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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尧学异域散文的现代性体验 

魏颖，罗璠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依照卡林内斯库的“人性时间和历史感”的标尺来划分，张尧学异域散文中的现代性体验分为回瞥、惊羡 

和反思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现实维度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交融的维度，表现了张尧 

学对现代性的诉求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追溯的双重心态。批判兼容的现代思维方式决定了其散文独特的审美品 

格，即呈现出高迈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理想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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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到国外访问、游历，描写异域 

风情的散文是常被学界冷落、忽略的一环，人们通常 

将这类散文当作一般游记来读，却忽视了这类散文的 

代表性作品典型地呈现了独特而丰富的中国现代性体 

验。 

所谓现代性，学界对它的概括莫衷一是，按照马 

歇尔·伯曼的理解，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 

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利、快 

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 

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 

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 。现代性将 “全人类都统一 

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 

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 

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 。 [1](15) 

在此基础上， 王一川教授将中国现代性体验概括为 “中 

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关于自身所处全球性生存 

境遇的深沉体认” [2](58) ，这种深沉体认并非单纯的感 

受或单一的价值取向，而是与衰落的古典性体验构成 

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多种感受多种价值观的矛盾综合 

体。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有其自身特 

殊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轨迹：西方的现代性是在社会工 

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原生性；中国 

的现代性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当时中国社会的 

文明进程还比较低，科技、经济还比较落后，鸦片战 

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圆融自足性打破了，中国在西方 

资本主义洪流裹挟下迈进现代化门槛，因此，中国的 

现代性并不具有原生性，而是显示出东方与西方，传 

统与现代的不同价值观的撞击、融合与对抗。 

笔者要探寻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学校长兼 

作家张尧学教授的人生经历、现代性诉求与中国的现 

代性进程所形成的一种微妙互动的同构关系：张尧学 

教授  22 岁以前一直呆在封闭的家乡湖南澧县，1978 
年考上大学离开家乡，1983年飘洋过海来到日本东北 

大学学习，以后每年都出国考察、开会或讲学，足迹 

遍涉美、英、法、德、爱尔兰、俄罗斯等西欧、东欧 

国家。他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来观照异邦文化，并将 

自己的切身体验真实地表达出来， 二十余年坚持不懈， 

积累成了四本富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散文专辑： 

《另一个清华》、《又见木兰》、《侘寂天涯》和《水随 

天去》。作为一位从相对闭塞、保守、落后的边城走向 

开放的现代大都市的中国知识分子，异邦现代文明带 

给他的感受是复杂而丰富的，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人 

性时间和历史感”的维度上，张尧学异域散文的现代 

性体验呈现为何种形态？有何审美特质？影响其散文 

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品格的思想文化根源又是什么？ 

一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中以西方现代文艺为根据，归纳并 

分析了现代性在审美表现上的五种典型概念：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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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并认为 

