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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历史有这样无穷的
我们的生活、思想也是

好奇心

对不同文化生活的
像某种意义上观念的旅行

郝汉：我们的活动主题叫“旅行的必
要”。先请问一下许老师，为什么为“理想
国译丛”的活动定这样一个主题？
许知远：
“理想国译丛”最初的源头跟
旅行有关。
2010 年我在英国剑桥旅行，认识了
刘瑜，她在剑桥教书。在她家里吃火锅，
她推荐了奥兰多·费吉斯的书给我看。那
时候我们都觉得在英语世界有一些新的
作家、历史学家、思想者，他们很少被世界
所知，但他们已经对当代英语世界有很多
新的影响。关键是他们的研究对中国正
在发生的变化有非常直接的参照作用。
这样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跟“理想
国”谈才变得更清晰起来。
对不同文化生活的好奇心，是很大
的驱动力。这一切都像某种意义上观念
的旅行。这里选的很多书，比如伊娃·霍
夫曼，是一种半旅行的写作。这样一种
写作和思考方式，重构人与时空关系，其
实也是过去我们汉语世界里很少应对的
问题。对我来说，这种旅行感是最重要
的驱动力。
梅心怡：我前两天为了这个活动去翻
“译丛”四个主编开会的会议记录，你们在
选书的时候希望“译丛”能跟现实结合。
我觉得“经验”这个字眼是旅行最重要的
目的——常常使我们能够看到别人有什
么样的生活方式，从别人的经验去理解自
己要怎么样面对同样的问题。整个“译
丛”的概念，不止是看见世界，其实是学习
世界在不同的时刻留下的经验，我们可以
学到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样的新的思考方
式，这是我觉得相当有趣的。一直以来你
们选书都贯彻这样的想法。

此刻性

只有当你保持
才会对历史产生更新的理解
郝 汉 ：今 天 要 聊 旅 行 的 必 要 ，我 觉
得从日本开始比较合适。许老师疫情
期间被困在日本，四处游历，并且诞生
了一档节目《十三游》。许老师也给“译
丛”很多日本方面的书做过序和推荐，
包 括《创 造 日 本》
《战 争 时 期 日 本 精 神
史》。而且，近代知识分子跟日本有一
个天然的亲密关系。
许老师在《创造日本》的序言里说，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谈到日
本的时候，经常引用《菊与刀》
《日本论》
这类书，但是这两本书有视角和时代的
局限——一个是美国政府为了战时或者
统治需要的学术定见，另外一个是民国
时期革命党人在特殊局势下接受的观
念。许老师认为我们对日本这样的了解
和这样的引用，导致我们并不了解日本内
在的复杂性和当代的变迁。
想问一下许老师，在疫情期间，在改
变世界的危机中，对日本有什么新的观察

许知远：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问题的
时候，特别容易变成印刷术或者文字、思
想的俘虏。我上大学也是。一代代学者
讨论这些问题，其实他们对所讨论的事物
缺乏感官的经验。
我们对日本的理解，不能总是停留在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或者明治维新。他们
此刻又发生很多变化。他们生活在昭和
的遗产中，也生活在明治的遗产中，他们
之间有某种连贯性，同时又有一些变化
性。只有对所有这些时空都产生更强的
兴趣，对它的理解才会更丰富和生动。这
是我特别强烈的感受，而且这也是做“译
丛”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伴随中国经济体的崛起，我们的好多
想法、知识、思想仍是支离破碎的。支离
破碎有支离破碎的美，有它的另一种好。
怎么样使这些支离破碎的感觉更多地联
结在一起？这是让我很感兴趣的一件事。
梅心怡：不管是许老师喜欢的伊娃·
霍夫曼或者伊恩·布鲁玛，他们的书都有
一个特色——作家在写的时候，会把历史
事实融入自己的经验。这让我想到《十三
邀》
《十三游》。访谈需要去面对这个人，
你会了解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的复杂性，
而不是单一历史事实的发生。
许知远：我更希望它是多样的语言系
统，我越来越渴望一种多语言的交流。这
个语言不仅是观念上的语言或者文字上
的语言，而是要有味觉、有肢体的语言。
如果这些观念、思想、语言跟具体的头脑
与内心产生关联，甚至与身体记忆产生关
联，它们很难被替换，它们就会生长成你
的一部分。
书写写作应该是非常多线条的、具象
发生的，同时又很抽象。抽象可以变得很
具象，具象也变得非常抽象。我跟那些日
本学者在一起吃寿喜烧的时候，它是非常
具象的事情，但所有人都知道，寿喜烧起
源于明治维新——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
需要吃牛肉，天皇带头吃牛肉，他们以前
不吃牛肉的。萨摩藩为什么可以成为重
要领导者？很大程度上跟他们那时偷偷
吃牛肉有关系。历史是这样无穷的细节，
我们的生活也是，思想也是，我渴望这种
东西。

