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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列举出20世纪中国学术界
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大师，王国维
是当之无愧的必然人选之一。我们只要
细数他在短短五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所取
得的各种成就，便可知这种巨星闪耀的
真正璀璨处。

王国维自幼便在博洽多闻的父亲
王乃誉指导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
书画鉴赏和诗词古文等方面打下良好
基础。自1898年离开家乡浙江海宁进
入罗振玉创立的东文学社，在日本学
者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等人的影响
下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化，王国维早
年学问中，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
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在刚过
而立之年时便写出了举世闻名的《人
间词话》，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
系。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全
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 4 年有
余。在此期间，在罗振玉源源不断地
搜购并出版的甲骨金文等新见材料的
启示下，他将古文字的释读成果运用
于古史研究，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
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
同时亦广泛地搜集各种散佚资料，完
成有“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
巨著”之美誉的《宋元戏曲考》。1925
年，清华学校筹办研究院，即刻聘任王
国维为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导师，与梁启
超、陈寅恪、赵元任一起号称“四大导
师”，治西北史地学，讲授经学、小
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课
程，首次提出了德、智、体、美的育人
标准，培养了刘盼遂、徐中舒、高亨、
姚名达、何士骥、谢国桢、陆侃如、吴
金鼎、王力、冯国瑞、卫聚贤、姜亮夫
等一批日后成就斐然的知名学者。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一种十分清
醒的状态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成为
一个至今仍然惊世的命题。

2017 年是王国维诞辰 140 周年，
当然，在王国维离开人世的90年里，
我们的怀念其实从未停止。他的不少学
说，如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治学

“三境界”说，在《宋代金石学》中提
出的看待艺术的“鉴赏趣味与研究趣
味”之眼光；他所实践的“把地下的实
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
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古
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的二重证据
法，以及其辉煌灿烂的学术人生中始终
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早已深入人心、脍炙人口。作为王国维
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地方，也是
其执教杏坛、传播学术和思想最重要也
成绩最卓著的阵地，清华大学以艺术博
物馆为首，联合国学研究院、档案馆、
校史馆、图书馆等多家校内单位，在王
先生后人及海内外众多学者和收藏家的
大力支持下，特别策划了此次的大型纪
念展，以期通过围绕其人生轨迹中若干
真实文物的呈现，还原和展示其不平凡
的一生，并在清华更人文、更国际的新
时代语境中进一步检视和学习前辈大师
的成就和成果，同时也唤起后辈学子对
学术的向往、以及对前贤的敬仰和缅
怀。

（作者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小南瓜，你是我们的命根
子。”影片《十八洞村》主人公对孙
女小南瓜的感情及对土地的坚守深
深打动了前来观影的清华学子。近
日，反映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电影
《十八洞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首
映，近600位清华学子在观看影片
后，与《十八洞村》的导演、演员
等主创人员就“精准扶贫”等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湖南湘西十八洞
村的美丽风光、淳朴的民风、叹为
观止的梯田让观影的学子们深感震
撼，也对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
有了深切的感受。

作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系列主题电影活动的第一站，中教
华影“全国校园电影院线”同时上
线。中教华影是一家致力于建立覆
盖全国高校 6000 余块银幕，服务
3600万高校学生并辐射2亿多中小
学生的校园电影院线公司，自去年
5月成立以来，已相继在全国多所
高校举办了电影放映和见面会活

动。第一部全面讲述中国共产党建
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奋斗
历程的纪录电影《重生》的百所高
校校园巡展、凸显我国现代空军铁
血豪情和战斗风采的《空天猎》校
园路演等，都受到了高校学子的追
捧。

针对展映现场大学生们高涨的
热情，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认为，“校
园院线”不仅是商业放映和艺术普
及，它同时还肩负着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文艺作品塑
造学生们正确的价值观念，是在秉
承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创新
教育资源供给和教育手段的有益尝
试。

本次展映活动由教育部思政司
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主
办，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教
育电视台、清华大学团委和中教
华影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承办。

“全国校园电影院线”助推校园文化
本报记者 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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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报地方新老记者
群体中，杨书华先生是位奇才。
他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但写得一
手好文章，成为高级记者，曾任
山西记者站站长；他更没有登过
书画类的艺术殿堂深造，却成为
画家，尤以画马驰名画坛。

