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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香港邮政推
出一套名为“李小龙——武
艺传承”的特别邮票。这一
天是李小龙诞辰80周年的
日子。

在这一套6枚的邮票上
有李小龙四部电影的剧照和
截拳道与哲学的意象。

香港振藩截拳道总会会
长陆地对“李小龙是武术家、
演员和哲人”的说法“深以为
然”。他说，李小龙“融哲于
武”，以独到的“阴阳一元论”
成就了自创的截拳道。

1974年，也就是李小龙
去世次年，就读香港一所中学
的陆地意外接触到了咏春
拳。这个在戏院中看过李小
龙所有电影的少年，当时并未
想到会走上“功夫人生”，更没
想到以后会成为李小龙在咏
春的师侄、截拳道的徒孙。

“当时我迷上了咏春，就
提议学校组织了个功夫会，
业余练一练。”陆地说，直到
自己大学毕业后才立志正式
学功夫。

同李小龙一样，陆地也
是先学了咏春拳，而陆地的
授业师傅正是李小龙的授
业师兄黄淳樑。后来，陆地
成了咏春拳师傅，又向李小
龙的中后期弟子黄锦铭学
习了截拳道，并于 2000 年
在黄锦铭的授权下设立了

“振藩国术馆”，教习功夫、弘
扬国粹。

20世纪60年代，李小龙
赴美读书期间在西雅图开办
了自己第一所武馆，名字正

是“振藩国术馆”。“振藩”是
李小龙的本名，寓意“唤醒
和震撼外邦”。彼时，李小
龙在信中谈到开办武馆的
缘由，其中一条就是“希望
让全世界了解中华武术的
博大精深”。

渐渐地，李小龙创立发
展了截拳道。“截拳道与传统
武术在理论内涵和动作招
式、发力方式等方面都是反
其道行之。”陆地说，传统武
术是扎稳马步后，将力量由
腰通过脊柱发送到手上，而
截拳道则是手先发力，再带
动腰，带动马步。

李小龙曾说：“截拳道是
什么？毫无疑问是中国武
术！一个没有门派之分，反对
让武术流于形式，从传统模式
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武术。”

后来，李小龙写了篇名
为《从传统武术中解放你自
己》的文章，前后修改了8个
版本，都收录在了他写的《生
活的艺术家》一书中。

李小龙把他的武学与哲
学概括为“以无法为有法，
以无限为有限”，将它印在
了名片上，挂在了美国的

“振藩国术馆”里。如今，这
12个字也印在了陆地的名
片上，挂在了香港的“振藩
国术馆”里。

“我读书少，你可不要骗
我”——这句李小龙电影中
的台词，已成当代网络上的

“梗”。其实李小龙读书可不
少，酷爱读书的他藏书颇
丰。大学时修读过哲学的李
小龙更是“融哲于武”，哲学
把他的截拳道带入了武术的
新境界，而截拳道也带他走
进了电影界新的领域。

在香港生活的18年里，
李小龙参演了23部电影，这
些对他而言“纯属消遣”。早
年，李小龙在美国也曾得到
好莱坞邀约，参演一些角
色，但李小龙认为这些角色
不适合他，因为作为黄皮肤
的中国人不可能成为白种

人的偶像，更不能振奋起同
胞们的情绪，他决定回到香
港“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尽一
份责任”。

回港后，李小龙陆续在
20世纪70年代初担纲主角
拍摄了《唐山大兄》《精武门》
《猛龙过江》《龙争虎斗》等影
片，以中国人不可欺侮的民
族宣言、强烈的爱国意识和
民族精神，引发了华人世界
的共鸣，更掀起了全世界范
围的“功夫热”，改变了中国
人在西方人眼中“孱弱”“落
后”的陈旧形象。

“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同
之前看过的武侠电影很不
一样，他的功夫更真实，动
作更漂亮。”回忆起儿时在
戏院看电影的日子，陆地
说，李小龙的电影改变了很
多观众对武侠影片的看法，
也促使当时香港功夫电影
的水准提升。

飞脚踢碎“华人与狗不
得入内”的告示牌、大声喊出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1972年，李小龙主演的《精武
门》夺下当年香港票房亚
军。彼时，处于英国殖民统
治下的香港，中国人政治地
位远低于外国人。在海外，

华人更是长期遭受歧视。
曾在戏院为《精武门》热

血沸腾的陆地说，李小龙之
所以自美返港拍戏，也是因
为感受到了白人世界的歧视
和不公。自始至终，李小龙
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肯定
自己练的是中国功夫，而他
电影中表现出的也都是爱国
情怀和民族精神。

事实上，李小龙的其他
几部影片也都反映了同一个
主题——中国人在外国人面
前绝不低头，打斗只是这种
精神的表现形式。

在李小龙出生 80年后
的今天，全世界都在纪念他：
美国标准收藏公司发行一套
全新修复的李小龙电影蓝光
纪念合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联合推出李小
龙诞辰80周年纪念版《李小
龙信札：功夫、表演和生命》；
香港文化博物馆延长“武·艺·
人生——李小龙”展览……

如今，在香港维多利亚
港畔的“星光大道”上有一尊
李小龙铜像，默默诉说着他
的故事。而在陆地的“振藩
国术馆”中，随着拳脚的起
落，李小龙的武术与武德正
在传承。 据新华社

新华社上海11月30日电 纪念钱钟
书诞辰110周年，《钱钟书的学术人生》
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

《钱钟书的学术人生》共20万字，由
86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
照经过多年积累，著述而成。全书分为
四辑，从“历史与记忆中的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与趣味”“钱钟书先
生的宋诗研究”“《钱钟书手稿集》管窥”
四个维度展开，以扎实而丰富的回忆，客
观呈现钱钟书的为人处世、治学论道、海
外交谊等，一批书信、讲稿等系首次公开
发表。

王水照于1960年起在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工作，与钱钟书先生朝夕相处，

在工作、治学及
生活上接触较
多。钱先生对后
辈耳提面命，两
人逐步建立了亦
师亦友的学术关
系。改革开放
后，王水照任教
于复旦大学，与
钱钟书杨绛夫妇
书信往来频密。
直至 1998 年 12
月钱钟书先生辞

世，王水照根据杨绛先生嘱托，多次撰写
回忆文章。

中华书局责任编辑郭时羽说，全书
不仅集纳整理过往零星见于报刊杂志的
王水照忆钱钟书文，还请王水照先生将
关键段落的历史记忆补齐，其中《自序：
走进“钱学”——兼谈钱钟书与陈寅恪学
术交集之意义》和探究钱钟书手稿的《读
〈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均以万字长文
的形式，再现了钱先生的治学功底与情
怀，同时也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若干
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的学术人
生》一书还完整披露了钱钟书与小川环
树、内山精也等日本汉学研究者的交
谊。多年以后，在内山和王水照等推动
下，钱钟书先生的经典选本《宋诗选注》
推出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

《钱钟书的学术人生》首印8000册，
由中华书局于2020年11月发行第一版。

《钱钟书的学术人生》出版
首次公开一批书信、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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