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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婷婷

2014年10月31日凌晨5时， 上海复旦大
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的生命时钟停摆。 他
的人生，定格在66岁。

哲学家往往是这个世界上离普通人最远
的一群人。然而这次，俞吾金的逝世却引发了
各个群体的悼念。

同仁们痛失“常悟人不及之理”的长者，
来到设于他生前办公室内的灵堂，默默鞠躬、
献花；

学生们痛失“愿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师
者，聚集在光华楼点燃烛光，静静追思、哀悼；

听众、读者痛失致力于“化艰深为大众”
的理论普及工作的学者，在报刊、微博、微信
上写下点滴文字，深深怀念、祝福……

他为何会有这样的魅力？

曾对哲学心灰意冷

1966年，俞吾金18岁。
正是“文革”最狂热的年代。 林彪在再版

《毛主席语录》 的前言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
“顶峰”。 这一比喻引发了俞吾金的困惑。

“我从读过的哲学书上了解到，任何真理
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 所谓‘顶
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俞吾金
对此发出疑问。

很快就有人打了小报告， 说他在对待毛
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
他打成“反革命”。俞吾金感到，自己心中素来
认为有价值的某些东西被碾碎了。失望、苦闷
的他变得沉默，外出串联领略山河之余，躲在
家里读书，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之前读过的那些书， 俞吾金或
许也惹不出这样的麻烦。但是如果放下书本，
那就不是俞吾金了。俞吾金给很多人的印象，
就是终其一生，都在读书。

俞吾金最早接触到哲学是在1965年。 读
高二的他从同学处偶得李致远撰写的小册子
《马克思的学习方法》。这本通俗易懂的小书深
深吸引了他，书中所记述的马克思常年累月地
在伦敦图书馆读书，双脚竟在水泥地上磨出了
痕迹等小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
对哲学产生强烈兴趣。 他省吃俭用，用省下来
的零用钱到旧书店淘自己喜欢的哲学书，如列
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似懂非懂地阅读起来。

1972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俞吾金因工伤
在家休息了4个月。 他利用这段时间，天天泡
在上海图书馆，粗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做
了好几本札记。经典作家的精辟见解，尤其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在他脑
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此时的俞吾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
文学青年。

受身边爱好文学的同事、朋友影响，俞吾
金把文学当作自己的人生方向， 还发表了一
些短篇小说。 即便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
心仪已久的复旦大学，而且最后以40:1的比
例被哲学系录取，他仍然感觉“大门走对，小
门走错”，个人兴趣还是放在阅读国外古典文
学名著和撰写小说上。在文科阅览室，白天他
把书包搁在那里占位子， 晚上吃完饭就去看
书，顺着书架一排排地往下读。 一年时间，在
图书馆的借书卡上， 他留下了至今无人打破
的150本的借阅记录， 一同留下的还有10本
读书笔记和3部小说。

在班里，俞吾金的年纪偏大，但同学们一
直叫他“小俞”，因为他总穿一套洗得发白的
旧军装，每天早早起床、拉单杠，骑车谁也没
他骑得快，仿佛永远有用不完的劲。

和俞吾金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深刻印
象：他到哪里都带着书，开会间隙看书，饭前
等待的时间也拿着一支笔、 一本书， 边看边
划。“刻苦”是老师和同学对“小俞”的一致评
价。在大学班主任、复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
的印象中，“俞吾金刻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
刘放桐也说：“77级学生里俞吾金属于绝对
用功的类型，他做学问扎扎实实，读书更是分
秒必争。 ”他的同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回
忆说，俞吾金刻苦到对自己严苛，写博士论文
时把自己关起来，据说还贴了条，声称除了同
学吴晓明谁都不见。

在整理俞吾金的遗物时， 学生们发现了
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至少50本读书
笔记，横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三个不同的领域。 整理这些密密麻麻的
手书， 将俞吾金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传承下
去，成为学生们的责任。 在11月6日举行的俞
吾金追悼会上， 浙江大学教授郁建兴说：“身
为俞门弟子，我们不会解散。我们将会继承俞
老师的理念和精神， 把他热爱的这份事业薪
火相传，不断地推向前进。 ”

