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为什么爱大唐
听陆扬教授讲座侧记

2018 年 12 月，国家图书馆
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的
“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迎来了第
七位主讲人——著名唐史学者陆
扬教授。陆教授更为人熟知的名
字是“云中君”“云中上师”等
网名，多年来他在“往复论坛”
和微博上挥斥方遒、平章学术，
拥有大量粉丝。虽然北京正逢入
冬以来最大的寒潮，但这丝毫不
能阻挡众多“云粉”的热情，使
得本次讲座盛况空前，堪称“盛
世”。

众所周知，唐代素来与汉代
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盛世，
那么，唐代的盛世是如何到来，
又是如何结束的？陆教授的讲座
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具体
内容则主要包括“唐朝崛起的背
景、从王国到帝国、武后时代的
革命、欧亚世界中的唐帝国、危
机中的盛世”等，颇为丰富。但

限于时间，讲座更多侧重盛世的
建设，而对盛世的瓦解只能浅尝
辄止。

关于唐朝的起源，陆教授开
场引用了日本学者妹尾达彦“中
华的分裂与再生”的观点，这一
说法实际上最早来源于著名历史
学家陈寅恪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
两部不朽著作：《隋唐制度渊源
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和“关
中本位政策”等概念，以及隋唐
王朝“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
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
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
空前之世局”的著名论断，正是
对隋唐王朝崛起的一个影响深远
的解释，虽此后不断有学者提出
质疑的声音，但陈先生的观点至
今仍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对于隋炀帝、武则天等著名
政治人物的贡献，陆扬教授予以
了较为全面和积极的评价。而对
于唐代外来文明的影响，陆扬教
授作了相当深入的介绍，特别是

他为本次讲座准备了大量精彩纷
呈的图片，集中展示唐代丰富多
彩的物质文化，给现场观众带来
了一场视觉盛宴。值得注意的是，
陆教授早年师从西方最著名的唐
史学家杜希德（即《剑桥中国史》

主编之一崔瑞德）和当代最杰出
的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并长期
浸淫在西方学术机构，因此他是
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极为
重视唐代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讲
座中他对唐代所处的欧亚世界进
行了宏观且清晰的概述，让我们
对唐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有
了更加准确的了解。

关于唐朝为何由盛转衰，陆
扬教授重点介绍了玄宗朝出现的
许多重大变化，这些早在安史之
乱爆发之前数十年就陆续出现的
变化，很可能才是导致唐朝盛极
而衰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讲述
大唐盛世如何瓦解时，陆扬教授
并未对大家耳熟能详的“安史之
乱”多做介绍，而是重点阐释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出现的一些新

现象、新特点，包括唐后期宦官、
词臣群体的兴起，这两大群体均
是他近年来着力研究的领域，故
而新见迭出，引人入胜。比如，
陆扬认为，宦官虽然在历代正史
记述中的形象几乎全是负面，而
且往往被认为是导致唐朝灭亡的
腐朽势力，但实际上正如他研究
所见，宦官亦分为两类，一类即
人所熟知的宠臣型宦官，如李辅
国、鱼朝恩、吐突承璀等，另一
类则是在后期逐渐体制化的宦
官，如梁守谦、刘弘规等，后者
实际上有着类似外朝官员的升迁
体系，并为维系皇帝和外朝的有
效沟通做出了相当贡献。另外，
以翰林学士为代表的词臣在中晚
唐迅速崛起，他们作为皇帝的私
人秘书而对朝政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一般被视为“清流”的这一
群体在唐末遭到了朱温等军阀的
敌视和屠杀，但“文”的影响却
保留下来，并在北宋得到复兴。
稍感遗憾的是，或许是因时间所
限，陆扬教授对唐后期著名的“牛

李党争”未能涉及，事实上，党
争对中晚唐的影响也和宦官一样
极为深远，且相辅相成。

虽然陆扬教授戏称，较之此
前朱凤瀚先生讲商周一千多年只
有一讲，而他讲隋唐三百年却有
两场，已然知足，但听众仍有意
犹未尽之感。在此，我们唯有期
待陆扬教授尽快完成他早已承诺
的有关唐代的著述，使唐史研究
真正进入“陆扬的时代”（荣新

