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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今年是鲁迅逝世 70周年, 也是鲁迅诞

辰 125周年,国内外都有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

活动。鲁迅及其作品已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

遗产,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除了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都有一些有影响的鲁迅研究

学者与成果。今天我们来讨论鲁迅,作为对于鲁迅

的一种纪念。大家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与研究著

作,我们是否可以就如下几方面展开讨论:我心目中

的鲁迅;鲁迅的精神世界; 鲁迅的世界性意义; 鲁迅

研究的拓展。大家可以直抒己见畅所欲言。

一、我心目中的鲁迅及其精神世界

朱品君:作为文化巨匠,鲁迅影响了几代人。对

于他,有的爱戴,有的疏离,有的利用,有的批判。鲁

迅对读者是坦诚的,他的作品常常是赤裸裸地剖露

其灵魂。叶公超说鲁迅是 能怒,能骂, 能嘲笑,能感

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 当众隐讳的暴露自己!(转

引自旷新年∀沉默的声音#, 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

人与神#, 中国工人出版社,第 46页) ,这评价恰如其

分。人最难面对的是自己, 能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

地剖析自己的, 难得。谈到创作,当今一些作家常常

侃侃而谈创作经验与技巧。鲁迅却说:  仰仗的全在
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鲁迅杂文全集#第 48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样坦诚,让人肃然起敬。

