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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教育人的文化自觉

痴人逢春不游乐

■

刘锴

沐浴明媚的春光， 人们结伴春游，

在踏青中赏春景 、 感春意 、 沐春风 ，

观赏山川风光， 游览名胜古迹， 做些

荡秋千 、 踢足球 、 放风筝 、 竞龙舟 、

采百草 、 狩猎等运动 ， 以消灾驱邪 ，

健身壮体。 在我国， “踏青” 习俗由

来已久， 先秦时期即已出现， 魏晋时

期盛行， 唐宋时期成为大众化春游活

动。 千百年来， 文人墨客们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踏青诗句。

先秦诗曰：“二月二日踏青节，群人

游赏散四郊”。 这个时期的踏青是从春

分开始的。 到了魏晋，踏青一般在清明

前后。 清明时节，人们聚于水边，举行

“祓除”仪式：沐浴、熏身、除垢祛病。

到了唐代， 踏青盛行起来 。 诗人

杨巨源 《东城早春》 诗中写道： “诗

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

待上林花似锦， 出门俱是看花人。” 写

出了当时人们踏青的热闹场景。 人们

在春光里呼朋引伴， 到郊外赏春， 或

携酒聚饮， 或放风筝， 或访名园。 白

居易 《钱唐湖春行》 中对这些场景有

这样的描述：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

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

家春燕啄新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

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

杨阴里白沙堤。” 古时踏青， 人们很注

重衣着 ， 杜甫 《丽人行 》 诗中写道 ：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 ， 肌理细腻骨肉匀 。

绣罗衣裳照暮春， 蹙金孔雀银麒麟。”

踏青丽人仪态之娴雅 、 体姿之优美 、

衣着之华丽， 可见一斑。 后世流传的

很多故事， 发生在踏青时节。 “人面

桃花” 的典故即从此来。

宋代的踏青别有一番风味 。 宋代

诗人张先 《木兰花》 诗中写道： “龙

头舴艋吴儿竞， 笋柱秋千游女并。 芳

州拾翠暮忘归， 秀野踏青来不定。” 明

代， 踏青已基本成为一种 “定制”。 明

代 “四杰” 之一杨基 《上巳看花次韵》

诗中写道： “东湖春畔柳丝长， 满苑

飞花乱夕阳。 何处祓除女儿散， 来过

流水郁金香。” 四句短诗， 场面跃然。

清代踏青诗里，“扬州八怪”之一郑

板桥随口吟出的《春词》最“俏”：“春风、

春暖、春日、春长。 春山苍苍，春水漾漾。

春荫荫，春浓浓，满园春花开放……”全

文

56

句，嵌入了

67

个“春”字，自然流畅，

别致艳丽。 在清代，踏青几乎是一种大

众活动。

“逢春不游乐， 但恐是痴人”。 这

时节， 教人体悟生命真谛。

■

文史漫话

白先勇 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

大学教授， 旅美昆曲评论家， 著名

作家， 昆剧 “青春版” 《牡丹亭》、

新版 《玉簪记》 总策划、 总制作人。

《牡丹亭》 剧照

昆曲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

白先勇、叶朗对话昆曲传承

■

杨桂青 整理

青春版 《牡丹亭》

2005

年在北京大学首

演后，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此后的三四

年间， 台湾著名作家、 青春版 《牡丹亭》、

新版 《玉簪记》 总制作人白先勇带着青春版

《牡丹亭》 在海峡两岸巡演， 并将昆曲带到

了美国、 英国、 意大利、 希腊等国家。 截至

目前， 青春版 《牡丹亭》 已经演出了

188

场，

今年

12

月将迎来

200

场庆典。 近日， 白先勇

和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就昆

曲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中西文化交流

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对话。

“民族魂” 在经典里

“同学们经常接触文化经典、 艺术

经典， 这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是及其重要的”

