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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遵命晤談，以結文字因緣，亦杜詩所謂「蓬門今始為君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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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多，如發行鈔票多，貨幣反而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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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走進「錢學」
—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

今年（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 110周年。一位朋友在

病中與我通電話，建議我把這些年來所寫的有關錢先生的文字

彙輯成集，以作紀念。我十分猶豫。我和錢先生相識相交算來

共有 38年：前 18年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跟

隨他治學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棄愚鈍，對我的成長花費不

少心力，他是我學術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後 20年雖分隔京

滬兩地，仍不時請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壽之際，理應奉上一瓣

心香。然而，自審已經發表的文字，對錢先生的人生經歷了解

不深，對他的學識涵養、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門徑，好像一份

不合格的作業，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經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項目「錢鍾書與宋詩研究」，雖已結項卻未成書；打算撰作的

《錢鍾書學術評傳》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對先生。但畢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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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炙於先生者，至今日已為數不多，我還是有向年輕學子述說

自己感受的衝動，似乎也是一種責任。

本書內容大致包含錢先生其人、其事、其學三項，釐為四

輯：第一輯涉及生平經歷和日常學者風範，第二輯記述與學術

有關的事件，第三、四兩輯則關於「錢學」，又大致依《宋詩選

註》《宋詩紀事補正》《錢鍾書手稿集》幾部著作為重點展開，尤

傾力於《手稿集》的研讀，特立專輯，內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學，

兼及唐代文學。為便於讀者閱讀，每篇均增設若干小標題，以

醒眉目。這一設計希望能使原先零散無序的文章，略具條理性

和系統性。各輯分類容有不當，錢先生的人生本來就是有學術

的人生，他的學術又與生命息息相關，是不容截然分離的。

這次編集，除了文字的修訂外，我新寫了此篇《自序》《讀

〈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及兩則附記，都是近年來縈繞腦際的

問題。衰年作文，既力不從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讀者的

「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輕朋友當面對我說：「你寫的有關錢先生文章是『仰

視』，我們則認為應該用平視的視角。」我欣賞他的直率，更佩

服其勇氣。我也聽懂他話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隨意拔高，二是

力求敘事真實。這確應引以為戒。我曾作過一次《記憶中的錢

先生》的講座，題目是主辦方出的。這個題目，錢先生在世一定

不能認可：他既反對別人研究他，又對「記憶」做過調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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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

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寫在人生邊上〉和

〈人．獸．鬼〉重印本序》，《錢鍾書集》之《圍城 人．獸．

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魯迅也寫過回憶

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說：「這十篇就是從

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

這樣。」魯迅的「現在只記得是這樣」，不失為可以踐行的一條

原則，也不算違背「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吧。本書所記不少是我

親見親聞，自信力求真實，即使是傳聞之事，也經過一些考查。

至於「仰視」云云，則情形比較複雜。我不能花兩個星期溫一遍

《十三經註疏》；不能看過宋人三百多家別集，一一做過筆記；

不能讀遍明清人別集（錢基博《〈讀清人集別錄〉小序》中言：

「余父子集部之學」可與錢大昕史學「後先照映」）；不能按照

圖書館書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閱讀；更不能留下多達四十幾

卷的手稿集……僅此數端，「仰視」視角自然形成。裝作「平視」

甚或「俯視」，不是太不自然了嗎？當然，不要因「仰視」而影響

論析的客觀性、科學性，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 2006年白露節，一位研究宋代文學卓有成就的朋友給

我來信，鄭重而認真地對錢先生學問提出全面質疑。信函多達

四頁，暢所欲言，略無避諱，「自來與兄坦誠相見」，令我十分感

動。他講了六點意見，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是錢先生只是資料

羅列，知識堆積；二是缺乏思想，更無體系，「縱觀全部著述，



自序：走進「錢學」

004

沒有系統」。這兩條實是互為表裡、互證互釋的。我一時無力作

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後所寫有關錢先

生的文字中，內心始終懸着這兩條，循此而與他進行討論和探

索，只是沒有明言罷了。這次編集本書時，我躊躇再三，決意全

文公佈錢先生給我的一封論學書簡和兩份學術檔案，也是為了

繼續討論和探索這兩個問題。

1984年秋，我應日本東京大學之邀，去該校授課。離國前

曾去北京教育部辦理手續，並向錢先生話別，談了一個上午，主

要內容一是日本學者的中國學研究，二是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柳

如是別傳》（錢先生對此書做過評註）。他告誡我在外面不必過

於謙抑。我到日本後，除授課外，主要精力放在去各大圖書館

訪書。原以為不會有多大收穫，不料偶然見到兩種中土久佚而

仍存彼邦的我國古籍：一是《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

譜》，二是《王荊文公詩李壁註》（朝鮮活字本）。我寫信向他彙

報，他習慣性地誇獎幾句後，即寫下一大篇關於不要迷信資料、

死於句下的文字，是有關資料與研究辯證關係的極重要的精闢

論述，也可以視作對他某種質疑的一次回應。他說：「學問有非

資料詳備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資料詳備而已可立說悟理，以後

資料加添不過弟所謂『有如除不盡的小數多添幾位』（《宋詩選

註．序》）者。」資料是研究學問的前提和基礎，這是毋庸置疑

的；但不必迷信資料，片面貪多務得，成為資料的奴隸。他接

着講了兩個親歷的故事：一是他論述《老子》中神秘主義基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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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不「求看」新出土之馬王堆漢寫本《德．道經》；二是參觀

