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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杂谈对联杂谈””补遗补遗

燕
园
师
林

燕南园，本是北大校园内唯一的一座
著名教授住宅区，学术精英荟萃之地。园
内座落灰色二层小楼一群，间以多种树木
花草。往日，走进燕南园，顿感文化的厚重
和环境的幽雅。风雨沧桑数十年，大师们
陆续驾鹤西去，住房多已改作他用。如今，
走进燕南园，不免有点苍凉、褪色的感觉。

去年底，燕南园 57号被正式定名为
“冯友兰故居”。冯先生在此居住 30多年。
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庭中有三松，抚
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因此，他又
称这里为“三松堂”。冯先生是我国现代最
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居此期
间，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在政治大环境
下，虽多经坎坷与磨难，仍哲学新见迭出，
并着力完成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
本。在一所大学校园内设置名人故居，并
不多见，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这里
不仅修饰一新，而且开辟了会议室、陈列
室、接待室等场所，可供学术文化的观摩、
研讨和交流，促进经常的学术文化活动的
开展。这便使略显褪色的燕南园闪出一个
新的亮点，使校园文化建设的色彩增添了
浓墨重写的一笔。大学本是学术文化的场
所，不是休闲游乐的场所，更不是商业交
易的场所。中小学校或家长带领学生或孩
子来参观北大校园，重在了解北大的历
史、文化内涵，受到学术文化的熏染，以利
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可是当前经常络绎不
绝、熙熙攘攘的参观游览者中，大都欣赏
湖光、塔影，观光馆、堂、楼、阁，就连北大
精神开创者蔡元培的塑像，因偏处一隅而
又背向未名湖，也往往擦肩而过。这种状
况，常使我感到困惑。我想，冯友兰故居的
设置，若在往后条件允许时，能引导游览
者井然有序地进行观摩，了解了解冯先生
的生平事迹和学术风格，从一个角度认识

“大学乃大师之谓，非大楼之谓也。”那么，
故居设定的文化价值，岂不更上一层楼
么？

对冯先生的学问与修养，我仰慕已
久，印象颇深者，说来有四：

一曰文字功夫。冯先生的主要著述，
他在 1990年 95岁时作了一个概括：“三史
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三史”，即《中
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
史新编》；所谓“六书”，即《新理学》、《新事
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
知言》。这是以《新理学》为核心的一个哲
学体系。冯先生是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他
是我国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
我国现代为数不多的自创哲学体系的哲
学家之一。他的著述，达到了三个融合：古
今融合、中西融合、史论融合。读他的著
述，有一种自然、舒畅的感觉，因为这全是
他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他极善于把
古人的某些难解的思想和文字，通过自己
的辨别和理解，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

来，而不失原意。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本
领，一种文字表达的功夫。这种本领和功
夫，我们在朱光潜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著译
里也见到过。但朱先生主要是译解西方柏
拉图、黑格尔、维柯等人的思想；胡适先生
的专门哲学著述并不多。他的《中国古代
哲学大纲》，只出了上卷。冯先生的“三
史”、“六书”则是全面、系统地体现其治学
功夫和文字功夫。国人读来，客易获得一
种特殊的享受和情趣。

我特别喜欢冯先生写的西南联大纪
念碑文。记得年轻时读《古文观止，》，读到
王勃的《滕王阁序》，感到文词华美而情志
鲜明。如写位置：“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写景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写志向：“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
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显得很美，也很有气势。这似乎把
骈文推向一个高峰，后人恐难以企及和超
越了。但后来读到冯先生的纪念碑文时，
更感到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先生将西南联
大在抗日时期的艰难历程、卓越成就和丰
富经验，在极短的篇幅中，以深沉的思考
和洗炼的文词，概略无遗。如写联大之使
命：“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
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写三校之合作：“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
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写成功主因：“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
精神，转移一时社会之风气，内树学术自
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
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最后两句，
掷地有声。值得反复吟诵，王勃是路过滕
王阁，触景生情，即兴抒发个人感慨。序文
布局严谨，对仗工整，激情洋溢，一气呵
成。不失为古代骈文中的一枝奇葩，但不
免包含某些个人恩怨和悲凉色彩。冯友兰
则是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回顾和总
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与经验。碑文文字洗

炼，节奏鲜明，情理并茂，气势磅礴，充分
体现了联大师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富含哲
理，显得境界、格调更高，可视为我国现代
碑文中的一种典范。