白先勇： 昆曲在北大推广， 最开始的时

候， 我还不认识叶先生。 我听说， 叶先生任

全国政协常委期间， 有心要 “抢救” 昆曲，

这是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告诉我的。 他跟

您一起去各地昆曲院团考察， 说昆曲问题很

多， 传承方面、 美学方面等各方面， 问题很

大， 考察团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中央领导

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叶朗：

2001

年， 昆曲被列入 “联合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 列入 “文化遗产” 本身有

两个含义，一个是认为它很宝贵，另一个是认

为它的生存出现了危机。 全国政协的京昆室

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团，包括一些京剧、昆曲表

演艺术家， 到各地的昆曲院团进行调研。 调

研发现， 昆曲面临很多问题， 昆曲人才大量

流失， 剧目也大量流失。 一些地方， 昆曲艺

术团训练场地很差， 或者找不到演出的场

所。 总而言之， 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白先勇： 叶先生替我讲了我的心里话，

每个地方要有个剧院， 昆曲才能生存。 日本

有 “能剧” 剧院， 意大利有歌剧院， 美国有

“百老汇” 剧院， 所以他们的戏剧能保存下

来。 我们这里呢， 我们去演一次 ， 兴师动

众， 旅费、 食宿费， 相当可观， 而且不能长

期演出。 如果青春版 《牡丹亭》 在北京能连

续一个月在一个剧院里演出， 好多人来观

看， 就像外国的戏剧演出那样， 昆曲才能够

继续下去。

叶朗： 调研回来之后， 调查团给中央写

了一个报告， 提出一些建议。 中央领导同志

很快写了批示。

中央主要领导人， 为一个戏曲、 一个剧

种批示， 这是从来没有的。 解放以后， 大家

传颂最多的是当年周总理说的一句话， “一

出戏救了一个剧种”， 就是 《十五贯》 救了

昆曲。 因为当时昆曲发展已经举步维艰了，

昆曲 《十五贯》 演出后， 大家觉得昆曲不

错， 当时觉得它在政治上有价值， 提倡调查

研究， 反对主观主义， 等等。 至于说中央主

要领导人为昆曲批示， 这个是从来没有

的。

批示之后， 各方面非常重视 ， 文化

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了 “振兴昆曲” 计

划。

白先勇 ： 那时候我听到这个事情 ，

叶先生在北大对昆曲这么关心， 我要到

北大找叶先生， 心里面也觉得我们 “道

相同” 了。 那时候我和叶先生还不认识，

就直接跟叶先生联络上了， 他马上支持

我们到北大的想法。 我们就是这样来北

大的。 叶先生跟我两个人， 在不同的时

空、 不同的领域， 关注同样的事情， 然

后在北大交集在一起。 我们一步一步在

北大做起来， 一步一步往外扩散。

叶朗： 我们那份报告里还有一项内

容， 就是建议要加强昆曲院团和高等学

校的联系。 因为昆曲是高雅艺术， 欣赏

昆曲是需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学

修养的， 而大学生是有这方面的修养的。

京剧相比来说是比较通俗的 ， 当时叫

“花部”。 所以， 我们从培养新一代的演

员、 新一代的编剧、 新一代的观众各个

方面讲， 需要加强与大学合作。 我们建

议到大学里演出， 在大学里开昆曲课等，

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建议。

我感到， 强调在大学里 ， 让同学们

经常接触文化经典、 艺术经典， 这对于

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极其重要的 。

现在有个口号叫 “读图时代”， 这个口号

不很恰当。 我不反对图画， 也不反对动

漫， 但是它们很难传达深刻的思想。 如

果年轻一代都变成 “读图” 一代， 我们

的民族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 、

肤浅的民族。 不读经典， 不读 《老子》、

《孔子 》， 不读李白 、 《红楼梦 》， 我们

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 所以， 我一再强

调 ， 我们的大学生 ， 其实不光是大学

生， 中小学生也是这样， 要接触民族文

化的精华 ， 到了大学 ， 就应该多读经

典 。 这几年我一直强调读经典的重要

性。 如果我们现在老让青少年接受 “文

化垃圾”， 他以后再也不能接受经典了，

这就是大问题了。 如果抛弃了民族文化

经典和艺术经典， 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

很难继承下去。

因此， 我们在报告中也建议 ， 我们

的媒体要加强对昆曲、 京剧等中国传统

艺术的宣传力度。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 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名

声 高 过 了 那 些 流 行 歌 曲 和 “ 四 大 天

王 ”， 就标志着国民素质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白先勇： 叶先生提出来 ， 这个是很