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出「我亦充滿驚奇，驚奇世界上有那麼多我

所不要看的書」之歎！沒有博覽群書、海量閱讀的底氣，這番驚

駭現場的豪語就會變成狂言了。「雖戲語，頗有理，告供一笑。」

在研究工作中理應詳細地佔有資料，但切忌買菜求益，唯多是

求，這個「理」是嚴肅認真的。然而，信的末尾，他又筆鋒一轉，

告我新本《談藝錄》即將問世，「偶檢存稿」，發現「可增刪處往

往而有」，至少論但丁和梅堯臣兩處應分別補充意大利人博亞爾

多和蘇東坡的相關材料。足見念兹在兹，資料是基礎和前提這

條根本法則是不容動搖的，重要的是實現對資料的自主佔有和

駕馭。

粗讀錢先生的著作，總會感到引證繁複，不免目迷色眩，

但細加覆按，他的排列和選擇是有內在理路的。《宋詩選註》的

註釋精博富贍，乃他人不可及之處，卻被稱為「挖腳跟」，實在

是種誤讀。他送給我該書 1962年再版本，我曾與初版本加以對

勘，光是詩例引證一項，至少有三種形式：一是按時代順序排

列，有些平列感；二是從比較中點評各個詩例的特點；三是引

例後發表大段議論。尤其是撤換了大量例證，個中原因，實堪

玩索。僅舉開篇鄭文寶《柳枝詞》「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

過江南」兩句，他先說此詩很像唐韋莊的《古離別》，但比韋詩

「新鮮深細得多了」，這是講承前。接着講啟後：周邦彥《尉遲杯》

詞是整首改寫鄭詩，石孝友《玉樓春》把船變為馬，王實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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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記》把船變為車，陸娟《代父送人還新安》又把愁和恨變成「春

色」。尤其令人尋味的，刪去初版蘇軾等六個詩例，那些詩例也

是披沙揀金、辛苦搜集到的。這只能說明，資料在錢先生手中，

是自由挪捏、依理驅遣的活材料，而不是死於材料之下，這才

是對資料的正確態度。

錢先生說，獲取資料是為了「立說悟理」，從資料到知識，

再到思想和體系，應是研究工作的一般進程。匡亞明先生主編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有個重要主張，凡是對人類文化作出傑

出貢獻的人，必有傑出思想甚或思想體系，因而他不僅收入傳

統意義上的「思想家」，還收入眾多舊時只能進入「疇人傳」的自

然科學方面的傑出人物。他在叢書「總序」中作過深刻的說明。

錢先生存世的文化遺產可謂洋洋大觀，怎麼成了「縱觀全部著

述，沒有系統」的思想碎片的彙集？這是我的困惑和焦慮。我在

悼念錢先生的《記憶的碎片》中寫道：

（錢先生）沒有給出一個現成的作為獨立之「學」的理

論體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紛呈卻散見各處，注重

於具體文藝事實卻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經過條理化和

理論化的認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體認和領悟，也才能

在更深廣的範圍內發揮其作用。研讀他的著述，人們確

實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統一的理論、概念、規律和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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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個互相「打通」、印證生發、充滿活潑生機的體

系。感受不是科學研究，我無力說個明白。

這段文字寫於錢先生逝世後第三天，似乎給我自己定下了一個

努力的目標。雖然也作過一些謀劃，然而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

制，大都未能完成，愧悚不已。也曾試圖從《宋詩選註》的「四

種讀法」、由《容安館札記》梳理錢先生的南宋詩歌發展觀、「晚

唐體」是把握南宋晚期詩歌風格的核心概念等個別角度展開討

論，都未能從全局上解決問題。

我想可以擴大思路，從多種角度去探討所謂「體系」問題。

這裡提出一個錢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觀點的交集問題，

或可從中抽象出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陳先生長錢先生整整二十歲。吳宓先生在清華工字廳提出

的「陳錢並稱論」，其着重點在於極度推重錢氏，若推測當事人

的內心反應，陳先生或許一笑了之，而在錢先生那裡，則可能頗

為微妙。後來學術界逐漸發現兩人學術觀點多有差異（主要是

錢質疑陳），但出於對他們的尊重和禮貌，並未展開討論。近年

來討論才熱烈起來，形成了「陳錢異同論」這個極有學術價值的

議題。本來，展開平心靜氣的學術爭辯是正常的現象，大學生

時代的錢鍾書就富於挑戰權威的精神，與周作人關於新文學源

流的爭論，就是著名的事例。他還在暑期夜晚納涼時與父親錢

基博先生論爭陳澧《東塾讀書記》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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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問題，父崇陳而子重朱，往復幾個回合，最後以陳為經生之