二曰学术奇迹。“中国哲学史”，作为
一门完整的学科，是由冯先生奠定的。他
于 1934年全文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
卷），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部分，
涵盖先秦至清代的哲学思想，内容十分完
整。1947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
问教授时，又以英文撰著并出版《中国哲
学简史》。他在此书“自序”中说：“历稽载
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
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
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
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1949年之后，他更集中精力于中国哲
学史的研究，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重新加以诠释和阐述，便有《中国哲学史
新编》的逐步形成。但要用新的观点和方
法，全部重新加以整理、反思和创造，这无
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社会震荡和政
治运动的干扰，他的这项工程曾几度被迫
中断，但他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欲
罢不能”的心态，坚持这项事业。在拨乱反
正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 85到 95岁高
龄而多病的岁月中，他终于完成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修订和改写，其中
最后一卷，属现代中国哲学部分，全属新
的创作，是至为重要而又十分难写的部
分，恰恰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独立见解。
如此巨大篇幅的理论工程、哲学创造，在
如此高龄期间独立完成，不能不说是中国
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曰教育贡献。冯先生也是一位教育
家，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过去，杜威和
胡适先生都曾说，历来的大哲学家，都是
教育家。我想，这是因为哲学和教育有基

本相通的方面，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哲学
给人以智慧，使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
题；教育给人以启迪，使人发掘和实现自
己的潜能。教育要以哲学为指导，哲学的
宗旨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蔡元培先生是我
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哲学
家。他要求培育一种“健全的人格”，在重
视德、智、体育相结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
世界观的教育，特别是美育。

冯先生的一生，也是从事教育的一
生，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正如宗璞（冯
先生的女儿）所说：“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
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
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
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他在清华曾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
他也是上世纪 30年代“清华学派”的重要
成员，与同事一道，培育了一股学术新风。
在西南联大，他也曾担任文学院院长。在
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以外，还开设了一
系列学术讲座，并且积极参与联大校训的
讨论，撰写校歌歌词，最后，写就了那篇震
撼人心的纪念碑文。此外，他也写过一系
列教育方面的文章，如《论大学教育》、《大
学与学术独立》等。1958年，他发表了以
《树立一个对立面》为题的文章，认为在一
个社会里，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分
工是必要的；综合大学的哲学系，正是培
养专做或多做理论工作的人，这就要求系
统地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析概念和范畴等
等。因此，他有针对性地强调，哲学系应当
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能只是普通劳动
者。现在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当
时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也正是冯先生的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吧。
四曰国际影响。一个民族，要自立和

振兴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科学和理论
上有重大创造，必须有一批在国际上发生
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我国在先秦
时代确有一批大思想家，如孔、孟、老、庄，
等等，不仅为民族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
遗产，而且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但自
近代以来，这样的大哲学家和国际影响，
就比较少见了。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由他的美国
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
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后
来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为便于
外国人阅读，篇幅较小，写得更加通俗易
懂，更适合于非哲学专业的人士阅读。这
两本书都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特别是
西方的许多大学里，长期被指定为学习中
国哲学的基本教材。李慎之先生曾说：“如
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
国人便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
这种评价是有一定根据的。冯先生和他的
著作的这种重大国际影响，以及他在向国
外传播和评介中国哲学，促进中外文化教
育交流上所起的显著作用，在现代中国哲
学和教育界里是可以彪炳史册的。我这里
不可能论述冯先生哲学上的特殊贡献，但
以上四点，也许是冯先生学术上比较显著
的风范和底色。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已退
休）

冯友兰的学术风范与特色
·张翼星

在写“对联杂谈”时，为压缩篇幅，
尽量少说对联以外的话。“杂谈”刊出
时，发现不少有故事的好联被遗漏了。
这里作些补充。

四川灌县都江堰联

完大禹斧凿功，沃野无双，河渠大
书秦守惠；揽全蜀山川秀，导江第一，名
园生色华阳篇。

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原洪水滔天，
夏禹带领群众疏通水道，把洪水引到江
里、河里、海里。水患除去，生产得以恢
复，生活得以安定。人民深感夏禹，称他
为大禹。约两千年后，秦时蜀郡太守李
冰率子劈离堆、分岷江，利用天然水道
作水库，筑水门为堤坝，使岷江的水转
为平缓，建成都江堰。都江堰既免除了
水灾，又灌溉了田地，两千多年来一直
在发挥它的作用，被后人誉为继大禹治
水之功的秦时工程。

河北赵州安济桥联

船从碧玉环中去；人在苍龙背上
行。

隋炀帝时石匠李春等在河北赵州
建安济桥（又称赵州桥），桥身跨度大、
弧平，大拱两端上方各有两小拱，既节
省了材料，又减轻了桥身重量和桥基压
力，洪水暴发时又可增大排水量。它是
我国著名的石拱桥，1400多年来使用至
今。这种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工程技术
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江西南昌滕王阁联