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跟世界上的一切都有

关联

梅心怡：我想到两点。一个是这几年
日本历史学界比较喜欢做的研究，是用
“精神史”这个词，而不是“思想史”。因为
他们认为思想家想出来的观点比较宏大，
但精神史却会融入个人经验，描述那个人
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我觉得这和你谈到
的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回到非常个体的经
验。希望大家可以产生更直观的感受，而
不是像隔了一层，只是在文字上看着非常
宏大，但实际上并没有到现实里面。
另外一个是你推荐我看清泽洌的《暗
黑日记》。清泽洌是日本有名的昭和时期
的外交评论家，他在战争期间每天都写下
很详细的日记——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大
事，那一天日本的战争、跟美国之间的关
系，他都有非常详细的评论。看日记的时
候我感觉战争的画面都出现了。因为他
不只是在描述发生什么事件，他还会写下
周边人怎么评论这件事情。比如东京发
生空袭的时候，他会描述旁边邻居家多少

要去改变时代不容易，至少眼前不可
能了，我们只能改造自己，只能改造自己
的身体。我觉得去研究各种学科，对我来
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你看到眼前正在发
生的一切，跟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关联。你
在一张巨大的网络之中，所有人跟所有人
都有关系。

有了自尊之后就要超越别人
这是最根深蒂固的

驱动力

旅 行 的 必 要 ： 看 见 世 界 ，看 见 自 己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云：
“读书之道，
用力愈多，
收功愈远。
先难而后获，
先事而后得，
皆是此理。
”
今悟：
处世之道，
用心越淡，
益处越明。
先清而后亲，
先沉而后进，
皆是此道。
朱熹云：
“读书不精深，
也只是不曾专一仔细。
”
今人谓：
处世不通透，
亦应是不知慎终如始。

和看法？
许知远：我正在写梁启超第二卷，其
中一个有趣的段落可以回应你刚才说
的。1896 年，黄遵宪（编者注：著有《日本
国志》）跟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
有交流，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赞不绝口，
觉得中国应该复制明治维新的精神。矢
野文雄回答他说，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
在，已经发生非常多的变化。
黄遵宪是一八七几年去驻日的，他还
停留在 20 年前的日本。
这段对我的启发是非常直接的。世
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我们对它的理解
停留在某个固定、凝固的时空，这也是智
识生活的停滞所带来的。智识生活的停
滞一代一代非常显著——当康有为、梁启
超提变法，他们的很多理念其实是冯桂芬
他们在 30 年前提出来的。如果一代人的
理念无法被付诸实用，就会停留在某个时
空里，以至于梁启超时代的年轻人看到这
个东西仍然觉得很新奇。
真实、灵活、不断变化的智识从来没
有真正进入我们的核心，个体非常孤立。
这样的情况在 20 世纪仍然不断地发生。
如果上世纪 80 年代上大学，你突然发现
1946 年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觉得
太了不起了，其实中间已经隔了 40 年；突
然发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太了不起了，
中间又隔了 40 年。智识生活被停止，又
重新被发现。
我们对外部世界也是一样的。只有
当你保持此刻性，你才会对历史产生更新
的理解，否则一直是错位的关系。