書、朱為烈士之作而勉強取得一致。（見錢基博《古籍舉要序》）

我在復旦大學講授宋代文學，也戲向學生出個論文題目「當朱老

遇到錢老」：朱東潤先生推重梅堯臣和陸游，為他倆各貢獻了三

種著作，錢先生的《談藝錄》等著作卻對梅、陸多有苛評，其間

的區別大概也有志士和才子不同立場的投影吧。陳先生和錢先

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學術取向，乃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

區別。作為歷史學家，陳先生觀察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歷史」，

「詩」也是史料，於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成為他倡導並運

用成熟的研究範式；錢先生卻在「打通」的基礎上，強調「史必

證實，詩可鑿空」「史蘊詩心」，甚至想寫一部哲學家的文學史，

由此形成他若干一以貫之的思想原則。

我這次編集本書時，全文收入錢先生給我的兩篇審稿意

見，一論韋莊，一論唐詩，卻不約而同地向陳先生發出質疑，

就包含上述內容。

我的《韋莊與他的〈秦婦吟〉》一稿，討論對象是向迪琮先

生所編的《韋莊集》。錢先生說，此書「始託『詩史』之名，藉以

抬高韋莊」，「抬出與杜『詩史』並稱」，韋莊一生「崇奉」杜甫。

這裡「崇奉」「抬高」「詩史」三個關鍵詞，其實都或明或暗地針

對陳先生。錢先生明確寫道：「憶陳寅恪先生《秦婦吟箋釋》即

以『浣花名集』為韋崇奉杜之證……同一捕風捉影，文學批評

中之『考據』必須更科學，更有分析。」這是迄今所見錢先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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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點名批評陳氏的文字，且係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審稿意

見，應屬半公開性質的。錢先生對陳氏「崎嶇求解」（張載語，

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的歷史考據方法的非議是不假諱

飾的。陳氏《韋莊秦婦吟校箋》（見《寒柳堂集》）中論定《秦婦

吟》「為端己平生諸作之冠」，又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

十字評賞之，可謂「抬高」之至。而錢先生在《容安館札記》第

789則卻又詳細指摘此詩藝術上缺失之處，如「支蔓失剪」「詳略

失當」，結尾「令人悶損」等（參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容

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兩者對照鮮明。至於「詩史」一語，錢

先生從根本上加以擯斥。《管錐編》第四冊第 1390頁云：

蓋「詩史」成見，塞心梗腹，以為詩道之尊，端仗史

勢，附合時局，牽合朝政；一切以齊眾殊，謂唱歎之永

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詞。遠犬吠聲，短狐射影，此又學士

所樂道優為，而亦非慎思明辯者所敢附和也。學者如醉

人，不東倒則西欹，或視文章如罪犯直認之招狀，取供定

案，或視文章為間諜密遞之暗號，射覆索隱。一以其為實

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經；一以其為曲傳時事，乃一

代之皮裡陽秋。楚齊均失，臧穀兩亡，妄言而姑妄聽可

矣……苟作者自言無是而事或實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實

無，爾乃吹索鈎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

此者，然在談藝論文，皆出位之思，餘力之行也……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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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致知，開宗明義曰：「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盡自經驗

出」，此言移施於造藝之賦境構象，亦無傷也。

詩是詩，史是史，兩者雖可用以互證，卻各有其本質屬性，不容

混一。於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區別，大暢其旨，具見錢先生

着眼所在。在《宋詩選註．序》中，他又有一段論述：

「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

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

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

司光透視裡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陳先生是否有對「詩史」的直接論述，待考。但錢先生此處所

言，彷彿都有其影子在。陳先生論《長恨歌》，於賜浴華清池那

段絕妙好辭，指責時間不合，應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時節」，

且「其旨在治療疾病，除寒祛風」，而非「消夏逭暑」；於「六軍」

謂數字不合，考當時唐皇室軍隊實只有四軍；於「峨眉山下少

人行」句，又謂地理有誤，唐明皇未行經該地，但此例尚「不足

為樂天深病」，算是網開一面；而華清池之長生殿，乃「祀神之

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這就是白居易的「失言」

了。（均見《元白詩箋證稿》）錢先生所談的「吹索鈎距，驗誠

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用愛克司光透視人體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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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不免令人聯想到陳先生的身影。錢先生批判「詩史」概念，

對他與陳先生在詩學觀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了深刻的闡述。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一例。

我在《唐詩選．前言》中，從士族、庶族的社會身份分野，

論述唐代進士科「以詩取士」，進而探討唐代一般詩人的社會

身份，以及唐詩繁榮原因，都深受陳先生論史的影響。以門閥

士族和寒素家族的對立論史，是他史學的基石，近年出版的萬

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全書即以此為中心線索予以論述。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中，陳先生寫道：「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