赵春:鲁迅在我眼中是启蒙者、旧社会批判者、

写实主义作家。鲁迅主要是通过创作对人性进行剖

析,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人性的观照与解剖, 是

鲁迅小说思想的核心, 也是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叙

事的传统,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先河, 这

份未完成的启蒙成为民族文化种种悲剧或闹剧的某

种宿命。

刘昕: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鲁迅始终都是以刻

板、阴冷以及民族苦难承受者的形象出现。虽然很

多人不理解、不喜爱以至于有些讨厌,却仍怀着崇敬

之情,把他看成遥远、黑暗日子里执笔而战所向披靡

的英雄。那时的鲁迅是神,是民族魂,唯独少了点人

性与人气。

李亮:历史上的鲁迅,曾经一再被人 毁容!, 在

阶级斗争视阈中,鲁迅仅仅作为阶级斗争伟大战士

的形象出现,忽略甚至阉割鲁迅作为个体生动丰富

的方面,在神化与圣化鲁迅的过程中,鲁迅仅仅成为

了一个政治符码。长期以来, 权力话语的集中单一

化,使鲁迅成了政治话语的形象代言人,成了金刚怒

目式的 神!。20 世纪 80年代以后,鲁迅的阐释渐

渐趋于多元化, 90年代到新世纪初,后现代与解构

之风的盛行,又有时使鲁迅变成被人颠覆、嘲骂的对

象。

刘昕:就我个人而言,当读到鲁迅的∀两地书#、

∀野草#这些作品时, 感到的是一种震惊,是那种鲁迅

由 神!回落到 人!的强烈反差。从那些篇章中, 我

看到孝子、慈父的鲁迅, 那种为家庭亲情奔忙、无情

未必真豪杰的亲切, 那种陷于自身矛盾、家庭琐事无

法摆脱的焦虑,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是一个人, 一个

既平常又深刻的人。



李亮:的确,过去我们更多注意鲁迅绝望抗争阳

刚的一面,鲁迅还有柔情的另一面, 作为母之子、妻

之夫、子之父,他承担着责任、表现出温爱;承受旧式

婚姻时的愤懑苦痛, 面对爱情时的犹豫不决, 为金钱

所困的奔波苦恼,对 鬼气!缠身难以摆脱的困惑, 既

远离名利又怕被别人冷落的矛盾, 等等。他是中国

社会最为独特的知识分子,他敢于直面现实、反省自

我,但身上仍留存着中国传统文人之气,造成他只能

常常带着面具, 独自承受内心的痛苦与磨难, 独自咀

嚼着人生的苦闷与悲哀。

朱品君:人无完人,鲁迅当然也不例外,他多疑、

易怒, 所以树敌颇多。多疑的性格使他往往把人与

事看得过坏,使得他的内心更显得寂寞与荒凉,从而

走向虚无主义, ∀过客#集中表达了鲁迅对于绝望与
虚无的富有个人特色的选择。

杨剑龙:其实∀过客#更多的是一种执著探求的

精神,那种无论前面是花还是坟, 过客仍然执著前

行,其实这也是鲁迅自身精神的某种写照。鲁迅不

是虚无主义者, 他时有虚无感,时有寂寞与无奈, 但

他仍然进行着绝望的抗争。

刘昕: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人在春风得意、自

我感觉良好时, 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 人倒霉了,

陷入生命的困境, 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 这时

就走近鲁迅了。困惑与绝望必须有一定的生活积淀

才有可能出现。

陈卫炉:阅读鲁迅跟自身阅历和心态情绪有关。

在我们的时代,  一说崇高就有人说你虚伪, 一说悲

悯情怀就有人说你矫情, 一说风雅就有人说你附庸

风雅!,谈论鲁迅需要勇气, 一味地将鲁迅妖魔化或

神圣化,不结合鲁迅自身实际,对鲁迅思想的了解与

研究都于事无补。

李亮:鲁迅生前知音难觅, 而其仙逝后, 一些所

谓的徒子徒孙们却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唯一深

得鲁迅衣钵的人! 在 鲁学!的山头上, 一些人树旗

称王,又有些人想把鲁迅拉下神坛,扫进历史的垃圾

堆里。

杨剑龙: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化、圣化鲁

迅,将鲁迅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在评价历史

人物时仍然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实事求

是尊重历史。作为学术研究, 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

人物,不能光仰视,要平视, 甚至还要俯视。如果只

是仰视,只能看到他高高在上的一面;采取平视的角

度,我们就能够客观地进行研究; 采取俯视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有一种鸟瞰的眼光、历史的观照, 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把鲁迅放在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

学史的轨迹上去分析, 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

里,他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对待历史人物要从多

方面来研究,包括鲁迅,他身上也有短处,并非完人。

既要把鲁迅看作一个伟人,更要看成一个凡人,他也

有七情六欲, 也有些短处, 如多疑。但我们也要把

 多疑!放在鲁迅所处的整个时代来看。首先是因为

他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 小小年纪, 出了药铺进当

铺,受了很多欺凌, 遭了许多白眼,造成他对社会的

多疑态度。鲁迅对他的故乡是看透的,他常常用冷

漠的眼光去看世界,他的作品展示的也是一个冷漠

的世界,但鲁迅要启蒙,他从启蒙的角度揭示冷漠世

界的病态。我们阅读鲁迅,研究鲁迅,既要将鲁迅看

成一个伟人,又要把他看成一个常人; 既要仰视, 也

要俯视。这样才能不把一个巨匠神化, 也不贬低。

有段时期,人们拼命去找鲁迅的短处,找他的艳闻佚

事,来制造轰动效应,这是不正常的。

赵春:鲁迅当年曾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

教,跟 欧美派!的矛盾更多是一种派系之争。鲁迅
曾跟陈源打过笔仗, 拒不接受陈源对他 某籍某系!