绝对命令：发表论文必有创新

俞吾金之所以在文学圈子里徘徊过一阵
子， 究其缘由， 还是由于之前哲学讨论的受
挫，让他心有余悸。

然而， 对这样一个从小热爱哲学的青年
来说，命运总会把他拉回到命中注定的轨迹。
正当俞吾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名著时，关
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
他引出了书斋。 正是这场大讨论重新点燃了
他对哲学的热情， 并使他认识到哲学基础理
论研究的重要性。

他开始把兴趣聚焦在外国哲学史，给自己
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自我”的战略，划分了不同
层次的阅读方向： 将马哲原理和原著选读、西
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作为专业
研究的知识结构，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史、西
方经济史、近代心理学史等作为“了解领域”的
知识储备。

这种“由博返约”的阅读战略很快产生了
成效。 俞吾金创下一年发表9篇论文的纪录，
其学士学位论文《试论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特
征》被收录到《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成为当
年重点介绍的论文之一。 本科毕业后，他师从
尹大贻教授开始攻读外国哲学硕士学位。

一俟回到哲学的世界，那个充满质疑精神
的18岁少年又回来了。

1983年，复旦大学谢遐龄、俞吾金、吴晓
明等6位研究生不满意哲学界的研究现状，共
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对传统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系统批
评。 这份提纲在广西桂林举行的“现代科学技
术和认识论” 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宣读后，遭
到了批判，甚至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
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论。作为当时哲学系研
究生班的班长， 俞吾金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他原本想毕业后留校工作，也近乎泡汤。无
奈之下，他甚至已做好毕业后去一家出版社工
作的准备。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高层领导对此事
进行了干预，形势又发生了好转。 1984年年底，
俞吾金完成了硕士论文《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六人又联络了系里其他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复
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的3108教室（复旦学生心
中的圣殿，无数大师在此举办讲座）举行“哲学
与改革系列演讲”。

前后15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
三层外三层把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
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文汇报》、《解放
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文报道这一
盛况。“复旦六君子”的称号自此流传开来。

俞吾金也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写作高峰期。
他陆续发表《论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转换》、
《哲学研究要提倡发散式思维》、《哲学的常识
化和常识的哲学化》等论文。不久，学校表示六
人均可留校任教，俞吾金被分配到哲学系现代
外国哲学教研室。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俞吾金就密切关注现
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参与哲学基础理
论的探索。 为了弄清楚哲学基础理论问题，
1986年9月，他师从胡曲园，开始在职攻读马克
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当月，他出版了第一本
哲学书《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叙述对一
系列哲学问题的新看法，并尝试把自己读过的
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或名言警句运用到对哲学
思想的表述上。 据《书讯报》统计，该书出版后
成为上海理论界的第一畅销书，并在当年的全
国图书评比中获“金钥匙奖”。 此后28年，俞吾
金独著及作为第一作者或译者出版著作25种，
他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出版后，获原国家
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

1986年秋冬之际，学校启动职称晋升。 俞
吾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申报。由于桂林
会议的旧事， 他的破格晋升名额差点被取消。
在全系所有正副教授的联合签名下，这个名额
终于保住了。 1987年，他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
后，继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勇于打破知识分
界壁垒，在哲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45篇发
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年鉴》、《哲学
研究》等顶尖权威刊物上，先后获上海市第七、
八、十届哲社优秀论文一等奖。

1988年10月至1990年9月，俞吾金以联合
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
学系进修。 此时，他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已
渐渐聚焦到意识形态问题上。 在导师伊林·费
切尔教授的指导下， 他潜心研读相关著作，迎
来了人生中又一个读书高峰。在旧书摊上和旧
书店里，他陆陆续续淘了700多本哲学书，几乎
买齐了西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 回国前夕，他
打包的德文版哲学著作共39箱，整整195公斤。

复旦哲学学院每年统计工作量，他总是列
第一。 正是在这样抓紧利用每一分钟的工作
中，他在外国哲学研究方面率先提出“重写哲
学史”的口号，强调重写哲学史的关键在于确
立新的哲学观———生存论本体论。 作为“德国
古典哲学” 课程的主持人和教材第一作者，他
主张人、时间、物自体、市民社会、历史意识和
自由等元素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确定成
熟时期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不应列入德国古
典哲学范畴。 他推进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
深度研究，率先提出康德是“自然辩证法”概念
创制者的观点，区分出康德文本中的两种实践
概念，探索了康德的两种因果性概念。 他还率
先主张黑格尔方法论不能等同于黑格尔辩证
法， 提出黑格尔的认识论实质上是精神认识
论，并对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性
的解读。他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与北大赵敦
华教授主编的《外国哲学》被誉为外国哲学界
的“南北双峰”。

