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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任总不忘为人民服务
采访嘉宾： 杨雅彬， 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任先生对事业执著， 对人民热爱 ，

对社会关注。” 杨雅彬一再强调， 一定要
把这几句话加上， 否则不足以表达任先
生的高贵品格。

杨雅彬 “文革 ”前称任先生为 “任先
生”，“文革”后下放干校期间，杨雅彬叫他
“老任”，至今仍是叫“老任”。

杨雅彬说： “老任从来都没有停止
过工作。” 他研究中国哲学、 宗教， 组织
人马编写 《宗教辞典》， 整理 《中华大藏
经》、 《中华大典》 等典籍， 为文化事业
贡献了一生。

任先生 “文革” 期间受到很大冲击，

但照样为人民服务。 下放期间， 杨雅彬

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怨言。 “不管在
什么情况下， 老任该干啥就干啥， 带领
大家马上进入状态。”

在河南息县干校时， 他们整天种地、

养猪、 盖房子， 没有时间休息。 任先生
曾笑谈： “猪乐意， 我乐意。 猪舒服了，

我也就舒服了。” 就这样， 以苦为乐。 他
还写了一首 “捡粪诗 ”， 但具体写了什
么， 杨雅彬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后来他们被转到河南明港的兵营搞
清查工作 ， 一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

老任懂医术， 会针灸， 就组织了一个针
灸队， 利用这一天时间到老乡家去为他
们治病， 他们治好了不少病人。 有一年
冬天 ， 下了一场大雪 ， 雪没过了膝盖 ，

只能一脚一脚往外拔着走 ， 即使这样 ，

他也不会爽约。 当时老任已经
50

多岁。

汤先生任先生教学相长
采访嘉宾： 杜继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 研究员， 协助任先生
整理、 编纂《中华大藏经》 续编

杜继文操着青岛普通话说：“我给你讲一
个任先生和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教学相长的
故事，好不好？”

杜继文说， 任继愈先生的研究受汤用彤
先生影响很大， 师生二人解放后同时学习马
克思主义，学习时互相切磋。汤用彤先生的代
表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解放前就
已出版，

1955

年再版。汤用彤先生在《跋》中写
道：“如仅凭存迹之搜淘，而无同情之默应，必
不能得其真。”

1962

年再版时， 汤用彤先生在
《重印再版小记》 中说，“解放后中华书局重
印，正患重病，赖继愈同志在个别文字上作了
修改，并删去原跋，另作重印后记”。删去原

跋，是任先生的建议，因为原跋中有“同情”一
词，涉及是否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思想史、

文化史和哲学史的问题。

汤用彤先生很谦虚，而任先生直言不讳。

这种学风在任先生周围保持了下来。 杜继文
就曾经和任先生争论老子和庄子，“谁也不服
谁，至今也没有争出个结果”。

作为老师选学生，作为领导选部下，作为
主编选编者，任先生都很谨慎、惜才。“有才华
的人一旦被他发现，他就非常珍惜，帮他发挥
出来。”整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都是
规模浩大的工程，杜继文说：“任先生把整理古
籍的过程当作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华大藏
经》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他不
拘一格地网罗人才，曾招了一些过去被单位开
除、“文革”中受批判、被划成右派的人，但他非
常强调爱国，不爱国的人他不要。

采访嘉宾：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
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毛泽东曾评价
他：“凤毛麟角，人才难得。”真的是凤凰的毛，

麒麟的角？

熊十力曾评价他 ：“诚信不欺 ， 有古人
风。”真的是宽袍长袖，宛若古人？

“我觉得任公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 、观
点、立场来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开拓者，

他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 他的病逝
对中国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张立文先生
在谈到任继愈先生时，这样评价。

在大文化中反思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任公曾发出这样的警言。 他说：“现代化是世
界的主要趋势。”同时，任公认为传统文化更
不应背弃，因为“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
能创新”，他毕生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古籍整
理等工作就是为反思和弘扬传统文化。因此，