滕王何在？剩高阁千秋，剧怜画栋
珠帘，都化作空潭云影；

阎公能传，仗书生一序，寄语东南
宾主，莫看轻过路才人。

唐高祖李渊的第 22子李元婴任洪
州（今南昌）都督时，在当地建阁，阁成
封滕王，是为滕王阁。其后任都督阎伯
屿重修滕王阁，于重九日在阁中大宴宾
客。阎事先令其婿作好序文，以便当众
显耀。宴会上命人捧纸笔遍请宾客撰
文，众知其意，都推辞未写。恰值王勃
（唐初四杰之一，时年刚过二十）因省亲
过境参加宴会，请到他时，他欣然不辞，
接过纸笔写了起来。阎伯屿怒而离席，
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报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时，阎连声称“天才”。与会宾客也无不
敬服。

王勃的序立时写成，通篇是对仗，
音律谐和，造语精炼，文笔优美，气势恢
宏，1300多年来一直被推崇。滕王阁也
因有此名篇而与黄鹤楼、岳阳楼等成为
江南名楼圣迹。

洪承畴联

洪承畴是明朝兵部尚书。曾兼任陕
西三边总督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后调
任蓟辽总督抵御清兵，明皇对他恩宠有
加，堪称洪恩浩荡。他自书一门联：

君恩似海；臣节如山。
后他在抗清时战败被俘降清，有人

把他的自书联改成：
君恩似海矣；臣节如山乎？
自吹联变成了讽刺联，改得好！

史可法联

佩鄂国至言，不爱钱，不惜命；与文
山比烈，曰取义，曰成仁。

联中鄂国为岳飞，他尽忠报国，在
与金人作战中节节取胜时被十二道金
牌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
杀害，后人称鄂国。相传曾有人问他如

何才能天下太平，他回答“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惜死”。联中文山即文天祥，他是
状元，又是南宋抗元将领，转战在福建、
江西、广东一带，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被
俘，在押戒到元大都（北京）途中，他写
下一首诗《过零丁洋》，诗中最后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表明他英勇不屈，杀身成仁的决心。在
狱中屡次拒绝元军的诱降，最终被杀

害。
1645年清军南下包围扬州城，守将

史可法（时任督师）率守军和市民坚决
抵抗，清军五次劝降，都被史可法严辞
拒绝，激战七昼夜，史可法壮烈牺牲，扬
州失守，清军屠城。

后人将史、洪二人的作为写成忠奸
对比联：

史笔留芳，虽未成功总可法；洪恩

浩荡，不能保国反成仇。
此为藏名联，联中“成仇”谐音“承

畴”。

黄埔军校联

1924年 5月，孙中山在广东创办了
黄埔军校，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我党
派周恩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瞿秋白还
去作过演讲，培养了大批新时代为国为
民的政治军事人才。军校门前有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
此门。

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
革命政变，逮捕杀害共产党人，迫使校
中的共产党人离开军校。把黄埔军校变
成网罗培植反共反人民的蒋氏亲信的
基地。这时有人把军校的门联改成：

升官发财请入此门；贪生怕死莫走
别路。

这一改，说明了后期黄埔军校的实
质。

梁启超巧对张之洞

据说清朝末年某一天，梁启超到江
夏（今湖北武昌）讲学，时任湖广总督的
张之洞维恐他的威望高过自己，在他来
访时出了个上联要他对：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
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张之洞的上联意为：长江、淮河、黄
河、汉水中长江列第一，春、夏、秋、冬中
夏季是第二，我坐镇江夏，你来此讲学，
谁居第一？谁居第二？

梁启超稍加思索，立即对出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

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梁启超对的下联意为：儒、释、道三

教中儒家排在前，天、地、人三才中，人

在最后，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岂敢在你
之前？但儒是三教之前，我既为儒人，岂
能落后呢？

此下联对仗工整，既尊重了张之洞
总督，又维护了读书人应有的尊严。张
之洞对梁启超很满意，热情款待了梁启
超。

对联是说不完的，实在太多了。现
举几条励志联作为结束语吧！

水以长流乃及远；山因直上而成
高。

说明不忘初衷，贵在坚持。
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

心。
咏竹比人品，重在气节操守和谦虚

谨慎。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

乎勇；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
此联为集句联。上联出自《礼记·中

庸》。孔子认为智、仁、勇是天下之达德
（人人都应具备的品德），做到爱好学
习、努力执行和懂得耻辱，就能达到智
慧、仁爱和勇敢。

下联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认为：人富贵了不放纵，遭遇贫贱不改
变志向，面对威武不屈服。这是坚守节
操、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