这些概念虽然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各自的意义，却拥有 

一个共同的主要特征： “它们反映了与时间问题直接相 

关的理智态度。显然，这不是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或认 

识论时间，也不是物理学家们处理的科学建构，而是 

从文化上去经验和评价的人性时间(human  time)和历 

史感。 ” [3](15) 卡林内斯库从“人性时间和历史感”的角 

度来划分现代性审美经验，对于我们研究全球化时代 

的中国现代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依照卡林内斯库的 

“人性时间和历史感”的标尺来划分，张尧学异域散 

文中的现代性体验有回瞥，有惊羡，也有反思，它们 

分别指向中国现代性的传统维度， 未来维度以及过去、 

现在和未来相交融的维度。 

(一) 回瞥体验 

“回瞥”是缅怀传统文明所呈现的现代性精神方 

式，是在文化冲击下创作主体的原乡情结的投射，指 

向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传统维度。在张尧学教授的散文 

中，写得颇为感人的还是他在全球化语境下深情地回 

眸故乡，抒发乡土情怀的篇章，这是深入他的骨髓， 

从生命里流淌出来的文字： 

记得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门后，就是那满是 

蔚蓝色湖水的沟围湖。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巨大 

的湖。那湖里的水，多像在飞机下的太平洋海水的蔚 

蓝！只是它的味道是甜甜的。湖里，夏天满是荷叶和 

莲藕，冬天满湖都是捕鱼人和那令人心跳的鲤鱼、草 

鱼、鲫鱼、鲢鱼等淡水鱼。父亲用自家的小船，早出 

晚归， 载回的总是至少有半舱的活蹦乱跳的各种鲜鱼。 

吃鱼、卖鱼、抓鱼是我从小的爱好。……20多年过去 

了，家乡那原来蔚蓝的水已经再难看到。据说湖面已 

经变得窄小，莲荷已经不复存在，湖水已经变得浑浊。 

什么时候，沟围湖的湖水还能恢复成蔚蓝色，还能够 

让我们挽起裤脚，伸开双手，就能将那清凉的水，送 

入口中去品尝它的甘甜呢？什么时候，还能看到那满 

湖的荷叶和莲藕，让采莲的湖娘摇着小船，去采摘那 

满湖的湘莲？我家乡的朋友和乡亲们，你们还能尝得 

到那甘甜的湖水吗？还能品尝那鲜嫩的湘莲 

吗？ [4](8−9) 

这段质朴、纯净的文字是张尧学教授坐在飞往旧 

金山的国际航班上俯视太平洋的海水引发的遐思。因 

缘时会让他走出边城步入现代化大都市，故乡的湖水 

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他由衷地感慨： “有了 

家乡的水垫底，还有什么值得忐忑不安，还有什么值 

得彷徨的呢？以自己的微力尽人事，就像那水随着天 

地一线的缝隙一样，潺潺流去。 ”虽然与现代化大都市 

相比，故乡贫穷落后，但在他的笔下却是风光秀丽， 

人情淳朴，孩子们放牛，打架，偷桃，跑到邻家菜园 

子里摘西瓜、黄瓜、甜瓜，充满了生机和自然生命的 

和谐： “好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好在有劳动的机 

会，好在能够和队里的妇女、男人们一起春种秋收。 

夏天双抢、冬天兴修水利，收获劳动的成果、享受耕 

作的欢乐。 ”“劳动很苦很累，收入很少很少，物质上 

很穷很穷。甚至穷得在农村里媒婆给介绍对象时，找 

不到一条好裤子穿。但是，在广阔天地的阳光下，那 

是一段很美的时光……” [5](6−7) 。故乡的沟围湖不仅是 

他少年时代的乐园，而且是他走南闯北，投入到充满 

喧嚣和躁动的现代都市生活的精神支柱。值得一提的 

是，上个世纪的湖南作家沈从文通过描写未经现代文 

明污染的湘西世界来寻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从现代 

性体验类型来看也可归纳为回瞥体验，但沈从文与张 

尧学的体验风格大相径庭：沈从文始终表现出与现代 

都市文明有着难以消除的隔膜，在对故乡的叙述中流 

露的是淡淡的孤独、感伤、悲悯，还有对古典理想主 

义情境掩面而去的留恋；张尧学则充满民族的忧患意 

识和激情， 其回瞥体验呈现出双向度的辐射： 一方面， 

他通过描写自然清新的人文景观，彰显了自己对原生 

态的审美认同，表达了人类在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现 

代化进程中需要用自己的心和自然沟通的人文情怀； 

另一方面，张尧学教授在追忆故乡的同时意识到自己 

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伴随着他对故乡的精神寻根是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心灵。 

(二) 惊羡体验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西方先进文化的震惊 

和羡慕，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在现代性时空裂 

变中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民族、国家 

和个人等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震惊与羡慕相互交织的体 

验指向的是中国现代性的未来时空。 
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鸦片战争强制性打开，康 

有为、梁启超、王韬、薛福成等学者、官员走出国门， 

写下了《欧洲十一国游记》、《新大陆游记》、《漫游随 

录》、《出使四国日记》。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借 

游记之名探讨中国问题，成为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 

的开端。 如果说在 19世纪中国还是一个被迫打开国门 

的过程，到了 20世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国门 

便主动、自愿地打开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出国 

学习、访问考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积极开阔眼界、接 

纳世界的选择，张尧学便是其中的一员。经过长期的 

思想禁锢，他从边远的湖南水乡来到日本东京、美国 

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现代化大都市，人文环 

境的巨大反差使他体验到强烈的文化冲击：第一次喝 

咖啡，第一次感受酒吧文化，第一次开车，从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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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饭到复杂的纳米技术，无不令他新奇、震撼！张尧 