的指控,这里的 某籍某系!指的是以蔡元培为首的

浙籍人氏把持北大之事。鲁迅并非是由 某籍某系!
而发迹,但事实上确实因之而得益。

杨剑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把浙籍的作

家抽掉了就会至少少了一小半。以前我们总把文学

看得很崇高,而忽略了文学有时也是谋生的手段, 当

时搞文学也是求生活,如同宁波人跑码头做布生意,

扬州人做剃头刀扦脚刀切菜刀的生意一样。蔡元培

当了北大校长,有了话语权, 就可以录用提拔同乡,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 江浙地区本身的文化传

统与积淀,培养出了一批有文学功力的学者文人, 这

也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由求生活走上文人

之路,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赵春:鲁迅从小接受严格的古文教育,这对他选

择新的知识特别是医学和自然科学有一定作用。传

统中国以文治国,理工科薄弱,传统尚文精神和对功

名利禄的追求很大程度限制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

纳。

杨剑龙:辛亥革命后,鲁迅有一段钞古碑读古书

的岁月,这对于鲁迅深入了解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

文学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迅对于中国文化

深入肯綮、鞭辟入里的分析, 离不开这段时期的阅

读。我们也不要忽视鲁迅很喜欢读野史笔记, 这对

鲁迅的影响也不小。

刘昕:那时很多学人早期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

的教育熏陶, 但在十几岁走出家乡、或者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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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都进入现代西式学校学习,这给予他们接受新知

识的途径,很多人是站在这个角度去批判传统文化

的。

李亮:鲁迅这一代留学日本的和留学英美的文

化人,在文学观点、思想观念上有所不同。

张勐: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他从日本学的是

二手尼采,并不是从欧美学一手的,但他学得更为正

宗,这跟日本当时的语境有关,与鲁迅本人个性也有

关。

杨剑龙:鲁迅是以 拿来主义!的态度来接受西

方文化的,他绝不盲从,他是了解、理解后再作判断。

他是从异域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这是他与有些中

国文人最大的不同, 他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把自己放进去批判, 他与周作人的不同最主要也

在于这点,周作人常常是以旁观视角观照社会的。

鲁迅写人力车夫,不像其他 五四!作家那样坐在车

上感叹:人力车夫苦啊! 鲁迅他会从车上下来,承认

自己的 小!,仰视车夫的高大。这与鲁迅的身世有

关,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病了由他来扛起家庭的责

任,家庭变故和父亲死后他饱受欺凌,于是他对封建

家族有了很深的感受。辛亥革命后,经过读古书、钞

古碑的时期,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正是

有了这一寂寞时期, 他才写出∀狂人日记#,借狂人之

口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 其中最振聋

发聩的一句话就是 从来如此,就对么?!表现出 五
四!精神中最重要的怀疑精神。鲁迅的深刻之处在

于他了解中国文化, 也接受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的

融会中来看待和批判传统。

章萱 :抛开加在鲁迅名字前的种种头衔,只把

他当作普通作家来阅读时, 最打动我的是其作品中

的 客子!形象。家庭的变故、离乡的痛苦等原因, 使

他的作品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游子的情怀。当

他回到故乡后, 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那个梦中所怀

念的故乡,且更难以亲近,有种在故乡做客的 客子!

感觉,便不得不再次离开。∀酒楼上#、∀故乡#所描写

的 我!的经历, 也许就是作者彷徨迷惘中在故乡却

如客子的真实写照。 客子!形象是鲁迅所塑造的众

多艺术形象中的一个重要剪影。

杨剑龙: 鲁迅作品中的归乡者确实是一种 客
子!形象, 但是他回到的故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故乡

了,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归乡者所见的故乡是停

滞的、落魄的、封闭的。这种感情跟他走出去时的感

情完全不一样, 他想去寻故乡、寻旧梦, 但却已难以

找到了,这种隔膜和疏离造成了游子的无根状态。

所以,在鲁迅小说中, 归乡者始终是被故乡所放逐

的,回到故乡的他注定了只不过是一个客。从某种

角度上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是两种文明

的冲突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故乡代表

着一种封建式的农业文明,他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用这种眼光去看故乡, 落魄的故乡已不是他心目中

的故乡了。在故乡, 归乡者很孤独,过去的挚友都已

星散,朋友都在为杂事忙碌,他只有到那酒店去吃记

忆中的菜。鲁迅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叙事的模式: 回

乡 隔膜 离乡。

赵春: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鲁迅看问题

更为犀利、批判更为深刻。他早年接受了进化论思

想,推崇 19世纪自然科学理性的精神, 认为 将来必
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 从而 俯首甘为孺子

牛!般地提携后进,可是青年人是如何报答他的呢?