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

宜有此卓識。」而牛、李兩黨，其社會身份即各為「庶族新興階

級」和「門閥世族」，牛黨所重「科舉」即特指進士科，李黨所重

「門第」即世家大族。陳先生很少在著作中稱引當世學者見解而

自重，此處乃為特例；且推重為「卓識」，無疑也是對己說的自

信和自許。對於這個陳先生自以為「卓識」的見解，錢先生卻表

示異議。他在審稿意見中寫道：「……與鄭覃事合觀（抬出《詩

三百篇》來抵制文宗「詩博士」之舉），便知仇視『進士』不僅是

世家子弟反對選舉，還包含着自周、隋以來經學對詞章的仇視，

即『儒林』對『文苑』的仇視（在宋如道學家之於詩文人，在清

為考據家之於詞章家，在現代歐美如科學家之於人文學家，所

謂『兩種文化之爭』），此點文中不必詳說，但措辭須稍減少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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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除非能證『明經』派都是貴族世家。韓愈《答殷侍御書》可

以一讀。殷即殷侑，大經學家—足徵『進士』和『經書』是兩

門學問，但『進士』與『明經』不一定是出［於］兩個社會階層（殷

當時已官為侍御）。」在錢先生看來，認同或貶斥進士科之爭，

不是牛、李兩黨之爭，也不是士族和庶族兩個社會階層之爭，

而是「兩種文化之爭」，這與陳先生頗異其趣。

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在學術界引起過討論。對於牛黨出於庶

族、李黨出於士族，中外學者多從成員的個案調查結果來加以

反駁，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岑仲勉先生和日本京都大學的礪波

護等。然而，陳先生的見解有其材料的堅實基礎和理論上的自

足性，不是簡單方法就能完全駁倒。他首先說明，「牛李黨派之

分野在科舉與門第」這是個「原則之大概」，但「牛李兩黨既產生

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自不能免」，牛

黨可以變李，李黨可以為牛，但不影響這個大判斷。接着又分

析三種複雜情況：一是牛李兩黨的對立，根本在於山東舊族（華

山以東的王、崔、盧、李、鄭等士族）與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

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而李唐皇室原屬關隴集團，與山東舊族

頗有好感，但唐中葉後，其遠支宗室地位下降，已大別於一般士

族，處於中立地位。二是有的號為山東舊族者，門風廢替，家學

衰落，此類「破落戶」已與新興階級同化，無所分別。三是凡牛

黨或新興階級所自稱之門閥多不可信。凡此種種，單用實證主

義戶籍調查式的考辨方法就無濟於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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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卻從「兩種文化鬥爭」的角度質疑，可謂另闢蹊徑。

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穿透力的大判斷。論述未暢，留下許多未發

之覆，可供後輩進一步探討。錢先生也不是一般地反對文學群

體與社會身份相繫聯，比如對南宋「江湖派」，他就提出「江湖

詩人之稱，流行在《江湖詩集》之前，猶明末之職業山人」（見於

給我的信），與江湖派起於陳起編印《江湖詩集》的舊說相左。

他認為這是一個「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

題》）的社會群體，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詩派。（參見本書

第四輯第三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說唐代進士問題

之爭懷疑其存在士族、庶族的社會階層背景，說江湖詩人卻承

認此乃一遊走江湖的社會群體，在文學與階層的關係上，一截

斷，一相聯，均反映出錢先生論學的文學本位立場。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二例。

1978年 9月，錢先生在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 26

次會議，第一次以「不點名而點名」方式公開對陳寅恪先生發出

質疑。他說：

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

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

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

他接着舉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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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

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

題—一個比「濟慈喝甚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

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

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研

究在現代中國》，《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第 179頁）

話題是楊貴妃宮闈隱秘，批評卻是嚴肅的。參加這次會議的中

國代表團，是「四人幫」粉碎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派往國外

的，由四位副院長（包括錢先生）組成，規格甚高。陳、錢兩先

生，兩度同在清華，卻無交往；僅有一次是後來陳先生主動將

《元白詩箋證稿》寄贈於錢，而楊貴妃問題恰恰就在此書第一章

論《長恨歌》中提出。這表明錢先生並不因私誼而放棄自己的學

術理念，旗幟鮮明地向一種研究風氣進行挑戰。

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法是他運用純熟、新見迭出、

影響深遠、廣受好評的研究方法，《元白詩箋證稿》即是代表著

作。錢先生的「打通」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的詩史互證

也獲得豐富而精彩的成果。然而，兩位同擅「詩史互證」法，其

出發點和落腳點及考證風格卻大異其趣。錢先生的不滿，簡言之

有二：一是「喧賓奪主」，文學是「主」，歷史考據是「賓」，歷史

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

明、分析和評價」。他在批評中，處處突出以文學為本位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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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判定考據楊貴妃入宮事是「無謂的問題」，是嚴格限制在文學

