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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8月，作为第一批工农兵
学员之一的我来到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
分校学习印地语。1971年江西分校撤
销,我们回到燕园校本部。林彪“自我
爆炸”后，季羡林先生才被允许重上讲
台，我这才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印度
概况和英语，是季羡林先生为我们年级
专门开的两门课。印度概况课虽然没有
教材，然而先生讲课时文如泉涌，妙语
连珠，把印度几千年的历史、党派人
物、政经状况等介绍得一清二楚，充分
显示出他的非凡功底。

先生的成功观影响了我
1974年7月，我毕业留校后被任命

为教研室主任，和季羡林先生在一个教
研室。当时印地语教研室有17位教师，
是东语系最大的教研室。改革开放以
后，印度语言文学学科因为有季羡林先
生和金克木先生被评为全国第一批重点
学科和博士点。留校后，先生在与我聊
天时谈及，要搞好教学和研究，必须多学
几门外语。1976年，在先生的鼓励下，
我辞去教研室主任一职脱产在西语系进
修英语，这对我日后的教学、研究乃至在
国外的学习、工作均受益无穷。

季羡林先生对做学问终身坚持：要
专心不二，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实事求
是，不要弄虚作假。先生去世后，新华
社发表的消息称他是“国际著名东方学
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
译家、教育家”，“在语言学、文化学、
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
诸多领域建树卓著”。先生不仅精通英
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还能阅读俄文、法文。先生的主要学术
成果包括：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
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
学；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
《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
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
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
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
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
作等。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题为《成功》的短
文中写道：“积七八十年之经验，我得到
了以下这个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
功。”先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方面，必须
在“理论、知识面、外语、语文”上下功
夫。先生曾多次说过，他认为最为自豪、
最有价值的研究成就是《糖史》。他为此
花费了17年时间，天天跑图书馆，风雨
无阻，寒暑不辍。先生这种对学术研究
的方式和态度，为晚辈和青年学子树立
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先生教导我扎实干事踏
实做人

在近 40 年与先生的接触和交往
中，先生对晚辈的栽培、鼓励、支持和
帮助，使我永生难忘。先生对晚辈总是
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勉励我们多读
书，扩大知识面。他要求我们，作学问
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还要有
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还多次告诉我，手
头要放一本词典，这就是你最好的老
师。写文章时有疑惑，要随时查阅，不
可想当然，否则会贻害他人。先生还
说，文章或译文完成后，不要急于发

表，要放一放，然后再修改，就会发现
有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先生的这些教
诲，至今仍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言行，告诫
年轻人只有勤学，下苦功夫，才能求得
真学问，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基础。要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
人。要注意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道德
认知，注重道德实践。要保持积极的人
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
情趣。他谆谆教导年青学子要树立正确
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要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先生毕生致力于扶持、
提携和栽培晚辈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毕业的4000多
名学生，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浸透着季羡
林先生的心血。他扶持、提携和栽培了
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学者。
他希望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恢复高考前，北京大学留校的工农兵学
员约400人。当时由于我们大部分是中
学毕业，基础较差，特别是理工科的毕
业生，一部分人因难以适应教学、科研
的需要而受到排挤。这时，作为北京大
学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挺身而出，力排
众议，直言告诫：这不是几个人的问
题，这是一代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人！要爱护和帮助他们，要为他们安排
时间补课。在季羡林等校系领导和前辈
老师们的关心和爱护下，后来这批人绝
大部分都成为教学、科研、党政工作和
外交等领域的骨干，挑大梁，为国家的
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先生说过，他喜欢怀真情、说真话
的人。我作为学生和晚辈，深知先生的
脾气和性格，所以在他的面前有什么说
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
时讲错了，先生也不怪罪。有一次，我
对先生说，北大培养了我们，但也害了
我们。先生对此很诧异，问道，为什
么？我说，北大人做事追求完美，是完
美主义者，所以活得挺累，这不仅害了
我们自己，也害了同事和下属。先生听
罢对此表示认同。

2002年，我被教育部党组任命为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参赞。当先生
得知我调任新的工作时，非常高兴，连
声说：“好！好！”这时先生的得力助手
李玉洁老师插话说，自从我担任教育部
《神州学人》总编辑，先生就开始为我
担心。没有想到先生对晚辈如此关爱，
使我热泪盈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师
生之情如山似海，唯有师恩留心间。

1999 年，《中国教育报》 开辟了
“我的老师”征文栏目，让我写开篇。
恰巧当年是季羡林先生的米寿，经过构
思，于是撰写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1万多字
的文章完稿后，我到先生朗润园13公
寓住处，请他审阅。先生让李玉洁老师
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先生边听边谦虚地
说：“过奖了!过奖了！”最后，我征求
先生的意见。他说：“没有与我一起工
作20多年，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