杨书华是山东汉子，人高马
大，为人豪爽、热情、坦诚。青
年从戎，不惑之年转业，先在地
方高校负责宣传工作，后跻身报
界，成为一名教育“名记”。三
晋大地，处处有他的足迹；修黉
乡校，不时有他的宣传图文；教
育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
称奇；教育事件，叙述得细致活
泼，如入其境。当时我也是中国
教育报的一位地方兼职记者，对
他的勤奋、执着与成绩，很为敬
佩，喜欢读他采写的文章。也知
道他时常耍弄笔墨丹青，但他在
山西太原，我在福建厦门，都在
各自岗位忙活着，因而一直无缘
目睹其画作风采。直到2013年
7月，在中国教育报创刊30周年
庆典上，他登台献《骏马图》一
幅，会后又为记者同道当场作
画。其运笔之自如，写意之洒
脱，用“胸中丘壑笔下风”来形
容，一点也不为过。是年9月，
他与中国教育报山西记者站其他
3位记者共同举行“中国梦·教
育梦”四人书画展，我应邀专赴
太原，得以较为全面地欣赏他的
画作，真有“琳琅满目不能言”
之感。

笔者以为，大凡要在某个艺
术门类上有所造诣，都需要勤奋
与悟性。对于绘画艺术而言更是
如此，勤奋才会掌握娴熟笔墨技
巧，有悟性才能产生审美灵感与
审美追求。不管是勤奋还是悟
性，第一要务是要有生活。作品
只有“源于生活”，才会“高于
生活”。绘画艺术的生活的重要
途径之一是实地写生。与大多数
专业画家相比，书华起步较迟，
然而他急起直追。退休近20年
来，足遍塞北江南、边陲海疆，
进行着美的发现与创造。

书华国画涉及多样。能画花
鸟，梅之孤傲、竹之劲节、牡丹
之富贵，动感甚强；能画人物，
少数民族人物极具风情，领袖人
物颇见豪迈；能画动物，驴之憨
态、猴之灵性、马之雄姿，形似
更见神似。尤其画马，无论是单
匹、双骑，还是八骏、群骥，仿
佛千里雄风呼啸而来。只有亲眼
见过奔腾的马，才会产生此种感
受。1994年秋，我曾夜宿祁连
山下的山丹军马场，早晨观赏放
牧，上千匹骏马奔驰，端的是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赏书华
画马图，当年情景顿现眼前。

丹青难写是精神。画马最
难，难在画出精神与气势，而精
神与气势是临摹不了的。为此，
书华多次赴内蒙古大草原，领略
马的雄健、豪迈、洒脱、奔放的
各种形态与多样风姿，留下一幅
幅草图与画稿。他在《书华画
事》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看到
那马群振鬃狂奔、迎风长嘶，那
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浪漫主义
之雄迈气概扑面而来，真的被感
动了。终于在马儿跳跃奔腾时领
悟其最为迷人之瞬间，画出了没

有确切面目，只有清晰轮廓、骨
骼、肌肉在纸面上忽闪着健康的
光泽，于是空气中似乎也飞舞流
动着一股活跃的气息，这便是我
理解的马：注重笔墨情趣，强调
情绪激昂，不求写实，但求神
似。”这种大写意画马，用的是
泼墨技法与狂草手法，墨分五色
的图像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寥寥
几笔，则神采奕奕，充沛着浩然
之气与阳刚之美。

在艺术征程中，书华也从前
人、他人的纵笔中获取营养。他
最崇拜徐悲鸿大师，一本《徐悲
鸿画册》从年青时带到军营，一
直读到垂老之年，徐悲鸿先生笔
下的马是他一生的艺术追求，难
怪画坛称其作有“悲鸿遗风”。
连廖静文女士也欣然为他的画集
作序，她在序中写道：“书华以
悲鸿大师为明镜，继承发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经历千辛万苦，
才成就其今天之画风，画出具有
杨氏水墨符号的骏马。他笔墨之
神韵、之气度和作画时表现的那
种激越豪情，不难看出杨书华的
学养修炼所达到的高度。在我有
生之年能看到悲鸿之后又一后起
泼墨骏马，实在令我感动。”

“笔墨当随时代，丹青奉献
社会”，这也是书华的艺术情
怀。他笔下的骏马，无不充沛着

“龙马精神”与纵行天地的气
势，读之豪情满怀，有一种驰而
不息的感受。他珍爱自己的画
作，但不束之高阁、孤芳自赏，
而是义务作画、赠画，尽量让更
多的人来读它、理解它，从中得
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家的时代意
识、服务精神与责任担当。

为表达对书华记者生涯与艺
术造诣的敬意，我用拙诗一首作
为结尾：振铎风流忆昔年，每因
得意著宏篇。爱心椽笔歌人物，
筑梦豪情寄岳川。志在浩天奔马
疾，胸藏别调墨葩妍。槐台多少
春华事，瞩目并州一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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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馆

本 报 讯 （记 者 余 闯） 近 日 ，
2017 酷狗校际音超联赛巅峰争霸赛
落幕。来自全国的1755所高校经历3
个月的角逐，最终，星海音乐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获
得大赛冠、亚、季军，冠军获得酷狗
音乐提供的百万音乐资源包。