範圍之內的，連舉的兩例（濟慈喝稀飯，普希金抽煙），也是兩

個文學家的「話柄」。二是「深文周納」，「以繁瑣為精細」的考證

風格。其實早在「文革」中成書的《管錐編》裡，已表示對討論楊

貴妃入宮事的厭煩。該書第四冊第 1227頁寫道：「閒人忙事，亦

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惲敬《大

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以來之

爭辯『處子入宮』，煙動塵上，呶呶未已。」陶潛因有二子「不同

生」詩句，引發爭論陶潛私事（有一妻一妾，或喪妻續娶，或為

孿生），「推測紛紜」；「處子入宮」事與其相提並論，均為「無謂

的問題」。此時尚未及陳先生，足見錢先生一貫的貶斥態度。

從陳先生立場來看，此事又當別論。首先，這不是一個偽

問題。若放在歷史領域中，可能別有意義。正如替陳先生辯護

的學者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宗明義即引朱熹之語：「唐

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因而值得考辨，從

中可以窺見「李唐皇室的家風」，就是說，在文學領域以外，這

就不是「無謂的問題」。這個辯護自有理據。但也必須指出，陳

先生本文中並無涉及此點。他認定的性質是「宮闈隱秘」，是一

場「喜劇」。

其次，從學術史而論，陳先生說，這是「唐史中一重公案」。

他細心地梳理正方（主張「處子說」）諸家，在杭世駿、章學誠、

朱彝尊等人中，認為「朱氏之文為最有根據」，其他人不過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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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說，因而把朱彝尊作為駁難的主要對象。他的反駁，論證細

密，剖析毫芒，長達七八頁，足為「非處子說」定讞，「了卻此一

重考據公案」。

第三，陳先生明言，他辨明朱氏之誤，「於白氏之文學無大

關涉」，表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文學之外討論此事。而且實際

上與文學亦非毫無關係。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們文學所的《唐

詩選》在註釋《長恨歌》「楊家有女初長成」「一朝選在君王側」

句，有一長註：「開元二十三年，冊封為壽王（玄宗的兒子李瑁）

妃。二十八年玄宗使她為道士，住太真宮，改名太真。天寶四

年冊封為貴妃。」這不是陳先生那一大篇考據文章的提要嗎？

他的考辨成果已被錢先生也參與過的唐詩選本所吸取。再說，

我們讀李商隱的《龍池》《驪山有感》等詩，陳先生的成果也會產

生文學性效果。「新台之惡」畢竟不符合我國傳統悠久的道德標

準，朱熹的「不以為異」的說法值得考慮，只是不像唐以後看得

那麼嚴重罷了。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三例。

陳先生《論韓愈》一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對韓愈

的推崇超邁宋儒，世所僅見。他把韓愈定位為「唐代文化學術史

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即「結束南北朝相承之

舊局面」，「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在這個前提下，他高度肯

定古文運動：「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趙宋新儒學新

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這裡把「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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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運動」和「宋代新儒學新古文運動」，視作一脈相承的關係，

語氣決斷，「不容置疑」。所謂「新儒學」，他又說：「退之首先發

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

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

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

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

響，恐亦不克臻此。」這些著名的觀點，錢先生均提出異議。

錢先生首先指出韓愈雖標榜「文道合一，以道為主」，實

際上他的「文」和「道」是「兩橛」的，並不等同於「文」必然服

從、附庸於「道」。在《中文筆記》第十冊中，他舉李漢《韓昌黎

文集序》說，此文以「文者，貫道之器也」發端，但一路寫來，

只見李漢光推重韓愈之文而不及其道，所謂的「摧陷廓清」，也

是指文：「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最後錢先生說：「皆分明主

『文』」，「可見昌黎為文學道，分為兩橛」。韓愈在「儒學」上並

未獨立成家。這一觀點，在《容安館札記》中有更詳盡的發揮。

如第 720則云：

《進學解》云：「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即《原道》之

說也。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書》言韓捨

《原道》外，無「言聖人之道」者，舉文人獨遺漢之賈、董

能得聖人。然自道其學為文章則云：「下逮《莊》《騷》，太

史所錄。」《送孟東野序》又云：「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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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詞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漢之時，

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合之《送王秀才

序》云：「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

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足徵

昌黎以「文」與「道」分別為二事，斥莊之道而稱莊之文，

如《答李翊書》《送高閒上人序》即出《莊子》機調。

接着，錢先生又分析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內容與《中文筆

記》所記相似，不贅），最後總結道：

證之昌黎《答竇秀才書》「專於文學」、《上兵部李侍

郎書》「性本好文學」、《與陳給事書》「道不加修，而文日

益有名」等語，乃知宋人以昌黎入道統，尊之而實誣之

也……近人論韓，更如夢囈矣！

錢先生的有關論述還有很多（參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

〈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不贅述。

可以明顯看出，錢先生的立論是從文學本位立場出發的。

「古文運動」本來是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概念，據目前檢索到的

資料，殆始見於胡適在 1927年由北京文化學社出版的《國語文

學史》，是書次年改名為《白話文學史》，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風行全國，後出的各類文學史多沿其說，遂成重要研究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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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運動是藉助於儒學復古旗幟而推行的文體、文風和文學語