经考证后，俞吾金在教材《国外马克思主
义哲学流派新编》（他为第一作者） 导论中指
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学
者科尔施于193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把这个
概念的历史提前了25年。 他没有停留在对国外
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简单介绍上，而是切入新的
视角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家之言，包括提出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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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
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
献身者。 ———俞吾金

提出“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的新观点，区分
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肯定成熟时
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识形态、异化、实践、辩
证法、物质观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做出新的阐释。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 蕴藏着俞
吾金对自己学术创新的严格要求。 1993年晋升
为教授后，俞吾金给自己下了一个“绝对命令”：
决不发表没有新见解的学术论文。 复旦大学哲
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评价说， 俞吾金的学术研究
从一开始就不是以阐释他人理论为目标， 而是
以创新的思想取胜。

此外，俞吾金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
于学术大众化的理论普及工作，与大众“亲密接
触”了30年。 他不仅奔走于沪、杭、广、深等多座
城市为市民办哲学文化讲座， 还在报纸上发表
大量理论文章、 演讲稿等，“学术大众化是时代
向学者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时代，公众可以自
我表达但不充分，需要专家的指点和建议。而当
学者走到公众中， 可以及时获得新鲜的民间观
点和真实想法， 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就是
从社会生活中来的。 ”俞吾金如是说。

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1993年， 俞吾金出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
练，带队参加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
荣获冠军， 第四辩手蒋昌建获决赛“最佳辩手
奖”。 这成为俞吾金最为大众所知的一段经历。

现在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的
蒋昌建说，后来大家都开玩笑说，俞老师是最早
的“大数据运用者”，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几乎让
大家叹为观止， 有些知识点他可以追溯到哪家
出版社的哪本书、第几版、第几页。

回国后， 俞吾金与辩论队顾问王沪宁合作
出版了《狮城舌战》、《狮城舌战启示录》，在全国
范围助推了大学生辩论热潮的兴起。四年后，俞
吾金再次作为领队，带领15位英文论文投稿被
接受的学生， 前往瑞士参加圣加仑大学举办的
第27届国际经济管理研讨会，其中一位学生的
论文还获得了国际论文大奖。

在俞吾金看来，教师是相对于学生的存在，
应全身心地为学生考虑，心中应始终怀着学生。
有时，学生会在思想上、心灵上陷入低迷，教师
应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在我的理解中， 教师
的确就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 我喜
欢做教师， 并把担任这个社会角色理解为人生
最明智的选择”。

尽管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和社会工作，
但自2006年起，俞吾金一直坚持每学期为本科
生开设《哲学导论》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
读》。 由于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实在太多，经常
要换到复旦最大的能容纳400人的教室才能让
所有学生坐着听课。

同事评价说：“他始终坚持站在教学的第一
线，近10年来，他在本科教学上下了很大的功
夫， 并且倡议哲学学院最主要的学科带头人都
要为学生开设最重要的课程。 ”

教学中，俞吾金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踊跃提
问。面对学生的各种提问，哪怕是初次接触哲学
的学生提出的“小白”问题，他总是耐心做答。

“No� stupid� question”（没有愚蠢的问题）
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俞吾金认为，要使学生在知识上夯实基础、
学会真本领，决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满堂灌”，而
要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批判性思考
的能力。

“张三是李四的粉丝”， 这句看起来再普通
不过的话，居然存在着语法错误。俞吾金正是从
这里出发，引申出黑格尔所说的“熟知非真知”，
这给复旦2010级英语专业本科生华沁欣留下
了深刻印象。

“他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思维应该从想
当然的东西开始，更促使我们在学业上、生活上
学会进行批判性思考。 ”华沁欣说。

以教师为事业而非职业的俞吾金， 以高度的
责任心从事教学工作。有一次，上课途中遇到自行
车爆胎，他竟然推着车，一路小跑赶到教室。 当他
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时，上课铃还没有响，这令他
如释重负：“如果100个学生来听我的课，我迟到一
分钟，就等于浪费大家100分钟的宝贵时间。 ”

