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写？一直在为稿约而为难……
为难的是，对孙犁先生，又熟悉又陌生。孙犁先生的大

名，我是从教科书上《荷花淀》首先熟知的；但是，又没有更多
地去阅读和了解他厚重的作品和丰富的经历，因而又有点陌
生……更为难的是，自己做副刊编辑几十年，感觉是平平常
常的，就是组了一些稿、编了一些稿，做了一些版面，这些只
是报纸工作的一部分。

一

渐渐地，《荷花淀》这篇小说，会常常重现。当年的震撼，
如今的婉约，其实，已成为一种标志，存在于读者的印记之中
了。它发表于还在战争中的1945年，延安。风格上，这一作
品是他领风气之先的杰作，创建了重细节的波澜与宁静，刚
强是可以用表情、风景的柔软来表达的；小说是可以散文化
的；革命也是有日常生活的。孙犁先生的文字
之美，将荷花淀、白洋淀承载了过去、现在以及
未来。在我的心里，那里的故事已成了一种精
神。其中的荷花淀，延伸含义是：荷花，蕴含战
地民心与人性的清澈纯美。而赋予美妙之笔的
淀，多年以来，又成了我有点向往的旅行胜地。
想象着，白洋淀，洋洋洒洒，一片连着一片，很是
飘逸。自然界，有江、河、湖、海……还有淀。如
果没有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系列的描写，
淀，也许不太会被很多人知晓。淀，浅浅的湖
泊，水生植物点缀，多色的荷花、芦苇，由淀水自
由勾勒率性随形、涟漪无际的美景。

二

我和天津有缘，因三次走访。
先说第三次，是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和《天津日报》主办的一个系列会议。曾走进报
社大楼，看《天津日报》的一些历史介绍，我不由
得想起，刚进《新民晚报》开始当编辑的时光，那
是生机勃勃的上世纪80年代……

孙犁先生在战地是革命者、文化人。我更觉得，他是一
位真正的报人。在《天津日报》，他很早创办了“文艺周刊”。
他主编副刊，他写小说写散文，他是《天津日报》的瑰宝，又是
报纸副刊的探寻者。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又

给报纸戴上了独特的光环，成为中国新闻
史的一抹华彩。也是那次在天津，会议期
间，坐游船饱览海河两岸，在五大道，聆听
小楼往事，又到修新如旧的意大利风情
街，朋友们相聚在咖啡馆，围坐在长桌两
旁，喝酒喝咖啡、吃餐点，畅快聊天，至今

难忘。第一次到天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趁到北京出
差，我先飞抵了天津。径直就去了孙犁先生的家，那时他已离
休，不巧的是，他因身体不好在医院疗养。我也就错失了见面
的机会。他的家特别朴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年轻的我，
看到了文学大家另一面的不易。那天还拜访了冯骥才先生，
到了他的工作室。那是第一次见面，他高个儿、艺术、帅气，大
家都叫他大冯，我也就一直这样称呼他。那时，已有过一些稿
件和书笺的交流，第一次见面也就像熟人了。记得大冯拍摄
了很多天津的建筑，巨大的桌面上，放满了需待整理的照片。
后来知道，正因为有他，很多老建筑才被保护了；很多古镇也
因留下了大冯的足迹和呼吁，才得以被论证、被修复。他的文
章煞是好看，他的呼吁也有力有效。本来还想拜会蒋子龙先
生，之前见过，但那天他刚巧不在天津。多年里，他好稿源源
而来，还应我之约，做了一个专栏，起名《不怪集》。对栏名，在
电话里，作者编者都会心一笑。

那天，也很想拜访的赵玫女士，是多年后在会议上才有
缘相见的，她和她的文字，都是那么漂亮。

第二次到天津，是旅游。那时，北京到天津的城际列车开
通不久，车次很多，车厢又有提升，一站到达，只需二十几分钟，
真是舒适快捷。那次住在海河边的酒店，在高处看海河。远
处在动的“大风车”，近处成淡灰色的冰河，在太阳下熠熠生辉。

三

做副刊编辑，于我，还是挺好的职业。散淡逍遥的我，可
以按着自己的节奏工作。

当年恢复高考，我高中毕业时就赶上了全国统考。上世
纪80年代，形势所趋，又有一群老报人的执著，因
“文革”停刊了的《新民晚报》隆重复刊，我大学毕
业时，便被分配到《新民晚报》做编辑。那是邓小
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年代。我见证了深圳的崛
起，见证了浦东的开发开放……改革开放的中国，
带给我精彩生活，让我懂得，生活原来可以这样和
那样的……我总感觉，编辑工作是——随心随意
的旅程。旅程中，遇见很多人很多事，有些“遇见”