至今令我难忘的是，季羡林先生对
我的关心和提携，在我晋升讲师、副教
授时都对我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1999年，有一
天先生让我去他家。先生问我，为什么
不申报正高职称。我说，过一二年再申
报吧。先生说：“不要再等了，我做你
的推荐人。”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先生要做我申报正高职称的推荐人。我
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先生：“您说什
么？”这时李玉洁老师责怪我说：“先生
要做你申报正高职称的推荐人，你怎么
没有听清楚呢。”

2009年 7月10日傍晚，我与夫人
刘学敏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荣军院附近
的草坪上散步，突然回想起季羡林先生
对我和家人（我和夫人及女儿都是先生
的学生）关心和提携的点点滴滴，从心
底感激先生的知遇之恩与提携之情。第
二天早上，从凤凰网上突然看到先生仙
逝的消息，不禁泪流满面。这也许就是
第六感觉吧。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欧
洲时报》用一整版刊登我撰写的纪念文
章，以此寄托我和家人的哀思。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
务副会长）

唯有师恩留心间唯有师恩留心间
——回忆恩师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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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趁疫情缓解，我
专程赴山东高密一游，目的是亲
眼看看莫言的故乡。

在位于原高密一中的“莫言
文学馆”，透过围着的栅栏墙，
远远地便看到王蒙先生题写的这
五个大字。待走进院子，凑近了
看，文学馆大门两侧有一副对
联，上联是“身居平安里心忧天
下”，下联是“神游东北乡笔写
华章”。此联乃著名作家贾平凹
先生所书，据说是莫言的长兄管
谟贤先生所撰。三个当代最为著
名的大作家一下子就集于一体
了，这使我对文学和书法产生了
很直观的感受。进了馆，除了参
观三层楼丰富的各类藏品、图
片，我更加注意莫言关于书法的
观点和他信手写成的书法作品，
无论毛笔字还是钢笔字，都各有
特色，值得一探究竟。

莫言最早对书法产生兴趣
是在小学时期。他的繁体钢笔
字和作文一再受到语文老师的
表扬，这增强了他对文字、文
学的兴趣。整体看来，莫言的毛
笔字不如钢笔字。我就先论说一
下他的钢笔字。莫言小时候的钢
笔字已经无从寻找，但是他当作
家之后的钢笔字由于写信和撰
稿，得以大量保存下来。尤其
是那些小说手稿，不但对研究
其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助益，还
使我们能够管窥他的钢笔书法
与文学的关系。

在文学馆里，有一间藏室专
门展放了一些莫言小说手稿。成
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细察其
手稿，可以看出，莫言那时的钢
笔字还是比较拘谨的，但是又透
着硬气和英气，拘谨是因为要让
编辑看清楚，故写得工工整整，
而硬英二气则显示出莫言那种逼
人的锐气，昭示着他的未来文学
之路。到了《酒国》，从第一页
就可看出，那些娟秀的小楷钢笔
字，简直称得上上乘的钢笔书法
作品了。间杂在字里行间的词句
的改动也一览无余。作为军人的
莫言，下笔有力，书写流畅，在
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的年龄
大概在三十五六岁，正是人生最
华美健硕的时候。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的《丰乳肥臀》手稿，
可以说是莫言的“手稿体”。在
第一页的右侧是2001年写下的
一段话：“此系《丰乳肥臀》的
第一章初稿，后放弃重写，时在
1994 年春天。莫言 2001 年 7
月25日记之。”紧接着又有一段
文字：“现在看来，后来改定的
第一章未必有初稿精彩……”
2001 年的这些文字笔画舒展、
随意，这可以说是莫言的“札记
体”。这两种文字的字体不太一
样，前者属于钢笔楷体，后者属
于钢笔行草体。2007 年 9月16
日莫言在山东的一次演讲中，应
热心读者之请，随手在一张从笔
记本撕下来的纸上用钢笔写下了
他的“写人三原则”，即“把好
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
把自己当罪人写”，字迹洒脱、
流畅，完全是得心应手之作。

在莫言出版的小说中，有一
个版本比较独特，这就是2003
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

“插图本”《丰乳肥臀》。书中的
二十四幅插图画的都是小说中的
关键情节和人物形象，在插图中
还有莫言的钢笔书法，抄录的是
关于这些情节的语句。这种构思
和书的装帧设计非常巧妙，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画家吴冠英先生的
素描和莫言的钢笔书法互相映
衬，平添了这部小说版本的独特
魅力。这也是小说、绘画、书法
和传播相结合的一个成功案例。