每次上课前，他都会认真备课，讲课时产生
了新想法，就写在讲稿页边上，常讲常新。期末批
考卷、登记成绩，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如果学生对
成绩有异议，他总会重新核对考卷后再给学生一
个满意的答复。

1990年起， 俞吾金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3
年后又任博士生导师，20多年来指导并培养了
4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第一动机”、“学术规
范”和“经典阅读”是俞吾金给研究生上的三堂必
修课，“做学术研究时， 第一动机应该是追求真
理，做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既要尊重他
人的研究成果，又贵在创新”。

他会针对每个研究生的不同基础因材施教，
开出不同的书单。文汇报首席记者樊丽萍读研前
第一次和导师俞吾金谈话，导师就开了一个很长
的书单给她。“我记得他一口气报了20多本哲学
经典名著，末了叮嘱我‘你要抓紧，看完就来找
我，还有很多书要开给你看’。 ”樊丽萍说。

俞吾金带学生的方式是极其宽松和自由的，
他充分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 从不限定门生一定
要从事和自己一样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但选定课
题开展研究后，他对学生的要求又是极其严格的。
有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提纲被他要求改了8次，有
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初稿是他在飞机上审阅的，
40多页的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

俞吾金指导的博士生徐英瑾， 如今已是哲学
学院教授。当年徐英瑾积6年之力才写就博士论文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 论
文即将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 徐英瑾却接到俞吾
金深夜打来的电话，要他重新编辑导论部分。因为
俞吾金反复通读后觉得该导论对某些问题的讨论
在文脉上与正文不甚相关，建议大段删除。

“当时听到这些建议， 我在情绪上的确有所
抵触。俞老师就通过罗丹斩去精美雕像手部以免
喧宾夺主的故事开导我，并对如何修改给出了具
体意见。 ”徐英瑾回忆说。 这一夜，师生俩在电话
中反复打磨细节，彻夜未眠。后来，这篇论文被教
育部评为“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
是迄今上海哲学界唯一入选“百优”的博士论文。

2008年，他领衔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被评
为全国精品课程，他本人也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教学名师。 在庆祝复旦哲学系建系40周
年纪念会上，俞吾金说：“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
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

似乎一语成谶。 2014年7月，在赴国外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他不幸被查出身患脑瘤。

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三个多月后，他就溘然长逝。
“帕斯卡尔说过， 人只不过是一枝会思想的芦

苇，作为芦苇的肉身，人是那么脆弱。我多么希望这
是一个噩梦，俞老师，我们舍不得您走！ ”在追悼会
上，郁建兴作为代表发言时，数度哽咽，泣不成声。

命中注定，他此生无法离开书本，无法离开哲学。
回到几十年前。少年俞吾金在小学毕业系列

考的前夕，因爬葡萄架摔断了右手腕，整个右手
臂都打上了石膏，只露出一点点手指。 石膏要满
一个月才能拆，右手不能写字，怎么参加考试呢？

没有关系， 因为他从小就是左撇子， 上学
后遵从母亲叮嘱才改用右手。 随后， 他使用天
生的左手， 完成所有的考试， 并从此一路升学，
最终化作中国哲学界的灿烂星斗。

就如他曾经在文学圈里流连， 最终仍然义
无反顾地投身哲学一样。

上天赋予的初心， 终究不会失去。

最后一篇博客
6月2日， 俞吾金发表最后一篇

博客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
问” 吗》。

最后一条微博
6月8日， 俞吾金更新了最后一

条微博： “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
可见诸于文字。 如‘集思广益’ 这
个成语， 只考虑要把大家的智慧集
中起来， 却未考虑每个人拥有的知
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

最后一场讲座
6月21日， 俞吾金与其他9位哲

学教授共同参加“东方讲坛·文汇
讲堂———核心价值与民族复兴” 开
放论坛， 第七个作主题发言。

最后一次约稿
6月28日， 俞吾金的 《历史没

有旁观者》 定稿。 这是“文汇讲
堂” 对俞吾金的“最后约稿”。

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7月底， 俞吾金在加拿大参加

学术研讨会， 以一场“法兰克福学
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局限
性” 的报告， 赢得了全场海外学者
的热烈掌声。 走下讲台后， 他被送
进了医院， 再没能离开病榻。

俞吾金与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
专家戴维·麦克莱伦教授

俞吾金在他的书架前

1993年，俞吾金（左一）与新加坡
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辩论队

他的最后笪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复旦哲学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