很有趣，也很有故事……大名鼎鼎的“湘军”代表人物：韩少
功、蒋子丹，是最先“南下”的作家，我是在他们当海南省作协
主席和副主席时，在海口认识的。那次海南笔会，见到了一
些新老朋友，有蒋子龙、李国文、张承志、马原、孙甘露、陈村
等。特别巧的是，有一天恰是陈村40岁生日，于是马原、孙
甘露还有我到海边酒店陈村的房间里小聚，一起喝茶聊天，
还拍了一张四个人的合影。

有一回在深圳，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当时的时尚之
地香蜜湖，见到了黄宗英、白杨、祝希娟……到1989年夏天，和
宗英大姐有了更多的交往，记得有一天去她淮海中路新康花园
的家，突然停电，她点起了蜡烛，把正在写的文尾继续完成。
到北京面见季羡林先生前，已通了不少信函，他的秘书会帮他
寄稿件给我。有一次到北京大学燕园拜见他，先是秘书一惊一
喜，后是季先生开怀大笑……后来在季先生的一本书里有几行

文字写到，以为贺小钢这个名字应该是位男士，而
且还可能高大的样子，原来却是位妙龄靓女。

范敬宜先生曾应邀到上海的报业集团作专题
讲座，那天他由集团社长赵凯陪同走进大楼，我也
正下楼到大堂，迎面见到，我自然像往常一样称呼
范先生、赵先生。范先生很热情很开心地问候，赵
先生在一旁似玩笑地说，怎么叫范先生呀，应该称
范总呀。我只是微笑，心想自己已习惯先生女士
等的称呼。对同辈的或者稍年长的，我都会直呼
名字，有时连名带姓，就像同学少年，彼此感觉很
放松。和吴冠中先生也是忘年之交。他78岁那
年，在上海曾有个有限印刷78幅《夜咖啡》的发布
会，我随即买了那幅有限印刷的油画。在举办方
的晚宴上，我和吴先生重逢举杯，他略显“好奇”，
之后我就告诉他，我有个开咖啡馆的梦想，这幅
画恰是最好的背景……我因而也喜欢吴先生的
文字，后来交流多了，他应约前后写了两个专栏。
每次他来上海，多半是给上海美术馆捐画，活动前
他都会事先联络我，虽然匆匆，总会一见。

四

最早的报纸稿件都是手稿，所以我收到过很多作家、艺术
家的手迹：陈祖芬、卢新华、王小鹰、肖复兴、贾平凹、吴冠中、陈
忠实、范小青、陈建功、赵丽宏、白桦、沙叶新、黄蓓佳、金宇澄、
流沙河、陈钢、林白、毕飞宇、宗璞、钱谷融、顾骧、何为、陈思和、
梁晓声、许子东、於梨华、聂华苓等数百位，他们的字迹均漂亮
有特色。最意外的是何为先生晚年的文稿，专栏《纸上烟云》写
了好几年，因他视力越来越差，最后是用16开的纸，写很大的
字。记得早年，做了还不太有名的黄茵专栏《咸淡人生》，初开
不久，老社长赵超构就来办公室问，作者是哪里的？我有点紧
张，以为有问题了。当告诉他是广州作者后，意外的是，老将
（大家都这样称呼）说，很好的五六百字短文，如一股清风吹到
了“夜光杯”的版面上。版面最重要的是稿源，约稿首先就是广
泛交流，不管是书信的、电话的、邮件的、微信的，见面聊天，餐
聚或者咖啡茶酒一叙，互相熟悉，不赋压力，信任了放轻松了，
就会时有收获。编辑和作者就应该像朋友，真诚以待，没有功
利，一切顺其自然，好稿常络绎而来。版面的内容和形式，也是
要有设想的。不知不觉也会琢磨，做专栏和专题系列。在综合
性副刊里，需要缤纷相融。要有自由自在写的文章，我常会说
“写什么都可以”，这也是作者最欣喜的；如果发现话题，就适时
邀约专栏或专题系列。版面有美感，可更好地衬托内容。开设
编辑的个人专栏有：舒婷《凹凸镜》、许纪霖《只眼观港》、李辉
《静听回声》、季羡林《人生漫谈》、方成《以画为题》、陈丹燕《西
窗之眺》、范敬宜《敬宜笔记》、沈宏非《准风尚谈》、陈染《僻室笔
记》、钱宁《尼山风光》、徐坤《清气乾坤》、黄爱东西《东张西望》、
张欣《纸博》、李碧华《长短句》、林燕妮《流光曲》、尤今《调色
笔》、蔡琴《歌的魅影》、叶兆言《现实生活》、周国平《守望者语》、
李碧华《长短句》等近百个。