曾经，校园走出了一批知名音
乐人，如高晓松、老狼、水木年华
等，掀起一阵校园民谣热。校际音
超联赛中，大学生选手能得到专业

音乐评审和团队的指点，并在直播
平台进行演出，积累表演经验，而
优秀选手还能得到发 EP （迷你专
辑） 的机会。

该联赛是国内首档全民参与的校
园音乐赛事，也是首次引入线上同步
直播的学生比赛。大赛通过遴选优秀
原创音乐作品、音乐人才，进行推介
和奖励，最大限度传播原创校园音乐
文化，为大学生搭建起音乐交流的平
台。

1755所高校大学生角逐校际音超联赛

本报讯 （伊湄） 近日，由清华大
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发起的首届中华
礼服设计方案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福州大
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
学院等高校服装专业的学者，以及传
统服饰工作室、艺术坊等一线设计师、
纺织师聚集一堂，围绕“中式婚服设计
方案”，深入挖掘传统婚服礼服的文化
价值，研讨具有中华文化内涵、有别于

西式婚服的中式婚服设计思路、理论
依据、核心元素和可行性方案。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
究中心彭林教授回顾了近现代中华礼
服所经历的波折坎坷，呼吁尽快找回
中华民族的衣冠文化和礼仪制度。他
认为，文化创造的基础是先把我们自
己的文化找出来，珍重自己的文化，
世界文化百花园才会给我们一个真正
的位置。

首届中华礼服设计方案学术研讨会召开

⦾资讯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纪念王国维诞辰140周年

邓卫

⦾现场

⦾画赏

杨书华 作

清华研究院导师及助教合影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明煌、赵万里、梁廷灿）

王国维 （1877—1927），初
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
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
浙江海宁人。静安先生是近现代
史 上 举 世 公 认 的 学 术 大 师 ，
1925—1927年曾担任清华学校研
究院国学门导师。他早年追求新
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
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
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
曲戏剧，后又治上古史学、古文
字学、考古学、敦煌学和边疆学
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皆有开创之
贡献。终其短暂一生，著作60余
种，曾自编定《静安文集》《观
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
《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
版。

2017 年时逢静安先生诞辰
140周年，12月30日，“独上高
楼·王国维诞辰 140 周年纪念
展”开幕。“独上高楼”，取自静
安先生“三重境界说”之第一境
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不仅可喻其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的学问之大成就，亦可喻其孤傲
的个性和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
展览分为罗王之交、平生交游、
清园执教、静安不朽4个单元。

罗王之交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

头望大秦。”这是王国维《咏史
二十首》中的佳句，也是罗王定
交的媒介。1898年，21岁的王
国维来到上海，进入上海时务报
馆任书记，同时入罗振玉创办的
东文学社学习，罗氏因激赏《咏
史》诗而与王定交，二人开始了
近30年的密切交往，此后的人生
轨迹便一直交织在一起——先是
师生，后是共事，其后罗王两家

共赴日本侨居4年多，再后结成儿
女亲家。无论是罗振玉，还是王国
维，二人后来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巨
大成功，与彼此之间的互相帮助是
密不可分的。本单元展件，主要有
王国维之父王乃誉的日记和书法作
品、王国维与罗振玉往来书札、王
国维罗振玉题跋金石拓本等，以多
方面反映王国维的人生。

平生交游
王国维生前已是举世公认的学

术大师，尽管他有着特立独行的行
事风格，并给人以“老实得像一根
火腿”（鲁迅先生评语）般的木讷

和迂阔，但是因其过人的才华、开
创性的治学方法和了不起的学术创
见，而获得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广泛
尊重。本单元展件，主要反映王国
维的交游圈，不仅有王国维的书法
作品，也有故交好友的书法作品，
国人如梁启超、沈曾植、姚茫父，
国际友人如伯希和、铃木虎雄、内
藤虎次郎等。从中不难想见王国维
在当时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地位。

清园执教
1925年2月，王国维受清华学

校研究院之聘，担任国学门导师。
4月18日，携眷属迁居清华园之西
院。直至其去世，王国维人生最后
的时光均工作、生活于清华园。其
间，他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一道，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段无
法复制的传奇。本单元展件，主要
是与王国维相关的国学研究院档
案，以尽可能还原其当时在清华的
生活轨迹。在王国维去世前，国学
研究院有两届毕业生，很多均成为
后来的学术名家，本单元亦选取了
部分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学生的手
迹。

静安不朽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

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举世震
惊。关于王国维自沉的原因，历来
众说纷纭，特别是因罗振玉伪造

“遗折”，更使其死因变得扑朔迷
离，成为学界一段未决的悬案。本
单元的展件有王国维遗书的石印
本、讣告原件、陈寅恪所拟挽联等
一批珍贵文物，较大程度上还原了
王国维去世后之哀荣与治丧情形。

王国维书赠朱自清诗轴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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