杨剑龙:鲁迅对待青年们是很真诚的,他一生给

许多青年作者改稿、写序、回信。即使有青年作者忘

恩负义地攻击他,他仍然执著地努力为下一代开路。

虽然这跟他的进化论思想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鲁迅

认为这启蒙的事业要有延续性。鲁迅是个复杂的个

体, 也是个丰富的个体。我们说, 鲁迅的伟大, 在于

他是 20世纪最痛苦的思想者,他在思考社会、人生

以及未来,他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改变这个社会,他一

生都在思考如何启蒙民众,但社会却日趋黑暗,民众

又不听呼唤,他倍感孤独; 他想给年轻人引路, 又怕

带上歧途。鲁迅始终都有这样的担忧,他不想做人

们的导师,但作为一个思想者和文学大家,青年人都

觉得他是一个导师。鲁迅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志向:

救中国, 救民众, 改变社会, 改变人生,改变国民性。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 不断地痛苦, 不断地焦

虑,不断地绝望,但仍然进行着绝望的抗争。

二、鲁迅的世界性意义

朱品君:现在,  鲁学!不仅在中国是门 显学!,

同时也走向了世界。我认为鲁迅的意义最重要的是

帮助人们解除精神枷锁。鲁迅批判国民性中的奴

性,强调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鲁迅至死 一个都不

宽恕!的斗争性,在当今弱肉强食的年代也具有世界

性意义。现代知识精英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平, 必

须具有鲁迅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失去了这种精神

就消弭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从某种角度说, 鲁

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他常常几乎是以个人的力量

批判社会、反抗社会,鲁迅精神对当前一些有着骑墙

性格的 社会精英!, 至少具有一种警示意义。

张勐:我们在考虑鲁迅的世界性意义时,视野要

进一步放宽,比如∀阿 Q正传#中,一直关注 精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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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国民性的批判,但在世界背景下,是否还需要

换角度重新解读,这是值得思考的。

陈卫炉: 鲁迅世界性意义应该放置于近代中国

已被强行纳入世界整体体系的框架中来讨论。以鲁

迅为重要成员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思想和文

化催生的结果,  五四!一代一开始就自觉地以西方

代表的现代性作为反叛旧传统、获取文化运动合法

性的资源。可以说, 活动于这一背景的鲁迅及其 文

学世界!先天地属于世界整体的一部分,也就自然而

然地具有了世界性意义的可能。问题在于, 作为中

国话语系统的一个 谬种!的鲁迅的独特生命存在样
式,他怎样以自己的 这一个!丰富世界文学和人类

思想的多样性特征,为整体的人类生存提供一种美

好的可能性? 就他的作品而言, ∀狂人日记#有着果
戈理∀狂人日记#的影子, ∀药#闪动着安特莱夫式的

阴冷,鲁迅式的 拿来主义!,使得 五四!一代否定中

国旧传统时包含了肯定西方的因素。鲁迅及其缔造

的文学世界为我们探求鲁迅的世界性意义提供了可

能,当下学术界(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流行以鲁

迅为个案,在殖民地社会背景下,反思民族 现代化!

