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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年，最后能被人们怀念和感
恩的，大概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张树栋老师 2019 年 4 月 30 日 16 时
10分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 87岁。
张老师逝世前对儿子交代，逝世后，不
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只要
求单位出个讣告，要两个儿子处理后续
事宜，但 5 月 1 日，远在内蒙古工作的
秀领专程到南京与张老师的两个儿子一
起亲自处理张老师遗体火化及安葬事宜，
让我有点意外。

张树栋老师 1932 年 10 月 24 日出生
于济南，籍贯陕西省勉县武侯镇。1949
年5月在南京考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1949 年 9 月由陈阜东队长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 年 4 月，在西南
军区工兵学校学习，正排级；1955 年
以调干生身份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959 年毕业后留校，在南京大学历史系
世界史专业工作，1983 年 5 月晋升为副
教授，1987 年 3 月 19 日，由王觉非、
高兴祖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 12 月晋升为教授。张老师忠诚党的革
命事业和教育事业，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等战役，并做出重要贡献。在南京大学
历史系工作期间，张老师思想进步、工
作勤勉，治学刻苦，教学业绩十分优秀，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西方古代史及
相关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相关著
作先后出版于商务印书馆、江苏人民出
版社和江苏古籍等出版社；相关论文发
表于《史学月刊》、《外国史学集刊》
和《南京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为我
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世界古代史的
教学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虑到张老师的生前愿望，我及时
与离退休工作处的吴珩处长取得联系，
安排学院有关同志起草讣告，并将讣告
第一时间发布于朋友微信圈，很快引起
张老师生前同事、好友和学生的高度关
注，大家纷纷表示哀悼，并分享对张老
师的美好印象。

沈汉老师说：张树栋教授和李庆余、
杨振亚、邱树森和我都是同班同学。连
续四天来，我每天下午都去 ICU 看望他。
他每次都想说什么，但只见嘴张合，就
是发不出声音。真是很可怜的。今年是
我们毕业六十周年了，他也一直记挂着
要参加聚会呢！

曹廷清老师说：沉痛哀悼张树栋教
授！听你的讲课是一种享受。热愛祖国，
保卫祖国是你的天职。热愛党、忠于党
是你的天性。

原国家档案局局长、77 级校友杨冬
权说：张老师不但给我以知识，而且给
我以兴趣和自信。这比教授知识对我更
加有益。怀念张老师！师恩永存！

77 级学生周晓陆敬輓：
（上联）双脚黄泥巴插队知青难忘

由君之指导而开眼看沧海
（下联）此生一件事教书到老只是

学您的认真为育人向未来
深痛哀悼恩师、永志不忘张树栋先

生
77 级陈谦平说：惊闻树栋师仙逝，

无任悲痛。四十一年前先生给我们讲授
世界上古史时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
的眼前。先生是我们步入历史研究殿堂
的引领人。如今驾鹤西去，祝愿恩师一
路走好！树栋师千古！

77 级陈仲丹说：张树栋老师是南大
历史系若干届本科生认识的第一个历史
专业科老师，他精彩的授课艺术将许多
学子引入史学殿堂。张老师带的硕士研
究生不多，却质量很高。他的研究生刘
津渝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古典学博
士，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教美国人
古希腊语、拉丁语，现为美国历史系系
主任、上海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张老师
晚年多有疾病，但总是情绪乐观，表现
出阳光灿烂的一面。他上的历史专业课
是世界上古史，尽管冷门，却被他教得
很热，引得很多哲学系学生来旁听。旁
听的人太多，影响了我们历史系学生的
上课，我们要阻止旁听，张老师劝说大
家挤一挤吧。

张树栋老师有识人的长处。历史系
80 级有个叫李秀领的学生听张老师的课
与张老师联系较多，张老师指导他读恩
格斯的《起源》，进而学马列著作。后
秀领在班上组识学马列小组，相关报导
发表在《人民日报》。张老师看秀领是
可造之才，在他毕业时提出让他留校，
也教世界上古史。后两人合写了两本书。
由此秀领在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继而走
上从政道路，今天已是正省级干部。这
与张老师的慧眼识人有关。

记得有一年校庆，是整年份的大庆
（100 周年）。秀领受海南校友会委托
参加校庆，还要赠礼，礼物是西沙群岛
的渔民出海打来的大贝壳，经加上用珊

瑚、珍珠做成。这件礼物太大，又脆弱，
上不了飞机。经秀领与航空公司联系，
在货舱加固运至南京，再从机场小心翼
翼地送到鼓楼校区。此物现存校史博物
馆，真正与南海有关，不知学校的南海
中心是否研究 ?

刘津瑜在美国发来的一段怀念张树
栋老师的文字：愿天堂不再需要你坚强 !
张老师是一个特别挺拔的人，从身姿到
心灵，都是如此。从来没有听过他在背
后非议他人或闲言碎语。他也是一个特
别坚强的人，有时坚韧到令人不忍。师
母优雅美丽，是位军医，因为工作的原因，
伉俪分居两地多年，师母退休之后又突
发疾病早逝。不知道张老师在师母离开
以后是如何走出来的，也不知道过去十
几年里他是怎样抗过那些大大小小的手
术。我从来都是事后才知道他进过了手
术室。他从来都只是以最坚强、最乐观、
最整洁、最有活力的面貌示人。每次通
信通话他都让我放心。