许知远、
梅心怡谈﹃理想国﹄译丛

九 思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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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心怡：东亚国家这 150 年来都一直
陷入在焦灼里面。你研究梁启超，他们有
这样的想法吗？
许知远：这个是全人类的一种特性。
每个人先是为自尊奋斗，那些财富、力量
都是为证明自己的自尊存在。当有了自
尊之后，就要超越别人，这是人非常本能
性的驱动。如果很难超越对方就会陷入
到很大的焦灼。这也就是福山讲的，要被
recognition（承认），同时，被认可之后就
想超越对方。这是所有社会最根深蒂固
的一种驱动力。
东亚系统里面，过去有多么优越，被
刷下来的痛苦、不被承认的痛苦就有多么
强烈。
可能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可以去寻
找一种新的模式、新的方式、新的感官、新
的思想，
我挺期待这样的。
郝汉：对历史现场的追求或者追寻，

时间：
2020 年 8 月 15 日下午 3 点
地点：
naive 理想国（建外郎园）
嘉宾：
许知远 作家、
出版人
梅心怡“理想国”
译著馆主编
主持：
郝 汉“理想国”
译丛纪实系列海外作者

人被压在倒下的房梁底下，他花
一两个小时努力想要打电话、打
电报，希望可以确认东京另一头
家人的安全，但是怎么样电报都
无法通。那一瞬间你好像在看战
争电影一样，你会非常心痛，你可
以感受到他的焦急。他一边写日
记一边在说“我现在写下日记，但
是我待会打算再试试看能不能联
络上我的家人”
。
“译丛”之前会有偏向学者的研究，像
费吉斯的书。但之后我们可以再挖掘一
些比较个人的经验。伊恩·布鲁玛的《残
酷剧场》里面有一篇我非常非常喜欢，是
在讲战争时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
它里面用了两个学生的日记，其中一个是
法国女大学生，她虽是法国人却是犹太
裔。从女大学生的日记可以看到，法国的
犹太人如何一开始正常地生活，后来亲戚
开始劝她逃离法国，最后她被抓起来送到
奥斯维辛。她会写下她的感受，这让看这
个日记跟看“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
国的到来》
《当权的第三帝国》
《战时的第
三帝国》
）这种史书完全不同的感觉。
许知远：关于奥斯维辛我印象最深的
是普利莫·莱维写的。他从脚痛开始讲
起，非常具体。在集中营里，营养不良，体
重快速下降。脚越来越瘦，鞋对脚的摩擦
越来越强烈，
会很痛。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一
整代人适应的历史结构在发生变化。你
突然看到我们熟悉的生活文明的本质，它
非常快地膨胀，急剧地速朽。这种速朽从
器物开始，建筑，十年前非常好的摩天大
楼，十年、二十年之后到处都在脱落。人
生也是，很少有社会对年龄这么敏感，甚
至到 30 岁就觉得自己老了，
因为它速朽。

是两位老师的旅行
之道吗？
许 知 远 ：对 ，它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方式。很多旅行者
是读了很多东西、做
了研究之后去到现
场，我完全不是。我
到现场之后才对它
发生兴趣，然后才重新通过文字
来阅读它。一个食物的味道、那
个空间的习惯，所有这些东西对
我来说很重要。
我现在觉得所有旅行的经历
都太可爱了。我去歌舞伎町找到
一个大叔，80 岁了，1955 年就开
始做夜总会的门童，高仓健这些
都是他们的客人。那种历史层次
感太有意思了。我们两个在那儿
喝威士忌，灯暗暗的，里面所有的
舞女，都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文物
感，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蔡琴
式的音乐。他们停留在昭和最好
的时代。他讲他从小怎么做门
童，慢慢成为经理。他说爱上舞
女是禁忌，因为她们都是公司最
重要的财产。经济泡沫破灭了，
日本来这儿消费的人少了，来的都是老客
人。但是你看到里面一种奇妙的亲密感，
因为他们都来了几十年，他们在这里很安
心，
来见老朋友的那种感觉。
那里面那么多层次，让我对昭和时代
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那个黄金时代是什
么样的，读多少书都没用，而它给了你非
常生动的理解。所以要去读这些人。
梅心怡：我最近这两年也开始学习。

