，可谓是读书

恶补期。

绿茶： 你从文学青年到历史学

者，现在想来是什么感受？

李冬君： 现在想来一点都不后

悔。 因为史学训练特别棒，涉及各个

学科和门类。 尤其是老师让我们在读

书时抄卡片，本科几年抄了满满几箱

卡片，这大量的历史资料就是一位研

究者的基本训练。 后来，导师组织学

生们一起做“中国思想通史” ，这些

卡片都上交了，但那些年抄卡片的确

训练出很扎实的学术底座，让我受益

匪浅。 南开大学历史学泰斗郑天挺先

生说过一句话：“没有两万张卡片的

积累，不能写书。 ” 这应该就是南开历

史学的传统。

绿茶：您家书房叫“蝜蝂齋” ，有

什么说法吗？

李冬君：唐代柳宗元有一篇《蝜

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 行遇

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 刘刚说

我就是这样， 喜欢把什么都往身上

背，我说那就叫“蝜蝂齋” 吧。

我现在的书房就是流动书架，当

下在研究什么，就放什么书，便于我

取阅。目前大部分都是博物馆馆藏目

录， 因为我们目前主要精力都在做

《文化的江山》，这套书有大量图注，

这些博物馆图录就是重要的论证。这

些年，我们每到一个博物馆都买馆藏

目录，这些书特别贵又特别沉。

绿茶： 特别喜欢您这个斋号，我

也读过《蝜蝂传》，真是一篇精彩深

刻的文章。 刘刚老师的斋号叫什么

呢？

李冬君：刘刚有两个斋号，一个

叫榆木斋，这是我给他起的，我总说

他是榆木脑袋， 他说那就叫榆木斋

吧。 另一个叫万卷书屋，是他自己取

的。 这两个斋号现在都拿到慈城的书

房去了。

绿茶： 很好奇你们慈城的书房是

什么样子？

李冬君：这个说来话长了。 有一

年我在温州楠溪江做田野调查 ，结

束后， 古村摄影师李玉祥跟我们

说， 宁波有个慈城古镇特别好 ，问

我们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 那些年 ，

我和刘刚也对古村落很感兴趣 ，就

跟着去了。

让我们意外的是， 慈城古镇真的

特别好。

这个古镇地势像乌龟一样，最高

处乌龟头就是古代的县衙， 我们选

了乌龟肩膀位置的一处院子， 明末

重修的，书怕潮我们选了一个高处。

全部按我们要求重新装修， 还有现

代生活设备。 我们俩就在慈城住下

来了。

我和刘刚分别为古镇写了一本

书。 刘刚用手机拍遍了古镇每一个

角落，每一帧都像一幅莫奈的油画，

再为它们配上几百首诗，起名《莫奈

的诗曩》。我和李玉祥合作为古镇写

一本 《乡愁的天际线》， 李玉祥拍

照， 我写文字。 为什么起这个书名

呢？ 因为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天际

线，特别美。

古镇里有一个小学叫普迪小学，

我们一看，哇，这不就是当年柔石在

这儿教书的地方吗？ 柔石在这儿教

书的时候写了《二月》，后来改编成

电影《早春二月》，谢铁骊导演。 小

学是宁波籍的乡绅秦润卿发起创

办。 另一位作家巴人也曾在这儿教

过书。

更让我意外的是， 在慈城还看到

一个“进士录” ，在这里看到我们南

开大学的“校父” ，创始人严范孙的

名字，他就是慈城人。 说来也巧，我曾

给严范孙老先生写过一本传记 ，叫

《中国私学百年祭： 严范孙与私立南

开》。

《中国私学百年祭： 严范孙与私

立南开》出版后，得到南开著名教授

来新夏先生高度评价。

写了严范孙先生的传记， 让我对

南开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后来

干脆把张伯苓的传记也写了，书名是

刘刚起的，叫《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

与南开新私学传统》， 由几位老同学

合著。

绿茶：这么多年来，哪些书一直

跟着你们？ 哪些书对你们的学术研究

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冬君：先给你看一本书《文字

源流浅说》，作者叫康殷，是我们大学

时讲古文文字学的老师。 康老师很有

学问，还很会画画，这本《文字源流浅

说》中的字都是他画的。

我是做思想史研究的， 先秦诸

子是必读的。 《论语》《孟子》《荀

子》《老子》《庄子》等等，这里还保

留了一些。再看这些历代典籍，有《春

秋繁露》《盐铁论》《白虎通》《读通

鉴论》等。当然，二十四史更是我们学

历史的人必备的书，你看看中华书局

这套《史记》《汉书》……都还在，那

些年，为了买这些书不知道咬了多少

次牙。

商务的汉译世界名著的哲学和

史学部分，也是重要的学术参考。 还

有一套“中华近代学术文库” ，对我

的研究也非常有用， 我这套是老版

本，有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

革史》，金岳霖的《知识论》，贺麟的

《文化与人生》等等。

还有《曾国藩全集》和《鲁迅全

集》， 这两位对我们这代读书人的影

响可谓深远，绕不开的。 当然，还有胡

适。

那套《蒋百里全集》，蒋百里是了

不起的军事家，刘刚最感兴趣就是研

究他。 还有像《中国历代战争史》这

一类书， 也是刘刚书房里的主要读

物。 当然，他读得最多的还是西方古

典哲学。

绿茶：谈谈你们的大部头《文化

的江山》吧，目前进度如何？

李冬君：刚刚出了第六卷，第七、

八卷也已交稿。 这套《文化的江山》，

我们的规划是 12 卷。 几年前，由汉唐

阳光出版了上下两卷，那还只是个框

架，这次由中信出版的 12 卷本，是距

今五六千年的史前一直到新文化运

动贯通下来的通史。

我们的导师刘泽华教授是 “王

权主义 ” 的提出者，他们那一代学

者在史观传统中， 致力于王朝中国

的研究， 可谓是把中国传统史观研

究做到了极致， 所以， 我们的想法

是， 不能再按二十五史的传统继续

修史下去， 必须重建中国的历史逻

辑。 中国的王朝史， 不同时代的王

朝，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但为

什么中国的文明几千年不断， 这里

面的内在纽带到底是什么？于是，我

们跳出王朝中国， 去探求文化中国

的路径。

绿茶： 这么庞大的通史体系，您

和刘刚老师是怎么分工的？ 又是怎么

布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脉络？

李冬君： 我和刘刚的分工很清

晰。 刘刚是很有建构能力的，他喜欢

读大量西方思想书籍、 哲学书籍，把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大格局

中去探讨。 我们直到五十岁前后才把

这套体系建构完成，然后我参与具体

撰写。 综合来说，我们写《文化的江

山》，精神上秉持陈寅恪先生的“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行文承袭王

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诗性语言；

立场上有来自鲁迅先生的批判性的

成分。

李冬君：历史学博士，主要著作：《落花一瞬：日本

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

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

天际线》《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与战场》等。

刘刚：独立学术人，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12

卷，和李冬君合著）《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

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回到古典

世界》（以上均与李冬君合著）《中国史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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