南京出版社社长、83 级校友卢海鸣
说：张老师讲授古希腊罗马文化 , 绘声
绘色，诸如普那路亚、迪克推罗、凯萨
等等，令人终身难忘。愿张老师在天堂
快乐如人间。

刘金源老师回忆道：
张树栋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堪称典

范。90 年代我进入南大读研究生时，他
给我们开设世界古代史研究课程，引导
我们从研读马列原著以及其他史学名著
入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成为
我们的必读之作。张老师从军与从教相
结合的独特经历，让学生充满了好奇与
敬仰。从他身上，我们既感受到了军人
的凛然正气，也感受到了学者的儒雅风
范。由于修读古代史难度大，要求学习
拉丁语，所以张老师带的研究生很少。
我入学后，只记得他带过刘津渝一人，
是南大本科生直接保送读研的。张老师
对于她的培养倾注了几乎全部心血，在
学业与生活上的关怀无微不至，而刘津
渝表现也非常优秀，在研究生阶段就发
表了核心期刊论文。1996 年硕士毕业后，
即在张老师的推荐下留校任教，继承张
老师的衣钵，给本科生开社世界古代史
相关课程。1998 年后，刘津渝赴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古典学博士学位，2004 年毕
业后，就职于美国迪堡大学，现任古典
系主任，后来被上海师范大学作为上海
市千人计划引进，成为该校世界古代史
的中青年领军人才。张老师晚年疾病缠
身，但仍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对于院系
及学科事务仍然很关注，特别关心年轻
老师的成长。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但
其为人为学精神不朽！

……
我是 79 级，张老师当年给我们上世

界上古史课的情景历历在目，侃侃而谈
的标准普通话，声情并茂的授课艺术，
潇洒飘逸的板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次课间休息，张老师与我们闲谈，听
说我来自陕西，张老师亲切地说，我们
还是陕西老乡呢！大学毕业后，我留校
从事行政工作，与张老师联系不多，

2007 年，我回历史学院工作，这时张老
师已离休多年。后听说张老师的夫人去
世后他卖掉在南京的房子，准备去加拿
大他大儿子那儿安度晚年，但两年后张
老师还是觉得在国外不能习惯，又回到
国内。张老师回国后，由于没有房子，
身份证一直无法办理，张老师一直找不
到归属感，于是找我，希望能帮助协调
解决，后经多方联系，我们为张老师补
办了身份证。张老师对此非常感动，说
现在终于找到家的感觉了。

张老师的大儿子在加拿大，二儿子
在上海工作，自己又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最后一直住江苏省老年公寓。住公寓的
几年期间，离退休老干部处的领导非常
关心，还派了做义工的学生前去关照，
房间布置得很有格调，我和同事每年都
会去敬老院探望几次，为了方便联系，
我们还与张老师建立了微信圈，我将张
老师拉到学院的微信圈，让他始终能感
受到他是学院大集体中的成员之一。

2013 年，我们班举行毕业三十年的
聚会，我们邀请张树栋老师参加。张老
师在座谈会上发言时说：作为老师，我
也要感恩，考进南大时，我 23 岁，4 年
学习，当了老师。老师的名字很多，园
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甚至叫
红烛。后面还要加一个“颂”字，燃烧
自己，照亮别人。我细想想，这话不全
对，它没有体现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
教学相长。教师也被照亮啊！我要感谢
在座的各位校友。参加你们的课堂讨论，
看你们的作业，课堂答疑，我也从中受
益。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他也能从孩子
身上学到有益的东西，何况你们是大学
生、硕士生、博士生，更是老师的良师
益友！我们的教育思想，应该把这点加
上去。那次座谈上，张老师还特别提到
如何处理家庭矛盾。张老师说，三峡夔
门有个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
论事世间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
论心，论心天下少完人”。有孝心就行，
你要孩子上班，照顾老婆孩子，还要他
像老莱子一样，穿上五彩服，给父母跳舞，
让父母高兴，办不到啊。遇到这类矛盾，
要自己化解，靠什么，靠知识，靠理论，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张老师的发言，语重心长，阐述了我
们最需要的人生智慧，使我们获益匪浅。

张老师虽说驾鹤西去，但他旷达乐
观的人生态度、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将
为他的学生们永久记忆。秀领是 5 月 2
日晚上 7 点多给我打电话的，他说，他
与张老师的儿子一起已经把张老师的后
事处理完毕，已到机场，准备返回。以
秀领的级别，专程到南京处理恩师的后
事，我无论如何是要汇报的，尽管我当
日要处理岳母的后事，无暇顾及张老师
的后事，但我不可能不给校领导汇报。
离退休工作处的吴珩处长与张老师的儿
子电话联系时也强调此事，如果秀领来
一定要说一声，张老师的儿子答应了，
说一定第一时间告知，但没有告知。这
肯定是秀领的意思，他不想惊动任何人，
他只是来与恩师告个别。踏实做事，低调
为人，这事实上也是张老师的一种风格。

怀念张树栋老师
◎ 孙江林

轻时的”。我就提出
疑问。因为照常理推断，人的年龄
越大，越发成熟，水平也就会更高，
黄季刚的情况怎么会相反呢？辟疆
师笑曰：“一个女人，大姑娘时，
临出门前总要打扮一番，收拾得整
整齐齐，老太婆了，光着屁股在街

上跑，也无所谓了。”
聆听之后，颇感他们那一辈人

谈吐之时总有那么一种《世说新语》
中人的味道，喜叙文坛往事，时而
穿插小趣闻，谈吐可称典雅，时而
又杂入一些放达不羁的词话。我想，
中国文人向来推重魏晋风度，从我

接触的人来看，小石师这一辈人最
富这种特色，比他们低一辈的人，
时亦可见一二，等到我们这一代人，
魏晋风度之于知识分子，只能是在
书本上看看而渺不可及的了。 

（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2018 年 12 月 21 日第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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