重要的， 我们自己文化的经典怎么样传

下去， 不读这些经典， 不研究这些经典，

我们的 “魂” 都没有了。 “民族魂” 在

哪里呢， 就在这些经典里。 经典代代传

下去， 才成了整个民族的文化。

年轻人身上有传

统文化的基因

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好像经

过了一场文化的洗礼

白先勇： 我一直觉得， 昆曲应该变成大

学教育的一部分， 一开始我就是这个想法。

在北大， 上个世纪是有昆曲课的， 这本来就

有传统的， 像吴梅先生、 俞平伯先生等， 都

在北大上过昆曲课。 把这个传统连续起来是

很重要的， 昆曲是美学、 美育的一部分。

我们第一次到北大演出是

2005

年

3

月 ，

那次演出， 我觉得是关键性的。

那次演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还没来

之前， 有人就跟我说， 北大学生有自己的看

法， 如果表演得不好， 他们站起来就走。

北大 “百年讲堂”

2200

个座位， 票一下

子都卖光了。 那次是商业演出， 到后来还要

加座位。 演完之后， 学生的反应真是热烈。

我在台上都感觉到他们的热劲儿， 冲上台来

的那股热浪，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感受过。

那时候，

3

月天还很冷，晚上

11

点多了，学生们

不走，涌到前面来。 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

们好像经过了一场文化的洗礼、一种仪式。我

觉得“昆曲进校园”这条路走对了，要继续走

下去。 这样，才有后面的发展。

叶朗：后来我跟白先生说，当时北大学生

在网上说， 现在北大就两种人， 一种是看过

《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的。一

个学生对我说，他看完《牡丹亭》以后，恨不得

死在戏里面不出来了。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大

学生，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血脉是相通的，不

像有人说现在学生都不爱看传统戏曲， 因为

节奏太慢，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有兴趣。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这条长河不会断掉。

用你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这

个文化基因， 这个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白先勇：在北大演出以后，我觉得一定要在

校园里边开课， 这样才能生根。 开课的目的，第

一，要在校园里不断培养大量年轻观众。第二，我

觉得，现在传统文化课太少了，而昆曲课是非常

好的传统文化课。 叶先生也非常赞同我的想法。

我们在苏州大学开的昆曲课， 把案头讲

课和场上表演一起结合来。

台湾的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 是公选

课， 我原以为最多来三四百人吧。 结果一宣

布出去 ， 台大学生总共不到

3

万人 ， 却有

2400

人报名， 几乎来了

1/12

的学生。 没有那

么大的教室， 怎么办呢？ 只好用电脑选

450

个学生。 走廊上、 阶梯上， 坐满了学生。

我在想， 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中华民族的

一分子， 他们的血液里也有心理学家荣格讲

的“集体无意识”。我没想到，台大的学生也是

心中在渴求，跟北大一样。我想大家都有一种

渴望，想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认同和渴求。

叶朗： 学校是培养人的， 我们希望在校

园里给学生演好的东西， 健康、 美的、 好的

东西，不要把不美的、丑恶、低俗的东西带进

校园来。 理由何在？ 因为我们是培养人的，我

们希望我们的青少年、大学生健康成长。

有人说，你不必给学生讲什么是好的，什

么是不好的，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这种人的说

法并不妥当。为什么要办学校，为什么需要老

师？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

说法今天依然是正确的。 我们相信学生有选

择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引导，要做一些宣传。

白先勇： 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我们的古

典文化， 是因为你没有让他看到， 没有引导

他， 没有给他设立课程， 没有做出一些适合

他的审美观的戏来。 你要打动他们的心， 这

个要做到也不容易， 但是我很有这个信心。

我们不光是在北大演出， 还去了厦门大

学、 四川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演出。 中国科

技大学都是理工学生，

1800

个座位， 涌进了

大约

3500

人， 地上坐得满满的。 我们在那里

演了

3

天， 来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

我在想，不管是学电脑的，还是学什么的，

他们内心中都有渴求。 我真是希望教育机构能

好好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来分析这个现象。要去

研究学生内心最深处的需要。 西方人把欣赏古

典音乐、古典绘画视为当然的事情，学校里都有

这样的课程。 他们认为，这是文化教育、审美教

育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非常缺少这

样的内容，这个是地域和观念问题。

我希望有一天，昆曲能遍地开花，重点大

学里面都设立相同的课程。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现在整个剧团跟学术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很