他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是不可或缺的。

张立文先生说：“现代化国家是传统国家
的延续， 传统文化和我们国家是不能分开
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国家都要回顾它
的传统，反思现代化的根源在哪里。亚洲四小
龙经济起飞时， 开始反思其发展的源头，日
本、韩国都追溯到了儒家思想。张立文先生认
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精神支柱，对
提升现代人人格修养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给
了我们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和谐社会、以人
为本， 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任公牵头
整理、 编纂的典籍， 尽管都属于传统文化范
畴，但它们是现代思想的源头，是现代文化的

基础。”任公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
学、 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

“不管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
的历史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
文化是多么优秀， 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
爱。”

“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我们不
能出卖影子。”张立文先生说，任公一直在孜
孜不倦地整理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 任公就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
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 历时

16

年完成了
107

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的搜集和
整理， 我国学术界从此可以引述自己的佛教
经典，而之前是引用日本的《大正大藏经》；国
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

影印出版；总计约
7

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
编《中华大典》也在进行中。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
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 也不知道
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
花费更多功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
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
事。”任公曾说。

在哲学领域开拓
任公以自己的哲学智慧， 解决了哪些哲

学问题，让他饮誉学界呢？

张立文先生说， 任公用马克思主义总结
中国古代哲学和佛学， 为后辈学人提供了一
种独特的视角。

任继愈主编的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中国大学哲学系的
教材。 他负责筹建了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
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

研究所，并引导一批人进行宗教研究，填补了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研究的空白。

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研究中国
哲学，新中国成立前，还没一本完整的中国哲
学教科书。 解放前， 最早的

1916

年谢无量的
《中国哲学史》，是从儒家的观点来编的；胡适
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从杜威的实用主
义角度出发的；之后，还有冯友兰编的《中国
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 但他们都没有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梳理中国哲学史。

除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哲学史的编写
中，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佛学。他当年
的几篇有关佛学的论文，受到毛泽东的赏识，

被赞赏为“凤毛麟角”。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
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
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任公不仅孜孜不倦地用马克思主义钻
研中国古代哲学，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儒教是
宗教’的观点，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张立文
教授回忆起

1982

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
中心召开的朱熹国际讨论会， 脸上洋溢出激
动的表情。“就是那次会上， 他发表了一篇论
文， 文中阐述了宋明理学是儒教发展的最高
阶段，说明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当时有很
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包括冯友兰先生，但他
坚持自己的观点，具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历史中接受考验
任公具有提携后学、 关爱青年学者的无

私精神。

1961

年，张立文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
工作期间，曾参与任公主持编写的《中国哲学
史》的讨论。

1980

年，张立文先生写完
50

余万
字的《朱熹思想研究》后请任公写序，“他当时
工作很忙，但他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看我的

书稿。当时
50

多万字都是手写书稿，一大摞。

他给我写了序。序言里有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他说‘做学问要甘于寂寞，要甘于坐冷板凳’，

这样才能做出一个真学问”。

他还具有君子终日乾乾的精神。 任公在
国家图书馆担任馆长期间， 每星期都坚持上
班。他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地奉献自己的
力量。“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曾问过他‘你那么
忙，还有工夫编那么多书？’他说他是挤一切
空余时间来写，一年能写

20

多万字。”张立文
先生感叹，现在几乎是个“无书不错”的时代，

“但任公出的书错比较少。任公主持编写了很
多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
华大藏经》等，他都亲自审阅，错误尽量减到
最少。”这在当今学术界学术不规范、学术质
量粗糙的现实中，难能可贵。

“书是让人阅读的， 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
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
挥实际作用。”任公曾这样说。看来，编书、看书
稿大概是任公的宿命，也是他的“极乐世界”。

但是，“哲学是个寂寞的学科， 不惹人注
目”。张立文先生言语中透着无奈。“现在虽然
冷，但并不代表他的学术没有价值，只是暂时
还没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罢了。” 这是自嘲，也
是一种美好而悠远的祝愿吧， 任公若在天有
灵，作何感想？“总有一天，他自身的价值会被
人发现。”张立文先生说，“历史上有很多哲学
家在世时是寂寞甚至不被人承认的，像朱熹、