的研究。这个视角的开创赋予了鲁迅研究的时代性

内涵和现实性意义。

赵春:鲁迅的意义告诉我们, 须有独立的个体,

才能拥有独立的民族;须有自由的禀性,才有理性的

思索;须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才能理解宽容和自由

的精义;须有 拿来!的气魄,才有面向世界的可能。

李亮:在  鲁迅的世界性意义! 这个命题中,

 鲁迅!不仅是作为生命个体来理解,更多指涉着一

个价值符号,即意义的相通性或指代性。日本形成

了 竹内好鲁迅!、 丸山升鲁迅!等,更多地探求民族

的反思性;韩国则从鲁迅上吸取反叛性,关注殖民地

背景中的鲁迅。鲁迅身上最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

子所具有的独特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姿态。鲁迅作

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以独立身份

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 体现出社会参与意

识的公共良知, 鲁迅用社会的 公共领域!(哈贝马斯

语)所拥有的广泛影响力,以启蒙者的身份对大众进

行由上而下的启蒙, 呼唤国民自由个体的产生。他

并不装扮成大众的精神领导, 且一再拒绝被人当成

 导师!,表现出许多对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反省性

的思考。鲁迅的道德实践和理性反思, 对当前知识

分子纷纷被商业体制、知识体制、国家体制招安, 传

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技术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

子,以及社会中出现的犬儒主义、伪崇高、伪精英等,

这些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窘态也都不

无借鉴意义。

当前,社会信仰缺失、道德失范, 娱乐恶搞现象

盛行, 东方和西方都面临着自身的定位难题。其中

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指责 五四!割裂传统, 从

而呼唤回归儒学,为新保守主义立言;二是一味追逐

 西方!, 拾人牙慧。鲁迅认为, 定位要有 心里的
尺!, 做到 思虑动作, 咸离外物, 独往来于自心之天

地,确信在是, 满足在是!(∀文化偏至论#,引自∀鲁迅

全集#第一卷, 53- 54页, 1981年版)。反对 伪士!,

做到 白心!。否则以西方为模板, 抛弃传统,最终会

成为可怜巴巴的 飞地!。

三、鲁迅研究的拓展

刘昕:我们解读鲁迅时始终都有一种无形的障

碍:鲁迅是被意识形态渲染过的、体制化的鲁迅, 鲁

迅在面向大众时是没有独立价值的,他被一种普遍

性重新定义过了,这种普遍性几乎涵盖了 五四!时

期大部分的作家作品, 从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

再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站在这个阵营里就是那个

阵营里,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阵垒分明,绝无过渡。

长久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种简单粗暴且

不实事求是的分割方法, 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塑造出

的鲁迅是那样冰冷与遥远。鲁迅的论争在不断继续

着,人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与思考变得越来越

动态化多样化,这赋予了鲁迅研究鲜明的时代需要

和个人体味的色彩。近八十年的研究史表明, 有许

多问题仍待解决,这说明在不同时代由于整体社会

思潮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等综合

因素的复杂作用,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与解读将永远

不会停顿。但在现今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语境中进

行技术层面上的简单化操作, 往往造成新的曲解与

误读,或者还是在 为社会情境和政治意识形态寻找

注脚!,鲁迅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鲁迅。

朱品君:目前 鲁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鲁

迅的研究越深入,就越会让读者触摸到真实的鲁迅。

但研究中也有不少问题。有人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法来分析萧红对鲁迅的 恋父情结!,考证鲁迅与

许广平定情发生性关系系何年何月何地, 考证鲁迅

是否狎妓,即使资料再详细,考证再深入,又有何益?

陈卫炉:目前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

圣化鲁迅的传统;二、解构鲁迅的努力; 三、回到鲁迅

那里去的时代困惑。长期以来, 学术界普遍追求一

种单一的全能阐释体系, 毫无批判地继承了革命领

袖对文学领袖的经典论述, 并且习惯性地把它当作

解读 鲁迅!这一蕴涵无限丰富性、复杂性独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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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法则,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以论述

论证权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确性乃至真理性的

路途,从而主动放弃了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科学认

知的努力, 窒息了科研的生命活力。与圣化鲁迅相

对应, 近年以来,学术界的  世纪末的鲁迅之争!, 存

在着诸如 拉鲁迅下水!、 还原真实的鲁迅!的解构

式努力,这与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但我们

也应该注意到, 这样的努力只是多从政治与文学的

角度入手,剔除的只是覆盖在鲁迅身上 至圣先师!