糟糕的现象。以前，昆曲之所以能够成为高雅的

东西，是因为那时候文人、文士的大量参与。 现

在如果学术界跟戏曲界结合得很好的话， 对昆

曲的复兴是有很大帮助的。当年梅兰芳、程砚秋

身边有好多文士，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大家”。

我出来做这个事情，有一个优势，我在文

化界很多年了，有一大批文化界的朋友，有作

家、艺术家、书法家、音乐家，还有搞设计的。

我开始筹备昆曲演出的时候， 我说：“你们一

定要来帮忙”。我是做义工的，我就组织“义工

大队”。 像书法家董阳孜，她的一幅字在英国

市场卖到上百万台币，给我们写多少字，一分

钱不拿。我们的“秋江”这两个字，她写了

50

幅

让我挑。 这件事，触动大家的文化使命感。

叶朗 ： 白先生本人的魅力是不能忽视

的。 很多学生排队找他签字。 《牡丹亭》 能

够做成这样， 跟他个人的号召力和魅力有

关， 文化界很多人主动帮他忙。 《牡丹亭》

的舞台、 美术、 服装、 化装都是一流的。

没有中国文化的

底子就看不到西方文

化里的好东西

“西方文化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

就 ， 我们要很虚心学习人家的文化 ，

去欣赏人家的文化， 但不能忘本。”

白先勇： 青春版 《牡丹亭》 到现在演了

188

场， 今年

12

月要在国家大剧院演第

200

场

庆演， 这应该是世界瞩目的一件事情， 是文

化盛事， 这可能要破纪录了， 一出昆曲剧演

200

场不容易。

叶朗： 而且你们已经在全世界演过了。

白先勇： 全世界演过了， 在美国西岸、

洛杉矶、 旧金山， 还有英国伦敦 、 希腊雅

典， 我们到莎士比亚的故乡， 希腊 “悲剧”

的故乡， “踢馆” 去了。 在美国的演出也是

盛况空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出场地

有

2100

个座位，

3

天都坐得满满的， 非华裔

的人有时候占一半， 有时候占到

2/3

。 我们

在加州大学

4

个校区巡回演出， 教育界、 戏

剧界、 文化界的人都来了， 还有很多唱歌剧

的， 来看看中国的昆曲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 我们在大学里面念莎士比亚，

也演莎士比亚的戏。

我们绝对不排斥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取

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要很虚心学习人

家的文化， 去欣赏人家的文化 ， 但不能忘

本。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 你自己对自己文化

的认识都不清楚， 怎么可能去了解人家的文

化？ 我觉得第一步要先扎根， 对自己的文化

经典、 最重要的东西， 至少先要有一个基本

的尝试， 不一定要选哪一科， 但是要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 所以我 “拼命” 找资源， 在大

学里面开这个课程。

台湾大学的老校长傅斯年在北大也当过

校长。 台大跟北大的校风有些地方蛮相像

的。 上世纪

60

年代， 台湾战后一代刚好成

年， 我们觉得应该求新。 那时候我们把 “五

四” 的精神也延续到台大， 希望创立一种新

文化、 新文学。 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办了一份

杂志， 某些方面像 《新青年》， 创立了一种

新的风气。 我们一个是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引到台湾去， 一个是鼓励新的创造。 我想，