如果你有机会去旅游，不妨注意一
下各地山川景色、名胜古迹、庵堂庙宇
的左右两边楹柱上的对联。这些楹联通
常结合当地的地理背景和历史人物故
事，有精妙的构思，典雅的文字和深刻
的意义，供你尽情地学习和赏玩。

（作者为北大物理学院教授，已退
休）

有故事的对联
·陈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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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变化，对于我们这一
代土生土长在大都市的孩子来
说，似乎无甚印象。然而对于老
一辈人，尤其是那些自年少起便
背井离乡的人、一路拼杀进城市
就此扎根的人、飘洋过海在大洋
彼岸遥望中国的人来说，故乡的
变化总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
他们会欣喜于家乡外在风貌的
改善，另一方面，“故乡”连结着
他们青涩的回忆，承载着他们心
中永远不曾改变的惦念。

我的姥姥便不例外。她出生
于一个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小村
庄，年轻时在村里做过老师，后
来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为了
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姥姥便举家一路
迁往城里，扎根下来。大概10年
前，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曾在过
年时候陪姥姥去过她的故乡。那
个村子很小，没有大城市的热闹
与繁华，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就
是全村的主干道，沿着它走上片
刻就能轻轻松松地逛遍每家每
户，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实在没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后来伴随着
城里升学的压力越来越重，逢年
过节我便说什么也不愿意再陪
姥姥回乡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直到去年
年初，村委会给姥姥打来电话，
说村里近些年的精准扶贫和设
施改造工作颇具成效，想请姥姥
这样的老党员们回去看看。接完
电话，姥姥便怎么也按捺不住
了，归心似箭溢于言表。其实姥
姥本是不爱出远门的人，尤其是
老了腿脚不好以后，每次下楼去
超市买个菜都要抱怨半天。然而
这次她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任
凭怎样的路途遥远也挡不住她
的热情，我这才意识到：此番她
不是要去“出远门”，而是“回故
乡”。

我们陪姥姥回乡，她一进村
逢熟人便打招呼，问问村里这些
年的变化，听说曾经村里的田地

“退耕还湖”变成了湿地公园，她
一定要去亲自走走看看。等到快
要离开的时候，姥姥手提肩扛，
拎了四五个大包小包。我们打开
一看，里面塞满了邻里街坊送来
的各种土产——从李家的柿子
到张家的枣，还有温室大棚新种
出来的小草莓，齐全得可以开个

水果店了。我们试图劝姥姥少带
些，毕竟回城的路也远，何况这
些东西城里都买得到，可姥姥却
只顾说着她在老家吃的特色紫
苏酱，那手工研磨的味道独一无
二，是城里加工厂做不出来的
……这个平凡的小村在她的讲
述中变得熠熠生辉，而结果是
——我们又多带了两大罐老家
的紫苏酱回去。

姥姥从故乡回到了城里，可
她的心似乎并舍不得走。以前怎
么也不爱用智能手机的她，居然
这次主动学会了使用微信，说要
时不时跟村里街坊四邻的老姐
妹用视频唠唠嗑。她还特意把村
子里翻修的新学校设置成了微
信壁纸，有事没事便看上两眼。
那好不容易带回来的两大罐紫
苏酱倒是不常吃了，因为姥姥说
好东西得留着，怕太快吃完。其
实我尝了，那酱的味道也没什么
不同，相较于楼下超市货架上的
辣椒酱、豆瓣酱，也没多大口感
上的优势，只是加上了“故乡”的
烙印，对于姥姥来说便迥然不同
了，纵使山珍海味、满汉全席也
无可替代。

后来我有幸又参加过学校
组织的有关最美乡村建设的下
乡实践，见识到了更多像姥姥一
样的人。当这些村民们看见异地
扶贫搬迁新盖的洋房、崭新的柏
油路，脸上的无所适从总是大过
欣喜。很多像我一样刚下乡的大
学生们，时常会不解于他们对于
故乡变化的矛盾心理，后来慢慢
了解才晓得，对于他们来说，故
乡的变化终究是为了留住那些
不变的东西，比如一口不曾改变
的乡音，一罐不曾改变味道的酱
料，还有一段不曾忘却的回忆。
他们害怕随着外物的改变，这些
故乡的内在也有一天跟着变了
味。总而言之，“故乡”一词始终
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太多的东西，
从生命的诞生之初一直流淌到
死亡之处。它是青年时背井离乡
的疤，中年时衣锦还乡的梦，老
年时落叶归根的乡愁……这些
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想，只有我们守得住故乡
的不变，才能见证中国乡村的最
美变化！

（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
院2017级本科生）

故乡的变化
·苏瑞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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