学教授本是研究计算机的，却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之 

余，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乐此不疲地描写异邦现代化 

的文化镜像，并将自我关怀投射在这些异邦文化镜像 

上。譬如当他访问爱尔兰，发现爱尔兰取得社会经济 

飞跃发展的最关键原因是重视教育，连续十年教育占 

财政支出的 19%以上，而中国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 

都是在  3%左右徘徊，他据此认为可持续发展、和谐 

社会、小康社会，最关键的核心是高素质的人， “高素 

质的人从哪里来？一是实践，二是教育。因此，我们 

必须更多投入教育” 。 [5](143) 欣赏巴黎埃菲尔铁塔，他 

眼睛不禁一亮， “一眼望去，铁塔像一把战神高举着的 

利剑，直直地刺向长空。呼啸而过的晚风，犹如那战 

神发出的低沉的怒吼。稍稍停下脚步，你仿佛能感觉 

到利剑出鞘的风声，看到它划破长空后产生的闪 

电……蓝色的天、白色的云都被这利剑划成了两半， 

流出的血，染红了下面的云彩，化成了美丽的晚 

霞” 。 [5](34) 在他的眼中，埃菲尔铁塔是战神的利剑，是 

浪漫自由、敢于标新立异的法国文化的象征，惊羡之 

余，他不自觉地反观中国的建筑文化，感慨中国大同 

小异的高楼大厦、千篇一律的公路，同时憧憬中国能 

开拓创新，拥有国外没有的现代建筑艺术，中国的城 

市才能成为有变奏、有活力的城市。值得特别指出的 

是，面对先进、富裕、强大的异邦形象，作为计算机 

专家和教育家的张尧学所产生的惊羡体验与一般的文 

人作家有所不同：一般的文人作家仅仅是作为旁观者 

或者局外人消极地羡富慕强，甚至产生自卑心理；而 

张尧学教授遭遇文化断错的震撼后，产生了对中国现 

代性未来的憧憬，以及科技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强 

烈冲动。因此，他描绘异域奇观与他的“师夷长技以 

制夷”的务实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表现了个人 

对于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并彰显了对落 

后的中国进行改革的意向，以及“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积极进取精神。 

(三) 反思体验 

反思体验是在自己所属的社会文化与所到之处的 

社会文化进行比较，产生的对自己所属文化以及现代 

人的生存境遇、精神归宿的深刻体认、批判与超越， 

指向的是现代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交融的维度。 

西方文明世界无论在军事力量、政治结构、科学 

发展、教育制度等方面都先进强盛，相形之下，中国 

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距。当中国眼光和西方文明 

世界遭遇，必然会发生具有冲击力的碰撞，衍生出新 

的认识，这种反思体验在张尧学的诸多散文中都有呈 

现：当他考察加州理工学院、莱斯大学，感觉在这些 

大学里， “创新已像人体中的血液，在全身各处流淌 

着” 。 他不禁反思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强调创新却很难创 

新，根本在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容不得批判的文 

化” 。 [5](278) 当他访问麻省理工学院的沃海德生命科学 

研究中心，反思的是对生命科学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培 

养对专业技术知识的理解、 热爱和创新， 更要注重 “培 

养人们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对传统、对伦理的尊 

重” 。 [4](19) 当他在飞机上俯瞰自然，内心深感侘寂，反 

思到社会进步是以乡土文明的破坏为代价，人类的现 

代化进程也许是个悲剧， “人类打着发展的旗号，用着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一边发展一边破 