江教授语），以满足广大“云粉”
的热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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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入手吴
汝纶批校本

“天下何物最大？”宋太祖
赵匡胤向他的宰相赵普提出了皇
帝之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而闻名于后世的赵普想了想，回
答说：“道理最大”。不讲权势，
讲道理，是宋代人的精神；不爱
八卦，爱知识，这是历史爱好者
的追寻。

2018 年的 12 月，寒冷依旧
的北京，没有迎来一滴降雨，也
没有一片雪花。前去国家图书馆
听讲座的队伍依旧热情似火，丝
毫没有受到这天寒地冻气候的负
面影响。大家从四面八方而来，
兴高采烈地奔向国图大讲堂。在
国家图书馆文会堂连续举行的
“稽古 • 贯通 • 启新——北京
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老
师们讲得精彩，听众们听得过瘾，
名声早已传遍京城内外，成了我
们抵御这枯燥而干冷世界的知识
盛宴。

这次我们有幸一睹北京大学
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老师的风采。
邓老师用她一贯的生动而富条
理，学术而接地气的讲述方式，
用她那温和而明快的话语，为济
济一堂的数百听众带来了两场关
于宋、辽、西夏、金时期的精彩
演讲。数百听众，如痴如醉，听
得心旷神怡；讲堂现场，站无虚
席，秩序井然，场面蔚为壮观。

讲座分“宋代历史再认识”
和“北族政权的兴衰：辽夏金”

两个专题，为我们宏观地梳理了
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概貌，指出
了这一历史时段值得关注的重点
课题。比如，我们之所以爱宋朝，
并非现代人对历史的虚幻想象。
邓老师说，宋代是一个丰富复杂
而且充满变化的时代，是一个思
想与宗教奔流的时代，是一个有
着经济文化辉煌同时透着末日苍
凉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国
内外学术界对宋朝的研究极为兴
盛，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评价，呈
现出繁荣的景观。邓老师说，从
变化而言，包括严复所指出的“人
心政俗之变”，陈寅恪所揭示的
“文化盛衰之变”，以及钱穆所
主张的“古今社会之变”，正是
这种变化的时代中孕育了最为灿
烂、极其辉煌的中华文明，宋代
也当之无愧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的国度。从此出发，我们更
应该对宋代有“再认识”，即放
宽历史时间与地域空间的界限，
从欧亚大陆的地理空间，从中国
古代帝制朝代的长时段来重新思
考宋辽金西夏时期的王朝历史、
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
变迁。

邓 老 师 说， 要 重 新 认 识 宋
代，不仅仅需要对王朝的演变过
程有所关注，更要注意到中心边
缘的相对性，要把握历史时空的
局限性，要认识到多元政治文化
模式的历史变迁，更需要考虑到

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多重面向。比
如，认识中原王朝的历史，离不
开对于周边形势的认识。当我们
把公元 10 到 13 世纪南北政权的
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去看
的话，就会发现：那些被中原王
朝视为北方边缘的地区，其实是
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是连接当
时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
要道的核心。在这一片广阔的地
域中，契丹、女真、蒙古、汉等
多民族交汇混居，“蕃汉杂糅”，
先后建立了有别于中原王朝的
辽、夏、金、蒙元等政权，形成
与南方的宋朝对峙的局面。这种
新的国家建构模式，以及他们所
吸纳、整合和再创造出的一套新
文化模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的重要尝试。

在与北方政权抗衡的过程
中，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
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
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
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上。当时的宋朝，出现了江南水
田的“绿色革命”，建立了面向
大众的商业网络，产生了以纸币
交子为成果的“货币革命”，实
现了由封闭的里坊向开放的街巷
制转变的“城市革命”，更是完
成了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技术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些革
命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时
的社会开始走向了平民化、世俗

化和人文化。所谓平民化，是指
普通民众都具有生存发展的权
利，受到社会重视。所谓世俗化，
是人们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具
有商业、大众化的特点。所谓人
文化，是指以人，尤其是个人的
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
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
和思想自由。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宋
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
中最开明的”，邓老师说，可以
用“立纪纲，召和气”概括言之。
所谓“立纪纲”，在宋人心目中
指的是订立制度，而“召和气”
则是指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
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比如科举制度走向严密与开放，
比如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保障，比
如思想的自由等等。由此，士大
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树立起
来，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政治主体、
文化主体和道德主体的责任，有
意识地建构起一种“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人文
精神，至今令人感佩和崇仰。