晚清诗人黄遵宪倡导“我手
写我心”。其实，书法也在于写
出书家的心灵世界，哪怕只是一
瞥。在最近播出的纪录片《文学
的故乡》中，片名即为莫言所
书。可以说在莫言的故乡，无论
是东北乡旧居，还是高密南关的

旧居，都氤氲着浓浓的书法意
蕴，充满了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的
汉字书写，把莫言的文学世界同
现实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南关旧居大门口，有莫言的老
师徐怀中先生书写的四个古朴雅
致的繁体汉字“莫言旧居”，在
东北乡的旧居两扇大门上，多年
来每年都书写上“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的红对联；进入五
间简陋的住屋，在门框、墙上，
也贴着“福”“人寿年丰”等各
式书幅。莫言自己在《文学的故
乡》中介绍称，在炕上看墙上贴
着的报纸是他童年时代自修文化
课的方式之一。

纵观莫言的毛笔书法，大致
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获诺奖之
前，他是左右开弓，他的“左
书”即左手写的毛笔字犹显随
性、自在、别有趣味。2002年
春节期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专程到北京平安里莫言的家中探
访。莫言对大江先生说道：“当
年你送我的一支笔 （一支软头
笔，既不是钢笔也非毛笔），我
原先不会写毛笔字，但是用了大
江先生这个笔之后，突然对毛笔
有了感觉。”事实上，莫言对毛
笔和书法的兴趣应该在小时候就
萌发了，他辍学后有一阵子在大
爷爷开的中医铺子里打杂，这段
时间对繁体汉字及书法是应该多
有接触的，只是没有条件练笔。
在纪录片 《文学的故乡·莫言
集》中有一个场景：在高密东北
乡平安村莫言的老家，大江先生
用软笔写了汉字“世界文学同
行”，莫言接着写“大江健三郎
先生 莫言 二〇〇二、二、十
一 农历马年前六小时 于山东
高密平安村 莫言家”。两位文
学大师用笔聊天，其乐融融。两
人用的都是繁体字，莫言的书法
较之大江，更潇洒一些。

莫言认为：“只有你能够熟
练地使用毛笔的时候，也许才能
对古典的文学、古典的诗词有更
好的理解，拿起毛笔来似乎能够
大概知道古人的想法，这也是借
助某种工具寻找历史通道的尝
试。”点出了当代人学书法的价
值和意义。在“大美寻源——吴
悦石 莫言 杨华山翰墨三人
行”展中，莫言被邀请和人物画
家、景物画家一起完成了多幅作
品，文人雅兴和情趣由于这种合
作而盎然凸显，饶有意思。这一
方面说明了莫言的确下了苦功大
练书法，另一方面则说明了书法
水平的进步仍然道阻且长。

作家冯骥才在为《莫言书法
说》写的序言中称赞莫言：“比
起小说，他这些信手挥毫的书
法，随口吟唱的打油诗，更松
弛、更率性、更信手拈来、更逞
一时的性情，在作家本人的层面
上也就更直接更本真。”对于莫
言大多数书法作品来说的确是如
此，而在我看来，莫言近来的书
法却增强了刻意、造作，这大概
是由于他跟了一些书家练习的结
果吧。这真是一个悖论。

我看过一套 《茅盾文课墨
迹》，茅盾小时候的文课即作文
墨迹大都留存在这套线装的宣纸
本中了，从中我们看到文与书的
那种深刻的关系，往往在每一页
当中还有朱批，有老师的点评。
茅盾带些秀气的书写，后来成了
茅盾体的特色，男人女相，堪为
大才。莫言正是以长篇小说
《蛙》而获得了中国文学最高奖
“茅盾文学奖”，次年便获得了举
世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钢
笔、毛笔书法，左右开弓，别有
情致和趣味，再配上他自作的打
油诗或一段自撰的带着浓郁文学
色彩的文字，其书法往往成为情
趣盎然的作品。这种书法创作，
由于摆脱了功利性，而获得了自
由潇洒的特质。

（作者系澳大利亚Anywill公
司创办人，“莫言与现代主义文
学的中国化研究”项目参与者）

率性之美：
莫言的文与字

王昊

传说中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
偷走了很多文人的心。2000年10月到
2001年3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张清
华在海德堡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的历史叙事”。在德国这个美丽古城
海德堡度过的5个月中，他带着对异域
文明的好奇，从哲人小路到日耳曼森林，
从巴黎到雅典，注目于松林、河水、街道、
建筑以及陌生的人和生命。写下了《深
秋海德堡》《海岱山下读冯至》《日耳曼森
林》等散文，2004年辑为《海德堡笔记》
出版。这些关于欧洲大陆及东方美学的
诗与思因思想深邃、韵味悠远而受到读
者青睐。其中的一些篇章还被作为阅读
题编入高考试卷。最近，这本散文集由