程颐、王夫之等大思想家在世时，都被人们所
忽视。人不能看一时，要看长远些。”

张立文先生说， 任公是一个钻研哲学和
佛学的学者，有责任、讲担当，勤奋不懈地开
拓哲学研究领域，默默无闻地整理古籍，是一
个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人。

任公终日乾乾鞠躬尽瘁

先生将传统现代融于一身
采访嘉宾：宋立道，任先生关门弟子，贵

州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
“我想问问先生，能不能用几句话总结您

所研究的佛学的精髓？”宋立道专程从贵州大
学赶来参加任先生的追悼会， 他还有很多问
题要请教：“您的字和学问有多大关系， 是学
者的字还是书家的字？”而今，面对先生遗像，

纵有万千话语，更与谁说？

4

年前， 任先生仍然每周坚持上两天班，

宋立道在七八个月中每周都抽出一到两个小
时陪任先生聊天。以前，每次见先生，都是一
二三拣紧要的说完，敬颂身体健康就走人，生
怕多占用先生哪怕一分钟的时间。 宋立道记
得，以前，任先生待弟子说完正事后，就两手
拄在拐棍上，眼睛一闭，再不理人。这段时间，

任先生变成了很健谈的老人， 他们聊天内容
涉及极广，从学术到时政，从中国的知识分子
到传统文化……在这段时间里， 宋立道更深
地理解了自己的导师。

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语境的结合
在宋立道眼中， 任先生是将传统与现代

融洽地结合于一身的学者、 文化大师和杰出
的知识分子。 对西方哲学、 宗教学和中国哲
学、宗教学史料全面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
深刻理解， 帮助任先生开创了硕果累累的领
域。“任先生是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语境的结
合”，宋立道说。

1981

年， 宋立道考取了任先生的硕士研
究生，

1986

年考取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
在读硕士时，读了唐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

就去请教任先生： 您认为绝对观念论和莱布
尼兹、黑格尔有关系吗？他告诉我，绝对观念
论和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现象与实在》这本
书中的思维理路很接近。从那时起，我才知道
布拉德雷这位哲学家。”宋立道说。

“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用活了， 并不是用马
克思主义的教条教育人、匡正人”，宋立道说。

“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马克思
主义是它之前的文化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是人
类文明的一个部分”， 宋立道认为这是任先生
说得非常深刻的一句话。

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
1984

年，宋立道陪任先生到印度访问，在
印度呆了十几天， 临走前任先生问宋立道：

“在印度呆这么多天你有什么感想？” 宋立道
脱口而出：“穷！”任先生问：“那你觉得印度知
识分子怎样？”宋立道说：“比我们自由吧。”任
先生问：“还有呢？”宋立道只好说：“不知道。”

“印度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区别
在于他们的自信心非常强。 这些天参加那么
多会，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出来谦虚地说‘我
的学问是个小学问’？每个专家都说自己的东
西最重要。”在这样一些小事上，任先生时常
启发宋立道，让他多观察，多思考。

任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反思，

他给宋立道讲过一个笑话：“‘酒肉穿肠过，佛
祖心中留。’酒肉穿肠过是看得见的，佛祖是
否留在你的心里，谁知道？”任先生批判佛教
禅宗中“即心即佛，即身成佛”的观念，禅宗认
为，通过观念的转换就能解决问题。任先生认
为，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弱点，通
过耍嘴皮子解决问题，而没有回到现实本身。

自古至今都在说“知行合一”，但是真正能做
到的没有几个人。

强调教育的人文精神
培育了几代宗教学学者的任先生， 也始

终关注着我国的教育发展。宋立道说，任先生
在晚年接受采访时， 非常强调教育的人文精
神。他认为，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技巧、知识，

而且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让他们有担当的
精神，关心社会、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