从民族融合的世界历史来
看，宋辽西夏金是一个多民族纷
争和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具有
“世界意义”的时代。邓老师说，
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显示出各民
族风俗的丰富多彩，并且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这一时期的海上

丝绸之路也已经形成，以瓷器为
主的中国商品，通过大洋上往来
不息的船只，流向整个欧亚大陆。
海外学人对宋代的兴趣长盛不
衰，无论是唐宋变革、宋元明转
型等等的文化史课题，还是市井
话语、民族互动都为他们所关注。
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文化
感知力”的时代。

学历史，听讲座，是为了知
晓一些讲道理的学问，是为了丰
富一点人文的关怀，更是为了增
加一丝历史的智慧。当然，没有
到场的历史拥趸们，也能通过网
络视频直播的方式，一睹现场的
热烈氛围，一起聆听北大老师们
的智慧之声，共同感受历史的无
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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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与繁荣：
邓小南老师讲述宋与辽西夏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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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工作者走进湖南，把图书和欢乐送到基层
2019 年 1 月 14-16 日，刚过

中国传统的“腊八”节，在一片
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中，
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带队，国
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藏书家、作家、京剧
表演艺术家组成的“书香盈岁月 
新桃换旧符”文化文艺小分队先
后来到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和怀
化市辰溪县，面向基层群众开展
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志
愿惠民活动。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分别向凤凰县和辰溪县图
书馆捐赠图书 6000 余册，其中包

括专门遴选的各类新书 5000 册，
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国
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国珍贵典
籍史话系列丛书》《书香联萃》《梁
启超：永远的少年》等兼具权威
性、时代性、普及型等传统文化
系列读本 1000 余册。著名藏书家
韦力先生、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
获得者文珍女士以及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办公室郑小悠博士现场为
读者签赠《书店寻踪》《三四越界》
《梁启超：永远的少年》等书籍。
国家京剧院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魁
魁先生和吕耀瑶女士现场表演《赵
氏孤儿》《赤桑镇》《锁麟囊》《红
梅赞》等知名京剧唱段，为在场

观众带来了最原汁原味的国粹盛
宴，字字铿锵，余音绕梁，赢得
现场京剧票友们阵阵喝彩。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古籍保

护中心）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
起奔赴两地。湖南图书馆馆长贺
美华亲自率队，为两县赠送湖南
图书馆设计的爱心福袋。湖南图
书馆副馆长、省楹联家协会副会
长雷树德携两地书法家们现场挥
毫，书赠春联、福字数百幅。湖
南省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的老师
现场演示刷印年画的传统技艺。
活动现场挤满了前来领取春联、
年画的市民们，大家脸上都洋溢
着欢乐的笑容。

除了送书下乡之外，现场还
专门举办了“读书与人生”的文
化沙龙。沙龙由张志清副馆长主
持，藏书家韦力先生、作家文珍
女士、湖南省馆贺美华馆长等分
别与凤凰县作协主席刘萧、辰溪
县青年教师黄丽和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办公室郑小悠博士一起，畅
谈身边发生的读书趣闻和亲身经
历，讲述个人读书、藏书、用书、
著书以及教书育人的体会和感
悟，探讨读书与人生的真谛。现
场观众认真倾听，踊跃提问，与
嘉宾们积极交流互动。在辰溪活
动时，恰好遇上当地 2019 年的
第一场雪，更增添了瑞雪迎春的

节日氛围。
张志清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活动，将图书和欢乐送给基层群
众，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百
姓心间，进一步达到“文化乐民、
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目的，
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强大
精神力量。贺美华表示，要把党
和政府的关爱落到百姓身上，让
大家真正从思想、理念、知识上
脱贫，用文化的力量推进伟大事
业。凤凰和辰溪两地宣传文化主
管领导出席活动，表示将以此为
契机，坚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不断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北大名家面向公众开讲，
现场火爆不亚于明星见面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十五讲圆满落幕
□郑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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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2018 年 10 月 10 日—2019 年
1 月 18 日每周五下午，国家图书
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合作举办“稽古·贯
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
史名家讲座”，延请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十一位知
名学者，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面
向社会公众开讲。