广西师大出版社“纯粹”第三次再版。初
秋的周末，作者张清华与著名作家李洱
及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一起聊了聊《海德
堡笔记》中书写的往事记忆。

海德堡是一座人文氛围浓郁的城
市，这里有1386年建校的海德堡大学，
这里镌刻着不朽的人文足迹：青年黑格
尔第一次在这里取得了教授职位，荷尔
德林曾在海德堡郊外的山间吟哦，涅卡
河畔也曾留下中国诗人冯至、梁宗岱年
轻的身影……“初到海德堡，之前对德国
的一些了解渐渐沉淀，变成一些更加实
际的感受。”张清华说，当年抵达海德堡
的时候正值深秋，深绿色的远山，夹杂着
秋日的金黄，山中是淡蓝色的云雾，这种

色彩的丰富让他印象深刻。半年的时间
写就《海德堡笔记》，对异域文化的感知
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头脑中的思绪变为
文字，再加上“上帝或许就居住于此”这
种无意识的感受，让《海德堡笔记》字里
行间的抒情变得缓慢且富有柔性。李洱
表示，保持差异性的美是很重要的，余光
中的诗词说“机器的轰鸣声盖过教堂的
钟声”，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体会这种
差异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海德堡笔
记》既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领悟，同时
又有一种想保留这种差异、保持文化自
尊的态度。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张清华作为一
个东方的青年学者、批评家去到德国海

德堡，他在那里回望东方的时候，海德堡
成为一面镜子，让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的祖国。同时他对自己祖国的经验也让
他更敏锐地感知了海德堡，这两个地方
可以互为镜像。“张清华不仅写了海德
堡，还写了其他一些城市；不仅写了荷尔
德林，还写了其他一些大师。”孟繁华说，
写随笔和写小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小
说可以虚构，可以用很多方法，随笔不
行，随笔一出高下立判，一个作者的文字
功夫、情怀和思想一览无余。《海德堡笔
记》的文辞非常隽永美丽，每篇文章都充
满了诗性，因为张清华也是一位诗人。
但这种诗情画意不是虚无缥渺的，它有
自己的学养和思想深度。

关于海德堡的旧事新说
本报记者 王珺

8月 6日是季羡林
先生的诞辰日，北京大
学原东语系季老生前的
同事、学生与“季羡林研
习会”“季羡林读书会”
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忆
季老,传薪火”的季羡林
先生109周年诞辰纪念
会。本文作者张双鼓回
忆了自己受先生关心提
携的过往，缅怀先生做
人为学的高贵品格。

——编者

⦾现场

⦾观展

青铜是铜与其他金属的合金，因器
物表面氧化而生成的铜锈多呈青绿色
而得名，又称吉金。青铜器是我国商周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其表面铸
刻的文字被称为吉金文或金文，代表了
中国文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
见证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
地之一，宝鸡则是著名的“青铜器之
乡”，出土了大量有代表性的重要青铜
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文物
局、宝鸡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宅兹
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
展，系统展示了青铜器与金文丰富深厚
的文化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的独特魅力。

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

书风变化多样，精彩纷呈，不仅记录了
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
未来的企盼，也反映了不同时期、地区、
族群的礼仪生活与文化偏好，刻画了上
古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轨迹。本
次展览精选青铜器文物140余件，系统
展示宝鸡及其周边地区出土青铜器铭
文中的艺术、故事和智慧，其中包括一
批极具代表性的文物精品，如最早出现

“中国”一词的西周早期著名礼器何尊，
记载武王伐纣准确时间的国之重宝利
簋,记录周王世系、承载家族荣宠的墙
盘、逑盘，能够证经补史且具有高度历
史研究价值的乐器秦公镈，等等。

展览分为金文的艺术、金文中的故
事、金文中的智慧三个单元，展示早
期中国绚丽多彩的文明成果，引导观

众走进神秘奇谲、波澜壮阔的青铜器
与金文世界，欣赏生动有趣、仪态万
方的金文艺术，解读扣人心弦、引人
入胜的金文故事，领略格物致知、穷理
尽性的金文智慧。

青铜器既是承载上古政治、礼仪、
文化、信仰的宗庙彝器，也是传承中华
早期文明的艺术瑰宝。近年来，以青铜
器为主体解读、展示中国早期文明的展
览不胜枚举。然而，从青铜器与金文的
角度深入展示中国青铜时代历史、政治、
社会、文化、信仰内涵的展览却极其罕
见。此次展览多数展品等级高、品质好，
不仅器形庄重典雅，而且铭文清晰，篇幅
较长，其中记载的重要人物、时间和重
大历史事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中
国古代历史、传承中华早期文明。

感受青铜时代的魅力
缇妮

◀何尊铭
文拓片

▲何尊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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