言的革新運動，還是如陳先生所言，是新儒學新古文的文化運

動，這是根本認識上的歧異。

陳先生的《論韓愈》發表於 1954年《歷史研究》，是他在新

中國成立後最早問世的少數重要史論之一，論文高屋建瓴，議

論縱橫，大氣包舉，透露出學術自信與自負。僅如「天竺為體，

華夏為用」的提法，就與通常所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同，

似有深意存焉。高深學問常常易於被人誤解，我們後輩實不宜

對陳、錢二位宗師說些不知深淺之語。事實上，目前不少學者

研究唐宋古文運動，還在沿承陳先生的路數，強調其思想史方

面的性質。問題應是開放性而非終結性的。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四例。

錢、陳觀點交集中，也有相反相成，或可互補互融的一面。

兹舉對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不同解釋為例。

陳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論《賣炭翁》「回車叱牛牽向

北」句時，從長安城市建置特點，即「市在南而宮在北」出發，

認為杜甫此句「望城北」亦指望皇宮，意謂詩人「雖欲歸家，而

猶回望宮闕為言，隱示其眷念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

文學研究所《唐詩選》杜甫部分是我註釋的，當年曾把此句

作為「難點」提出集體討論。我總結討論意見，最後寫道：「『望

城北』有三種說法：一說『肅宗行宮靈武在長安之北……望着城

北，表示對唐軍盼望之切』；一說『唐代皇宮在城北，回望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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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對故國的眷念』；一說『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

結論是：「後一說較妥。當時作者百感交集，憂憤如焚，一時間

懵懵懂懂地走反了方向，於情理或更切合。」第二說就是陳寅

恪先生的意見，第一說解為盼望在靈武的肅宗與唐軍，實際上

與陳氏同一思路，把詩意引向對「故園」「唐軍」的期盼，突出杜

甫「每飯不忘君」的意義。第三說只從「情理上」揣摩詩人其時

之心理狀態，或許與詩意更貼切些。這主要是吸取錢先生在討

論會上的意見。後來他在《管錐編》第三冊第 988頁中卻有更深

入的發揮。他說：「杜疾走街巷，身親足踐，事境危迫，衷曲惶

亂。」並引五條書證：張衡《西京賦》所謂「喪精亡魂，失歸忘

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王安石集杜句；陸游《老學

庵筆記》卷七「言皇惑不記孰為南北也」；《敦煌掇瑣》之《女人

百歲篇》「出門喚北卻來東」；李復《兵饋行》「一身去住兩茫然，

欲向南歸卻望北」，「即本杜句」。並拈出「向」以與「望」為互文，

「望」可作「向」解。

一位是着眼於安史之亂、國破家亡、皇權失墜的記憶，「每

飯不忘君」的杜甫思想定位等歷史因子；一位是超越於特定的

歷史時空，而聚焦於文學是人學，對一般人情、人性的熨帖，注

重於詩性的因子。兩說各有所長，但仍體現出不同的學術趨向。

我們註釋《唐詩選》時，遇到存在異說而需下斷語時，常用

「某說是」「某說較勝」「兩說並存」三種形式。我在註釋杜甫此

句時的按語是第三說「於情理或更切合」，來表示傾向於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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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但也承認陳先生說「可備一說」。白居易「回車叱牛牽向

北」之「北」，指涉是確定的，確指皇宮，因該篇主旨乃「苦宮市

也」；但杜詩此句的「北」，沒有足夠的證據徑斷為皇宮方位。然

而反過來說，也同樣無充足證據斷其為非。綜合兩說，可以擴

大對詩歌的理解空間，所謂「詩無達詁」有其正當性。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五例。

以上五例，觀點歧異，涇渭分明，都有錢先生的文字為依

據（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談之語），表明陳、錢兩位

論學旨趣的差別。錢先生也是主張「打通」的，他說過：「吾輩

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

為一家。參禪貴活，為學知止。」（《談藝錄》第 352頁）所說五

例，論韋莊、論楊貴妃入宮、論杜詩三例屬於「詩史互證」，論

韓愈、論門第排斥進士科，則各與哲學、社會學有關，借用錢

先生自己的話來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詩選註．序》

中的一段論述：

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因此不能機械地

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

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

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

考據，或者變成不安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

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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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

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

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

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

這是對文學研究與歷史考訂區別的說明，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

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研究。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

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

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

文學的本位，文學始終是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堅持從文學—文

化—文學的路線，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

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對當前我國古代文學研

究界，更有着特別迫切的啟示作用。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達感謝之意。除了前面所說的三位朋友

外，還得提到我的學生們，費心勞力校核了全書，尤其是《錢鍾

書手稿集》的校對難度頗大；他們都有「弟子服其勞」的精神，

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本書簡體版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又蒙香港

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繁體版，列入其「20世紀中國」系列，一

併在此表示言輕意重的謝忱。

王水照

202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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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碎片
—緬懷錢鍾書先生

1998年 12月 20日晚，從電視上獲知錢先生辭世的消息。

儘管先生纏綿病榻已四經寒暑，還是感到突然，痛惜萬分。當

晚與楊絳先生身邊的同事通了電話，告我先生走得安詳平靜，

又覺一絲安慰。又聽說了他的遺囑：「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

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我問最後一

句的具體含義，得到的回答是：明天下午火化後，我們就回家。

與其他人的骨灰混在一起深埋地下。我愕然無語。這在錢先生，

或許是精神的超越與昇華，人生境界的大完成；而我卻未能免

俗，不禁悲從中來。

燈下，默默地翻出他的贈書、照片、信函、審改文稿的手

跡，乃至送我而已被我用舊的手套等等，真想不到，這些物品

頃刻之間已成了遺物遺著遺墨！先生已鶴化西去，不留痕跡（後

知從停止呼吸到火化完畢，全過程為 57個小時），但留下了

巨大的精神財富，還留給我們後輩不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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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敢以弟子自稱