如果

21

世纪中国有个文艺复兴， 应该是把中

国的传统跟现代接轨， 还有中国文化和西方

文化的结合。

叶朗： 这是一种交流， 一种融合， 传统

和现实的融合。 近代以来， 梁启超 、 王国

维、 蔡元培等都是如此， 他们把西方的东西

介绍过来， 然后研究怎样和中国的东西融

合。 到了朱光潜、 宗白华， 他们研究怎么进

一步融合。 他们大量翻译西方的著作。 朱先

生一方面翻译了柏拉图的 《文艺对话集》、

歌德的 《谈艺录》、 黑格尔的 《美学》、 莱辛

的 《拉奥孔》， 去世以前翻译了意大利维柯

的 《新科学》， 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典。 另

一方面呢， 他又力图把西方和中国的传统进

行融合。 朱先生说， 他自己写的书里最有价

值的一本书是 《诗论》， 用西方美学来解释

中国诗歌。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觉得 ， 我们今天依然要沿着这个道

路， 推进中西融合。 当然， 我们立足点是中

国的文化。 没有中国文化的底子 ， 就看不

到、 吸收不到西方文化里好的东西。

北大昆曲

传承计划持续推进

北大昆曲传承计划自

2009

年启动

以来， 进入五年期的第三个年头。 日

前， 白先勇再临北大为选修 《经典昆

曲欣赏》 课程的学生上课， 容纳两百

人的教室过道里都挤了不少人。 课程

期间， 青春版 《牡丹亭》 演员亲临课

堂进行了示范表演， 苏州昆剧院的演

员还带来了两场昆曲经典折子戏演出。

据悉， 台湾大学、 苏州大学也同期开

设了这门公选课。 此外， 从筹备、 海

选到集训， 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北京大

学昆曲工作坊校园版 《牡丹亭》 也举

行了公演。 （纪秀君）

■

名家对话

相关链接

“我真是希望教育机构能好好地来研究这个问题， 来分析这个现象。 要去研究学生内心最深处的需要。 西方人把欣赏古典音

乐、 古典绘画视为当然的事情， 学校里都有这样的课程。 他们认为， 这是文化教育、 审美教育的一部分。 而我们的教育系统里，

非常缺少这样的内容， 这个是地域和观念问题。”

叶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

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

（上接第一版）

人梯， 奉献的精神

“我就是你们的跟班，为你们跑

上跑下是应该的。 ”

2011

年

2

月

20

日， 在陈立亮的追悼会上，

校长李培根院士数度哽咽、 落泪， 无限伤痛

地细数对他的怀念与记忆。

2001

年

2

月， 陈立亮被任命为材料学院

副院长， 分管本科教学工作。

2006

年

3

月 ，

学校又把材料学院院长的重任交给了他。

甫一上任， 陈立亮就大刀阔斧地对教学

工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改革： 以学科建设

推动专业改造， 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专业；

建本科生科技创新基地， 建立 “科技创新—

毕业设计—研究生” 直通车制度； 彻底改革

实验教学模式， 建设本科实验教学中心、 建

立专职实验教学队伍； 强化教材建设； 建立

向本科教学倾斜的考核分配制度。

改革带来了新变化 。 学院 “十五 ” 和

“十一五” 期间共出版了

40

多本本科专业系

列教材 ， 其中

18

本被列为国家 “十五 ” 、

“十一五” 规划教材， 居全国同专业第一，

部分教材被

60

多所著名高校采用。

在材料学院的师生中， 至今还流传着两

个大家熟知的故事。

一个是 “从转出

30

人到转入

49

人 ”

的故事。 由于材料学院给学生的印象就

是翻砂、 和泥巴，

2000

年， 第一志愿生

源特别少，

2000

级学生中全年级前

30

名

几乎全部转到学校其他专业。

陈立亮担任副院长后 ， 大刀阔斧地

改革传统专业， 引进计算机专业 。

2006

年， 大一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转专业，

在不少院系痛感优秀人才流失的同时 ，

材料学院却转进了

49

名学生。

另一个是 “

56

名非正式毕业生” 的故

事。

2007

年，陈立亮敏锐地感到电子制造业

转向中国的趋势日益明显， 学院应该积极

申报电子封装技术新专业。 虽然全国当时

没有一所学校有此专业， 但他一方面向学

校汇报， 另一方面立即着手从

2005

级材料

成型及控制专业中挑选了

56

名学生， 修改

后两年培养计划试办电子封装技术方向。

远见卓识得到最好印证。

2009

年，教

育部批准学校电子封装专业正式招生。 同

年， 华中科技大学也有了全国第一批电子封

装方向的正式毕业生，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100%

！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 引进人才

就是引进新的学科方向。 陈立亮毫不含糊，

他对想引进的人才表态说

:

“我就是你们的

跟班， 为你们跑上跑下是应该的。”

师道， 爱的 “直通车”

“是陈院长把我领进了科学研

究的大门， 他将影响我的一生。”

庞盛永， 这位陈立亮临终前一直牵挂的

博士生， 这些天跟实验室里的很多兄弟姐妹

一样仍无法接受陈老师走了的事实。

就在去世的前两周， 陈立亮还给他打电

话出主意， 鼓励他进一步修改博士答辩论

文， 争取冲击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陈老师给我修改的博士论文初稿我会

终身保存。 我要用它时刻鞭策自己、 告诫自

己， 以后如何教书， 如何育人。” 庞盛永哽

咽道。

庞盛永升研二时因为一门课程不及格，

要由公费培养转成自费， 每年需要交纳

8000

元的学费。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庞盛永考虑

过退学。 得知消息后， 陈立亮与实验室的老

师们一起凑了钱， 帮他垫付了学费。

在陈立亮那里， 有一辆爱的 “直通车”