以前我都做好多功课，我的朋友都不想跟
我出门，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们要去这个
教堂，这个教堂的历史你也读一下”，我的
朋友都压力很大，
后来都不想跟我出门。
我第一次到法兰克福书展时，在书展
的前几天就先跑去科隆，那时候我决定放
空一天。我坐在科隆大教堂前面听爵士
钢 琴 家 Keith Jarrett 的 CD《科 隆 音 乐
会》。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从前只会研
究科隆教堂是谁建造的、它在哪年发生大
火、它的雕塑是谁雕塑的、上面刻的圣经
故事到底代表什么。那一瞬间我觉得自
己很不享受旅行。我从前的旅行，跟我在
家里看书是一样的。那时候觉得自己从
前的旅行白活了。

亲密感

培养对陌生文化的
亲密感是很多创造力的来源

郝汉：刚才许知远老师和心怡用个人
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做“译丛”旅行
的必要。但是千万不要是一个拙劣的知
识分子的旅游——在书本里按图索骥式
的书呆子的旅游。
许知远：拙劣也自有其魅力，如果能
诚实表达自己的拙劣。
过去我们说到这些外国作者，我们总
是遇见去世的人。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你
突然读到萨特、尼采特别兴奋，但这件事
情跟你没有关系。译丛里面有的作者我
认识，比如理查德.J.埃文斯，他曾是沃尔
夫森学院的院长，他做院长的时候有一个
演说，那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就职演说自
助餐。他讲纳粹怎么偷窃“二战”的一些
艺术品。我不记得他那天说了什么，但因
为我吃了很难吃的自助餐，我对沃尔夫森
学院有很强的印象。我在书店里看到他
的书，就买了，也就是“第三帝国”那三
本。它就是因为自助餐产生的。
这一切离你都很近，你去喝他们的酒
也好，偶遇也好，其实你在培养对陌生文
化的亲密感。我们的聊天也是。这种亲
密感是很重要的，是很多创造力的源泉。
比如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的创造力，那些
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胡说八道，喝点劣质啤
酒、白酒，吃点花生米，什么都交流，那种
亲密感会产生很多新的东西。
现在我们有一种疏远的亲密，可能
“抖音”上的一个网红天天陪伴你，每天都
看 15 秒、20 秒。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那
种亲密感是很多创造力的来源，
“译丛”这
些人都是，所以我也很希望“naive 理想
国”培养人智识上、情感上，包括知识上的
亲密感。身体的表达特别重要。我们现
在缺乏这样的东西。
现在年轻人都装得很酷，其实都是假
酷，你要真诚地去赞美别人、欣赏别人，表
达你的兴趣、热情。现在大家都很怕受
伤，都装牛，其实一点都不牛。都很虚，一
戳就破。
梅心怡：你用“亲密感”，这对我来说
还是蛮新鲜的词。我也常常觉得，
“译丛”
很主要的一个点是破除隔阂。但是你用
“亲密感”，的确比“隔阂”更进一步。现在
资讯爆炸，大家都觉得自己对很多东西都
了解了，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些中美贸易
战的细节，都可以说出一些对日本、法国
的了解。但是说到底不够亲密，根本不太
清楚。
许知远：因为大家的知识都像塑料片
贴在身上，它不是内在生长出来的，是一
种伪知识。每个人产生伪自信，所以无法
亲密。亲密是开放，开放是不担心别人伤
害自己。内心得多自信，才不担心别人伤
害自己。
整理/雨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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