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稱中國科

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才見到錢先生。那時所裡

為每位初來的研究人員指派一位導師，我的導師就是錢先生。

但他始終不認我這個學生。記得 1984 年我出版第一部論文集

《唐宋文學論集》時，請他為我題簽，並真心實意地感謝他多年

來的教導之恩。他很快寄來了題簽，信裡卻說：「吾友明通之

識，縝密之學，如孫悟空所謂自家會的，老夫何與焉。」「明通

之識，縝密之學」，當不得真，他對後輩往往獎飾溢量，這我心

裡有數；而說「自家會的」，則更不真實。後來見面時，我也大

膽地打趣說：「師生關係有『文』為證，當年我的進修計劃和您

的審批意見俱在，白紙黑字。」他哈哈大笑：「給你寫的題簽，

特地蓋上我的印章，已經表示咱們的交情了。」嗣後賜函，就稱

「賢弟」，但不久又「賢友」「吾兄」「學人」混稱了。然而，我從

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稱是他的學生，原因很簡單：不配。

面前的一張紙片也許可作「證據」。還在河南明港幹校

時，一次軍宣隊主持開大會，我恰與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談「開

小差」。那時正好毛澤東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有個批示，我們

總算多了一本允許閱讀的書。嚴譯中有「京垓年歲之中，每每

員輿……」的句子，我對嚴復用「京垓」代億萬，用「員輿」代

地球的用法表示疑問，並問他對嚴譯的評價（有傳聞說他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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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也如對林譯一樣評價很高），隨手寫在這張紙上向他請益。

他認為，此種代字法，「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不足為訓，

並一口氣寫了唐徐彥伯以「虯戶」代「龍門」、以「篠驂」代「竹

馬」，宋歐陽修諷刺宋祁撰《唐書》法為「宵寐匪禎，札闥洪庥」

（代「夜夢不祥，書門大吉」），揚雄以「蠢迪檢柙」代「動由規

矩」等三四個例子，振筆直遂，欲罷不能，若不是反面是軍宣

隊要我辦事的介紹信（我那時是倉庫保管員），可能還會「演

示」下去。他寫完最後一句「如君所舉皆此類也」，不無得意地

把紙片塞給我，而我卻頓覺自己的貧乏和無知。何謂有學問，

此即無言之教。

和錢先生最初接觸，驚服於他的才情橫溢，鋒芒畢露，尊

敬之中敬畏成分為多。時間長了，只覺他胸無城府，表裡澄澈，

有時竟表現出孩提般的赤誠。面對年輕後輩更充滿呵護、提攜

之情。我手邊的《宋詩選註》是他贈送的。他在扉頁上寫道：「水

照不肯購此書，而力向余索之。余堅不與，至重印時始以自存

一冊贈之。皆慳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於余矣。一笑。」這一「自

存本」上有他的不少改筆，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分量。他的戲笑

之語洋溢着深摯的師弟情誼，更蘊涵着熱切的期待。此時此刻，

摩挲此書，油然聯想起蘇軾悼念文同之文為甚麼要多載與文同

「疇昔戲笑之言」了。蘇軾的往日之「笑」，也是此時「廢卷而哭

失聲」之「哭」，且比「哭」更深一層。我也謹記先生「疇昔戲笑

之言」以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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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贈本書作者的「自存本」《宋詩選註》上的改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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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領域絕不通融馬虎

錢先生和我日常相處親切厚待，無拘無束，但一到學術領

域卻嚴肅不苟，絕不通融馬虎。我還保留兩份手跡，是對我兩

篇文章的審讀意見。對我所寫的《唐詩選．前言》，記得他在小

信紙上密密麻麻地寫了六七張，但我一時尚未翻檢出來；對我

另一篇文章的意見，他寫了一千多字，則在眼前。他首先肯定

此文「有新見，能分析細緻，文筆亦明潔」，但接着作了嚴厲的

批評。那是一篇駁論文字，他指出我所論難的題目本身並不存

在：「欲擒故縱，欲破先立，雖見心思，而不免繫鈴解鈴之病」，

反駁的論題，純是為了展開自己的見解而虛擬的，「由作者造成」

的。這個批評中肯而尖銳。然後他為我設想了改寫的具體方案。

最後還有一行字：「以上是四月五日寫的，其他意見瑣細，於四

月十日與水照同志面談了。」遺憾的是這些所謂「瑣細」而實不

「瑣細」的意見，我現在已完全記不起來了。但治學必應嚴謹老

實的教誨，卻終生不會也不敢忘記。

日本博士生內山精也君來復旦大學留學期間，曾有幸造訪

過先生。回校後，他又提了有關《宋詩選註》的十三個問題，請

先生指點。錢先生一一作了批答。其認真細緻的態度，可與魯

迅先生批答增田涉所提日譯《中國小說史略》的問題前後輝映。

比如關於柳開的字，有「紹元」「紹先」兩說。先生批云：「『紹

元』『紹先』記載各異。我採『紹先』，因『先』包含柳宗元是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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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而『元』字犯了祖宗名諱，等於直呼祖名了」，作出明