的意识形态保护色,而没有真正零距离接触本体论

意义上的鲁迅。有学者早就提出,鲁迅的研究存在

从 中兴!到 末路!的危险。为此, 重温  跳出先定

前提!(汪晖)和  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王富仁)的

口号, 仍旧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历史性是人类存

在的基本事实, 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

入历史性之中, 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 而

是正确地去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伽达默尔)。只

有这样,无论是摆脱 既定前提!还是 回到鲁迅那里
去!, 才有可能真切地接近鲁迅、还原鲁迅。

李亮:鲁迅研究在拓展的同时, 还要回归 常

识!。在研究上,不仅仅是 我注六经!, 也要 六经注
我!, 考虑到鲁迅跟当前时代的结合点, 得出最大社

会价值。

杨剑龙:现在中国吃鲁迅饭的不少,鲁迅在中国

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亚洲鲁迅研究已经确立起

来了,像日本、韩国对鲁迅都研究,做学位论文的很

多,包括新加坡,鲁迅其实也在走向世界。各国的汉

学家研究鲁迅的也很多, 至少鲁迅的精神遗产是世

界性的精神遗产, 这个是肯定的。我觉得鲁迅精神

总体上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救国救民

为主的一种精神, 至少是一种民族的焦虑。中国落

后,鲁迅寻找到摆脱落后最根本的方法是 立人!。
他觉得中国人还没有立起来, 中国人是没有个体的

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奴性社会,所以鲁迅对中国社

会批判最深刻的是奴性, 所以 大写的人!是与 奴
性!对立起来的。鲁迅说,中国是 做稳了奴隶的时

代!和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渴望有第三种时

代。但他还有一个就是怀疑  从来如此就对

吗?!在怀疑的基础上,建构鲁迅的批判精神,包括批

判自我, 包括批判社会。所以, 我觉得, 这就构成了

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现实的批判。从某种

角度说,鲁迅的批判是深刻,有些人说是尖刻, 这是

鲁迅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当年批判过、揭露的丑陋

现象,现代社会仍然延续着。鲁迅当年提出 立人!

意识, 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重要意义。在商品经济

社会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 人往往被消弭在物欲

里,消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这构成了现代人的一种

新的困境,这跟封建社会人的困境有共同之处,也有

不同之处。所以,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今天仍然

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人在痛苦的时候,可能更能走

近鲁迅、靠拢鲁迅。现代社会有很多矛盾,虽然物质

生活比过去丰富了, 但是精神世界却往往陷入迷茫、

困顿的状态。今天, 鲁迅的精神意义仍然存在,鲁迅

是说不尽的。

(整理修改:杨剑龙、李亮、刘昕)

 韩愈文化论坛!在孟州举行

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和孟州市政府主办、孟州市韩愈研究会承办的 韩愈文化论坛!活动,

于 2006年 10月 15日至 18日在韩愈故里 河南省孟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韩国、日本的一百余

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清华先生致开

幕词,名誉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作重要讲话。开幕式和学术报告会分别由副会长

杨丕祥和胡阿祥、闫琦、孙昌武主持。焦作市以及孟州市的党政领导和广东阳山、潮州的领导到会并分别

致欢迎辞与贺辞。

论坛收到论文、诗词八十多篇,以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的形式, 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学者从不同角

度对韩愈的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军事思想及其与现代经济文化建设的关系等探赜索隐,各抒己见。闭

幕式上,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闫琦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开设全国高校学报唯一的
 韩愈研究!专栏,筚路蓝缕,矻矻以求, 及时发表海内外最新成果,得到大家的赞扬与鼓励。

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对会员重新登记的决议#和∀关于编印 会员采风!的决议#, 拟定下次 韩愈研讨

会!2008年秋在孟州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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