宋立道说，

20

多年跟随先生，先生始终把
做人放在教育的第一位。

上世纪
90

年代初，宋立道到深圳工作，先
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和他通一次电话。“住下
来了吗？他们给你开多少工资？你要是没钱告
诉我，我给你寄！”在宋立道的印象里， 先生
每次都要问寒问暖。 “都是他从家打给我，

他说公家的电话不能私用。”

20

多年间， 宋立道帮助任老回复过几十
封信件， 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 山东、 内
蒙古、 云南……很多人在信中都是问一些不
相干的问题， 比如佛教中的某种礼仪是怎么
回事， 等等。

“先生说，人家写封信不容易，还等着回信
呢！在一些我们不经意的事情上，先生都很在
意，举轻若重。”说到这时，宋立道很感慨，“立
身处世，待人接物是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
方面。 他教会我怎样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价
值，用什么方法观察社会， 观察人生。”

父亲说文化的根在百姓中
采访嘉宾：任远，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宗教

系终身教授
白菊静静舒展笑颜，百合散发淡淡幽香。

7

月
15

日，记者来到任继愈先生的家，那间小
小的、临时布置的灵堂里，已布满鲜花。先生
半侧着脸凝思的照片， 在鲜花的掩映中愈显
生动。在静穆的内厅里，任先生的女儿任远缓
缓地给我们讲述了父亲的点滴往事。

他让我们看很多名人传记
记者：在你和弟弟的成长中，父亲都是怎

么要求你们的？

任远： 爸爸经常告诉我们， 做人要做正
直的人， 诚实的人， 不能人云亦云， 要有独
立的思考能力。 他要求我们要有生活目标，

要有坚定的信念， 不能随风跑， 遇到挫折也
不用怕。

在教育上， 爸爸对我们要求非常严。他
说，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要学真本领。我们小
时候，他让我们多读书，看游记、传记、历史纪
实，以及数学、生物学等知识普及类书，更别
说古典文学了。他自己看了很多名人传记，比
如《马克思传》、《戴高乐传》、《朱可夫传》、《斯
大林传》，他最推崇《居里夫人传》。

记者：如果说父亲是一个严父的形象，那
么母亲在你们的成长中是什么形象？

任远：他们是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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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认识的，自由
恋爱，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妈妈性格与
爸爸不太一样，她很活泼，爱唱歌，爱运动，喜
欢交朋友。妈妈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但他们
从不绷着脸。 他们会事先告诉我们几条线不
能越过。小事情不管，一旦做错了会好好给我
们说说。

百姓心中存着哲学的根
记者：任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和宗教，

当初他为何会选择这样的领域？

任远：本来他想学物理。后来他参加西南
联大徒步团，从北平一路走到昆明，接触到很
多中国贫苦农民，因此改变了想法。

当时， 徒步走到昆明的有很多老师、学
生，包括闻一多先生。我曾问爸爸，当时你们
是怎么个走法？他说，并不是像行军一样排着
队走，而是三三两两地走，行李有车运，每天
到一个地方吃饭。 我问， 碰到土匪打劫怎么
办？他说，是有土匪。但当时学校跟土匪沟通，

告诉土匪我们是从哪儿来，要去哪儿办学，这
些学生是国家栋梁，不要给我们添麻烦。结果
一路太平无事。

前两天，做《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张曼菱到
这儿来， 还跟我提起爸爸以前跟她讲的一件
事———当年，有个女孩要考西南联大，日军封
锁了道路，她一路净走偏僻的地方。后来，碰到
了土匪被扣住了，她对土匪说，我到南边去，是
要上大学求知识，我不要做亡国奴。我有了知
识，将来教育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就不会
成为亡国奴。土匪一听，把她放了。

土匪不见得多有文化， 但他明白不要做
亡国奴。这多感人啊，中国老百姓心存中国文
化的根。这次徒步团的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他
觉得文化的根在哲学，在老百姓中间。