直达学生的心灵。 材控

0901

班的学生都记得

陈立亮这位慈父般的班主任。 在担任该班班

主任期间， 陈立亮每个月都去一次韵苑

9

栋

4

楼的男生寝室， 与他们谈学习、 谈生活。 在

他的办公室的书桌上， 还贴有该班

2010

年上

学期的各科成绩表， 一些成绩不及格的学生

的科目下面， 他都重重画上了一笔。

孙小军， 这个贵州山区走来的仡佬族孩

子， 从右腿残疾的预科生到如今以全额奖学

金到东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其中凝聚了陈

立亮太多的心血。 他让小军进入自己的课题

组便于照顾他， 并结合小军的实际条件和自

身情况， 建议小军学习数值模拟方向， 这样

可以减少右腿截肢对他发展的影响。

在孙小军申请日本东北大学交换生时，陈

立亮亲自写推荐信。 在小军赴日留学前，陈立

亮还多次和学院学工组联系，想帮小军装一个

假肢，费用由他来出。 孙小军在回忆文章中写

道：“希望将来做一个像陈院长这样的人，陈

院长是我学术上的楷模， 是陈院长把我领进

了科学研究的大门，他将影响我的一生。”

生死， 从容的力量

“别跟姐姐嫂子说实情， 我不

愿意看见别人哭！”

“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他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带走一路欢笑。

陈立亮和妻子丘斯迈结识于一次公选

课。 从那时开始， 妻子就知道， 陈立亮总是

快乐地忙碌着。

他忙得顾不上家庭———

两人结婚后一直没要小孩。 母亲询问起

来， 陈立亮总是说， 太忙了， 没时间照顾。

母亲急了： “那等你们退休后就有时间啦！”

2002

年至

2003

年， 陈立亮到美国爱荷华大学

做了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 回来时， 儿子已

经不认识他了， 对着他叫 “叔叔好”。

他忙得顾不上身体———

2003

年回国后， 陈立亮参加了单位的一

次体检， 发现肺上有一个炎性结节。 医生说

没事， 他再没放在心上。

7

年时间， 他的

心放在学院和实验室的发展上四处奔波，

错过了每年的体检。

2010

年

5

月中旬，在北京，被确诊为恶

性肿瘤之后，陈立亮对妻子说：“别跟姐姐

嫂子说实情，我不愿意看见别人哭！ ”

他走得太匆忙 ， 还有好多事情没

做———

妻子还等着他一次次的叮嘱 ； 儿子

还等着爸爸教他游泳， 因为他的水性是

那么好； 年迈的母亲还在等着他嘘寒问

暖； 学生还等着毕业时， 喝他亲手做的

胡辣汤……

他走得很从容 ， 留给这个世界一个

微笑的背影———

治疗期间， 不便出门的他用儿子的

QQ

上线， 利用小摄像头，与学生交流课题

进展、指导论文写作。 身体条件许可的时

候， 他还经常到办公室和实验室里转转，

看看大家的工作进展。

2011

年

1

月

16

日至

21

日，在病情有所好转后，在家休养的陈

立亮，让从大四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到硕士

生、 博士生分批来家里进行指导。

这座上足了发条 、 从不歇息的钟 ，

最终停摆在

2011

年

2

月

18

日

20

时

02

分。

（上接第一版） 在拟订备忘录文稿过程

中， 大家认为应着重明确省级人民政

府的职责， 还要妥善应对当前义务教

育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审慎开展

中小学布局调整； 重视学生就餐条件

改善； 加大学校配套设施建设， 安装

饮用水设施， 改善厕所条件； 要发挥

信息化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作用，

利用远程教育资源全面提高城乡义务

教育质量。

12

省（区）教育厅负责同志表示，将

尽快把本次会议期间拟定的备忘录文

本上报审批，并积极做好备忘录签署的

准备事宜。 签署后，将密切协调配合，按

照备忘录上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推

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

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全面提

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缩小

义务教育差距，因地制宜，创新实践，攻

坚克难，扎实工作，如期实现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据悉 ， 继今年

3

月与北京等

16

省

（区、 市） 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

录后， 教育部将于今年

6

月前后与浙江

等

12

省 （区） 签署备忘录。

12省份筹备与教育部

签均衡发展备忘录

生 命 写 就 的 精 彩 人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