坏……当自然破坏殆尽之时，也就是人类灭亡之时。 

而孤独、寂寞的自然越多，则是人类可以欣赏和使用 

的资源越多……发展速度太快、竞争过激，使得很多 

人身心都无所适从” 。 [5](1) 飞机上的张尧学思绪万千， 

他回忆起“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家乡生 

活的贫穷，一点点野菜、一小包蚕豆都成为他童年的 

寄托和激动。当张尧学教授立足于无限的宇宙时空来 

看人类的现代化进程， 他豁然开朗了， “严寒虽然冻死 

了杂草，但冰雪毕竟还在哺育大树。何况在冰雪中还 

有万年以上的各种细菌永远不灭” 。 [5](8) 虽然在现代化 

进程中有破坏、 有代价， 毕竟时代的巨轮在滚滚前进， 

大浪淘沙见真金， 文化的精华仍然像绵延不绝的种子， 

代代相传。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将张尧学异域散文中的现代 

性体验分为回瞥、惊羡和反思等三种类型，其实只是 

一个相对的划分，在具体的情境下，往往在回瞥中有 

惊羡，惊羡中有反思，反思中有回瞥，多种体验往往 

错综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尧学在日本东北大学攻读 

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度过了他七年的青春年华。在 

日本的经历和感受，对张尧学而言绝非浮光掠影的旁 

观，而是深刻而复杂的切身体验。一方面，作为一名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从父辈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日 

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进行蹂躏、凌辱甚至残酷 

虐杀的故事， 这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计算机专家，他不得不正视日本 

在科技上远远领先于中国的事实，和许多热血青年一 

样，他对海外先进发达的国家有一种追慕之情，因此 

他选择了宽恕仇恨，远涉重洋来日本学习。在他的笔 

下，日本人多数是友善、充满温情的，譬如不图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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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答也不愿意当恩赐者，却为他们一家免费提供住房 

的房东；成天笑咪咪的，对所有的留学生和日本学生 

都提供周到、细致帮助的秘书优子女士；美丽善良， 

“说话像唱歌”的护士小姐；无论是为人，还是生活 

上都给他提供无微不至的关照的石井先生……在日本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让张尧学感动，日本文化的团结精 

神和忍耐精神也让他肃然起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 

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场，他明确意识到“在中国和日本 

的关系上，中国是弱者和受害者。这不仅仅是指  60 
年以前的那场战争，也不仅仅是指我国近 100 多年来 

屈辱的近代史” 。而且包括现在， “尽管我国的国力比 

以前增强了许多，国际地位提高了不少，但我们仍然 

是弱者和受害者” 。 [4](306) 因此，如果有日本人用他的 

帮助来交换张尧学教授对侵华战争的看法，他便会义 

无反顾地切断与那位日本人的所谓友谊。 

自 20世纪初以来， 留日作家记叙自己在日本的生 

活、感情经历的文章层出不穷，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 

《沉沦》就是其中的代表。若我们将郁达夫在《沉沦》 

中流露的思想倾向与张尧学教授的留日散文作一番比 

较，就会发现两者呈现出尖锐的反差。请看郁达夫在 

《沉沦》中的结尾：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 

心的哀话。 走了一会儿， 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 

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 

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 

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 [6](52) 

我们再来看张尧学教授在《弱者不能太大度》中 

对中日军事力量悬殊和两国关系的洞见： 

中国除了有几颗核武器能威慑他们之外，常规武 

器无法与他们比较。日本有很多军事评论家不止一次 

扬言， 如果中日发生海战， 其结果将是中国舰只 100% 
被击沉而日方将一艘无损。空战当然更不在话下，以 

苏式或俄罗斯的米格系列为主的中国军机，其电子设 

备远远落后于美日战机。 

中国唯一能与他们相比的是士气，是一种士可杀 

不可辱的英雄气概。20 世纪 40 年代，旧日本帝国的 

军人在中国遇到了这种气概，特别是在湖南的几次大 

战，他们更是心惊胆战。最近去湘西自治州，听说有 

一支湘西籍的部队在常德大会战中，几乎拼得全军战 

死也没让日军前进一步。 

…… 

弱者不能太大度，弱者不能太软弱。弱者也不要 

轻易出手，要韬光养晦，而且要一出手，就把对方打 

倒，打趴下。中国，我们有这个准备吗？ [4](306) 

面对日本的强势地位，郁达夫和张尧学都渴望中 

国富强起来，但两人的思想格调、情感价值取向却自 

见高下：《沉沦》 中的主人公缺乏强烈的生命抗争意识， 

将个人所遭受的欺凌全归于国家的贫弱，在孤独苦闷 

之中挣扎，超越不了个人生活圈的局囿，最后无可奈 

何地赴海自绝了，其价值取向是消极、颓废的；与其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尧学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落后 

于日本的事实，也忧国忧时，但他不自怨自艾，而是 

乐观地看到了中国人所具备的不屈不挠的“士气” ， 一 

种自强不息的应战精神，即便是弱者， 也能奋发图强， 

改变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在他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豁 