记者：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高校用的
《中国哲学史》教材就是任先生主编的。

任远：爸爸对这套书不太满意，本来想重
写《中国哲学史》，但现在来不及了。

对国家发展建设很有信心
记者： 你觉得父亲对你们影响最大的是

什么？

任远： 爸爸是受过很深厚的传统教育的
知识分子。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清楚。他
总强调人的责任感，对家庭的、对社会的。

1983

年我出国， 很难回来， 舍不得打电
话，主要跟家里通信联系，信写得很长。在信
中，他不光关心我的学习、工作，也关心时事
政治，谈起很多中国的情况。他对改革开放以
后的变化非常高兴，常说“你回来什么也不用
带，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很快，你那儿有的我这
儿全有。”那时，我记得很多留学生探家还买
香皂、洗衣粉什么的，觉得质量比国内好，现
在谁还带这些东西？ 他对国家的发展建设很
有信心。

记者： 你和弟弟分别取名任远、 任重，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任远：《论语·泰伯》 里有句话： 士不可
以不弘毅

,

任重而道远。 我曾问过爸爸， 我
们的名字就出自这句话。

记者： 像任先生这样有着特殊研究领域
的人，在看待生死上，是否很不同？

任远：他对死看得很开，早就说过，不开
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但是，现在
做不到了，得遵从社会习俗。

有话愿和任先生说
采访嘉宾： 金宜久，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

誉学部委员、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金宜久对任先生的回忆， 是从交党费开

始的。上世纪
60

年代初，金宜久留校任哲学史
研究室支部书记。那时正值工资调整，任先生
就用自己工资中高出的一级的级差大概

40

多
块，用来交党费，这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个刚毕
业的大学助教转正前一个月的工资。

1964

年，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
成立， 任先生仍用高出的一级工资交党费，直
到他离开宗教所。当时宗教所的总人数和党员
数都不多，但与其他研究所相比，每月交的党
费人均数额要高得多。 任先生交党费很大方，

在生活上却严格要求自己，饮食很简单。在很多
年里，都是拿着一个自制的蓝色小布包上班。

任先生非常谦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他大我
20

岁左右，我有话愿意和任先生说。”

任先生搬到南沙沟小区后， 金宜久和任先生
交流的机会就少了，每次去他家，生怕影响他
的生活、工作，讲完事就离开。每次任先生总
说：“没关系，时间还早，再多呆一会儿。”

金宜久说：“任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一
次长谈。”

1965

年至
1967

年他在埃及进修。回来
后，一次他和任先生聊天时，曾谈到埃及报刊
不时登载有关穆斯林兄弟暴力恐怖活动的事
件。他向任先生提出，研究伊斯兰教，一定要研
究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政治问题。任先生说这个
主意很好，但是，他建议金宜久要有宗教史和
宗教理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很难研究好现
实问题。 金宜久说：“任先生实际上是在启发
我，要踏踏实实地搞研究。没有历史和理论的
准备，很难搞好现实问题的研究。和任先生的
这次长谈， 让我终生受益。”

任继愈（

1916

—

2009

），山东平原人，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
书馆名誉馆长。

主要著作：《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
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

《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

《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

《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 等；与
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
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
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等。

7

月
17

日上午， 任继愈先
生追悼会举行， 人们赶来作
最后的告别。

他应该是幸福地离去的，

因为他说， 有效的生命方能
使人幸福。 他一直孜孜不倦
地整理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93

岁的人生饱满而泛着荣光。

他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那里
有现代文化的源头。

他说， 我们的存在是一
个奇迹。 为了回报这个奇迹，

他一生低调不图虚名， 成就
卓越， 影响深远。 他喜欢斯
宾诺莎的一句话： “为真理
而死不容易， 为真理而活着
就更难！”

我们应该记住他和他所
做过的工作， 不管我们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 有着什
么样的梦想。 因为他的研
究会帮助我们思考， 我们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呢？ 本版采访了他的朋友、

学生、 家人， 记述了他们眼
中的任先生， 愿读者能从中
得到一些启示。

———编者

■

学生眼中的他

■

同事眼中的他

■

女儿眼中的他

■

学者眼中的他 任公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不管
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