10 月 10 日，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主任、著名元史学者张帆以
“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
为题，率先开讲，向听众整体讲
解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帝制时
代历史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思路，
使观众整体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
本脉络和研究状况有初步了解。
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
绪教授，历史学系朱凤瀚、韩巍、
陈苏镇、叶炜、陆扬、邓小南、
党宝海、李新峰、郭润涛等学者
先后登场，通过一、两场讲座的
时间，勾勒出史前与夏、商与西
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
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
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
学者们的讲座重点各有不同：或
侧重断代特征的整体把握，如邓
小南教授综合运用各民族语言文
字、史籍文书材料，对宋辽金西
夏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
如数家珍、面面俱到；或侧个人

研究专长的分享，如陈苏镇教授
对春秋与汉道的剖析，开启了
观众对于两汉政治文化的深入思
索；或以问题为导向，如叶炜教
授解读纷乱复杂的魏晋南北朝
时，紧紧围绕南朝“皇权消长”、
北朝“胡化汉化”两个核心问题，
层层深入，不断思辨；或重在开
拓观众视野，如陆扬教授讲授隋
唐历史时，特别注重介绍国际隋
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令人耳目
一新。或以文本为基础，逐步拓
展，如郭润涛教授在谈论清代地
方体制问题时，即从《大清会典》
的相关材料出发，条分缕析，无
一字空谈；有的将文献记载与考

古发现紧密结合，如朱凤瀚教授
在讲述商周时期国家形态与社会
发展时，展示讲解了大量甲骨、
青铜器图片，旁征博引，令观众
大开眼界。

系列讲座主讲人均为中国史
学界知名学者，其中多位是本学
科领域内最重要学者或资深学术
带头人。其研究博而且专，既熟
悉所讲断代史的整体情况，又对
细分领域有开创性探索，且在北
京大学承担一线教学任务达数十
年，授课经验极为丰富，感染力强。

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
高水平学科团队集体亮相国家图
书馆，为社会公众系统讲述中国

古代史的前沿研究，迄今尚属首
次，是以吸引大量观众来到现场
聆听。拥有两百多个座席的国家
图书馆文会堂场场爆满，观众往
往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占座。而
大量找不到座位的观众全程或站
立、或坐在地上听讲，秩序井然、
有条不紊。以每场讲座到场观众
三百余人计，十五场讲座到场近
五千人次。

系列讲座采取现场讲座与远
程推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
合、资讯速递与深度挖掘相结合
的形式进行连续不断的全方位多
视角宣传。其中，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管理的“两
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及时、准
确做好讲座信息的审核、发布工
作，力求在内容、形式上贴近民
众。光明网对其中五场讲座进行
全程网络直播，对四场讲座进行
录播，全部九场讲座点击率总数
超过两百万次，社会反响极为热
烈。《藏书报》针对系列讲座进
行两次专版报道，刊发多篇来自
国家图书馆馆员和普通观众的学
习心得。

值得一提的是，系列讲座开
幕式上，张帆教授代表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著
名先秦、秦汉史专家吴荣曾先生，
著名隋唐史专家吴宗国先生的珍
贵手稿，为国家图书馆馆藏建设
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特别重视
历史研究和教育，多次指出“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 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
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历史、
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
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
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
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
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致
力于挖掘馆藏经典、弘扬传统文
化，为广大公众提供免费、终身、
优质社会教育的国家图书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邀请当代著名
历史学家，向公众系统普及历史
知识，是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效抓手。而
系列讲座能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
欢迎和充分认可，也是历史研究、
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重要表现。

日前，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合作举办的“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
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圆满落幕。此系列讲座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共举办了十五讲，吸引了社会公
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应，堪称典范。本期专刊特邀系
列讲座策划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郑小悠博士，
及数位听众讲述感受与收获，以期让更多未能亲临现场
的读者感受讲座，学习知识，并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详见 10-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