达自信的理想主义情怀。 

可以说，理想主义情怀是贯穿张尧学散文的一根 

红线，无论是他在飞机上回忆少年时在故乡忍饥挨饿 

劳动的艰苦岁月，还是他留学时无端遭遇日本人的傲 

慢无礼；无论是他在异国他乡承受各种各样的生活压 

力，还是学成归国后面对国内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的 

窘境，张尧学都能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坦然接受。在张 

尧学教授的笔下，代表着他的西方文明情结的“樱花” 

与代表着中国文化情结的“木兰”都是那样美丽： 
7年的留日生活，使我熟悉了那白如云、红如血， 

来得迅猛，去得悲壮的美丽温柔又无比刚烈的樱花。 

每年的 3～4月， 从日本南方的九州列岛，一直到最北 

方的北海道，樱花不断地盛开，不断地凋谢，前面在 

开放，后面在凋落，前赴后继，义无反顾。每次开放， 

也就前后一个星期。惹得那最爱招花引蝶的日本民众 

一到樱花盛开的季节， 就狂欢乱醉在那艳丽的樱花下， 

美其名曰：花见。 

然而，清华园中的木兰花，给人的是完全另一种 

美。她洁白晶莹、妩媚娇娆、仪态端庄、美观典雅、 

清香远扬……在那春天的阳光下，璇旖的花瓣舒展地 

享受着阳光的触摸，含羞地绽放着；给人带来清香、 

甜蜜、浪漫、希望…… [7](1−2) 

樱花与木兰，风采迥异，却美在各有千秋。一方 

面，张尧学的理想是向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无私奉献 

精神的“木兰”学习，因此在日本读完博士学位后， 

他毫不眷恋日本远远高于国内的丰厚的物质待遇，回 

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在清华园里释放自己的智慧和 

能量；另一方面，对象征着西方文明的樱花，他也不 

排斥、否定， 樱花“美丽温柔又无比刚烈” ，开得迅猛， 

去得悲壮，她的美是木兰所匮乏的；反之，木兰“洁 

白晶莹、 妩媚娇娆、 仪态端庄、美观典雅、清香远扬” ， 

这种美也是樱花所无法替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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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内心根深蒂固，学尧舜之道，读孔孟之书是他的 

价值选择，但他毕竟是受西方文明洗礼成长起来的新 

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日本修完了代表着西方现代文 

明的计算机学业，并与不少日本朋友建立了真挚的友 

谊。在七年潜移默化的岁月中，他开始用一种新的参 

照系来审视中国文化、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 

关系，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疆域被打破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种亦此亦彼的现代思维方式。因此，当他看 

待象征着西方文明的“樱花”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 

的“木兰” ，就不是势不两立的对立或者排斥，而是批 

判兼容，多元共生！现代思维方式决定了张尧学教授 

为人处世的通达、包容，也决定了在其散文中难以找 

到郁达夫在异域环境中的自卑、焦灼和苦闷，而是呈 

现出高迈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理想主义情怀！ 

综上所述， 张尧学通过对异域文明的叙述和抒写， 

表现了他对现代性的诉求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追溯 

的双重心态。迈向 21世纪全球化时代，面对农耕文化 

与工业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传统文化的式 

微， 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何去何从？张尧学认为： 

“只要有和平，只要努力，只要学习，就有希望和将 

来！ ”时代选择了张尧学， 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以西 

方现代文明为参照，反观自我(文化传统、民族国家和 

个人)，由此体验崭新的现代世界，并对中国大学教育 

进行改革的先行者。他的散文所呈现的独特的现代性 

体验以及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情怀在文化开阖的时代 

无疑能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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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reig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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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Calinescu’s  scaleplate of “human  time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e 
modern  experience  in  Zhang  Yaoxue’s  prose:  glance,  admiration  and  reflection,  pointing  to  the  dimension  of  the 
tradition,  the  reality  a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integration  .From  the modern  experience  it can  be  seen  that 
Zhang Yaoxue’s dual mentality of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and tracing back to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ritical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 thinking determines unique aesthetic style of his prose: the lofty vision, to accommodate all 
of mind and idealism. 
Key Words: the modern experience; the modern thinking; idealism; Zhang Ya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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