確而圓滿的結論。關於《宋詩選註》的選目，錢先生已經說過：

「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

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內山君進一步追問：如果現在重新編

選的話，錢先生「要選甚麼樣的作品」？錢先生批云：「說來話

長；又事隔數十年，懶於更提了。請原諒。」胡適評《宋詩選

註》，極口稱讚其註和評，但對選目則有所保留；海內外的一些

書評對此也有微辭，我曾對「種種緣因」作過一點解釋。現不敢

自秘，順將先生晚年的這段話敘出，宋詩研究者或許更願聞知。

畢竟《宋詩選註》已是宋詩學研究中的一部名著，有關種種背景

材料均甚重要。錢先生未把要「說」的「話」留下來，我們仍可

從他遺存的著述中（包括《圍城》中小說人物的談論），對他的

宋詩觀進行深入的探討。

三、與青年學子平等論學

錢先生是舉世公認的大學者，但又謙遜寬容，具有海不擇

流、有容乃大的寬廣襟懷。他與不少素不相識的後生晚輩進行

完全平等的學術交流，真正實現了「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原

則。不妨舉幾個我所知道的例子。王安石《重遊草堂寺次韻三

首》其一云：「鶴有思顒意，鷹無變遁心。」上句用周顒鶴事，沒

有甚麼疑義；下句用支遁鷹事，就有些糾葛。李壁註云：「支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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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錢先

生《談藝錄》指出：李註未言所引何書。他於是廣徵文獻，大都

只言支遁養馬而未道及養鷹之事；且指出「神駿」只能形容「馬」

而不能形容「鷹」，言「鷹」則習用「俊」字。但當年尚屬年輕學

子的劉永翔先生，向他提供一條材料：李註原文出於晉許恂集，

見於唐許嵩《建康實錄》所引。錢先生獲知後大喜過望，「珠船

忽獲，疑冰大渙」，並進而博引書證，推斷許恂集當時即流行不

廣，致使唐初以來人們但知支遁好馬而未及養鷹，把此事原委

分疏得更為清晰。錢先生不僅數次致書劉君，褒獎、感謝兼併，

而且特在 1987年《談藝錄》增訂本補正中，標出劉君大名，「以

誌勿忘所自」（《錢鍾書致劉永翔三通》，收入《現代作家書信

集珍》）。前輩虛懷若谷的風範確是感人肺腑。我有次突接先生

來函，要我轉告日本留學生內山精也君，因他們在日譯《宋詩選

註》，說此書還有一處須改，原來安徽一青年向先生提出，書中

趙汝鐩生卒年原作「未詳」，實可據劉克莊《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補出。他指示日譯本中一定也要申明此乃該君「告知」。《管錐

編》增訂本中此類例子多多。長者不掩人善的坦蕩胸懷，更令人

仰羨不已。

錢先生對後輩的呵護、提攜和獎勉並不僅僅着眼於某一個

人，實是對整個民族學術文化傳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歎「老

年炳燭餘明，著書愈不易」，而把滿腔熱情投注於後輩晚生：「年

事方壯，如日中天，不朽事業，有厚望焉。」這可以視作他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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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晚輩學子的學術囑託。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不輕。

四、拒絕為他立傳的背後

對學術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光大，當然應包括「錢學」即「錢

鍾書研究」在內。不論錢先生在或不在，他的論著和創作仍會流

傳下去，他所創造的文化世界也將影響久遠。但錢先生生前一

再「誠誠懇懇地」奉勸別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對寫他的傳記；

二是反對建立「錢學」或「錢學體系」。但他的意見別人無法遵

奉，因為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化的特徵及其走向，已無法繞過這

座「文化崑崙」。然而，先生的這兩條意見，並不是一般的謙虛，

而是包含頗深的學理和對人情世態的洞察的。

學人傳記也是一種研究方式，自然也要傳達出傳主個人的

性格色彩。錢先生是位有鮮明個性特點的學者，「錢教授的風

趣」就是如此。他才富思銳，辯才無礙，表裡如一，不自掩飾。

這有時不免開罪於人，更多時候會在傳聞過程中發生增生或變

異，謠傳更是屢見不鮮的。錢先生的褒貶人，言詞容或銳利，

存心卻是坦然磊落的。即如近來引起議論的他與吳宓先生的關

係，其實並沒有發生甚麼嚴重的問題，錢先生的《吳宓日記序》、

楊先生的文章已經說得清清楚楚。當年吳宓先生看到錢先生的

擬投稿件（最後也未正式發表），確實引起過不快，曾告訴好友

賀麟先生，「麟謂錢未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言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