开设编辑的专题系列有：韩少功《乡村纪事》、谢冕《题长
江》、苏童《画家纪事》、陈忠实和京夫《人生第一次》、申赋渔
《中国人的历史》、席慕蓉《草原文化》等等。在开创《都市专
栏》周刊时，我设想专栏的所有名字，都在5个字以上，有点像
一句话，也有别于一般栏名字少的惯例，再要略有“时尚的、
都市的、新生活方式的”理念。和作者商讨后，他们拟出的栏
名都很有表现力，每一个都可作为“句子”，串起来就好像是
一首“新诗”：本埠生活录，把感觉留住，第三条道路，在心中
的边缘，夜航船话语，让思想拐个弯，岭南掐花记，繁华与寂
寞，转角遇见你，生活怎么了，美食需要说法，享受慢生活，海
上长镜头，上海印象，钢笔画世界，诗歌口香糖。这些作家的
美文，也是很值得去读去回味的，有很多智慧的闪烁……

作者简介：贺小钢：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新民

晚报》编辑“夜光杯”，开设名家专栏，编辑并开创“记忆”“都市

专栏”周刊。曾选编两卷《夜光杯文粹》、主编“夜光杯文丛·个

人专辑”等，曾获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等国家及省市级奖项。

几乎有将近一年时间，我都在酝酿着一
个心愿。说是心愿，是因为不知道能否实
现，所以一直存放在心里，有时会突然涌上
心头，暖暖地让我一阵激动。去年夏天，孙
犁先生逝世的第19个年头，这个心愿竟有
些按捺不住了，无时无刻不在搅扰我的心
绪，像是在催化这个心愿能够早一天实现。

从我1975年到天津日报社工作，至退
休后的今天，倏忽47年过去了，其中，我在
“文艺周刊”工作了将近40年，这个资历，
今后的年轻编辑们是不会再有了。可以想
见，这样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履历，对于我
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
给了这张报纸的文艺副刊，而
我又是如此热爱这份工作，所
有的心血全部浇洒在园地里，
像孙犁等前辈园丁那样辛勤
耕耘，蓦然回首，竟已是几十
年过去了。

但是，我没有忘记那段岁
月，它们带给我无尽的回忆，
稿件、版面、作者与读者，每天
沉浸其间，我延续的是一张报
纸的文脉与传承，我必须无愧
于这种神圣的职责，我的前面
站着众多的编辑前辈，他们留
下的脚印就是我成长的引
领。如今，我想把那段光荣的岁月记载下
来，把给予我教诲和恩泽的前辈记载下来，
把“文艺周刊”70载的薪火传接下去……
这就是我的心愿的缘起，以及实现这个心
愿的非凡意义。

在孙犁先生病逝后的转年，也即2003
年1月，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为孙犁建成的
汉白玉半身塑像，便矗立在天津日报社大
厦前广场，铭文寄托了全体报人的共同心
声：“文学大师，杰出报人，卓越编辑。任何
人只要拥有其中一项桂冠就堪称大家。但
孙犁完全超越了这些。这种超越还在于他
人格的力量。八册文集，十种散文。从《荷
花淀》到《曲终集》，孙犁的笔力在于他以平
静的文字和故事，展现的是一个民族，一个
政党，一个作家在残酷战争岁月的良知和
良心；孙犁的心力在于他以冷静的笔墨和
感情，记述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
作家在荒唐动乱年代的感觉和感悟。所有
这些都奠定了孙犁作为文学大师的不朽地
位……”

20年前那个飘雨的送别之日，每一位
吊唁者都嗅到了荷花的清芬。夏雨中，无
限的哀思被打湿、融化，沁入到此后绵绵难
舍的日月之河……孙犁先生离去之后，我
常常与他的书籍为伴，这是逝者留下的重
要财富，打开它们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在纷
扰的尘世中，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知，
有时竟读出了一种心静、释怀、豁然，不愿
与浊流同污，不弃初志地向往纯洁与高洁，
有时还会沉浸到年轻时默诵的诸多名篇的
意蕴之中……似乎孙犁仍旧陪伴着我们，
感觉不到岁月在流逝。

孙犁先生去世后的这20年间，有关孙
犁著述的各种版本，仍在不断地出版发行，
多达200余种，喜欢孙犁的读者会发现，这
些作品常读常新，没有受到时代的局限，文
学的力量依然直抵人心，陶冶和净化人们
的心灵。孙犁没有离去，他仍在自己的作
品中活着，而活在作品里的作家终究是不
朽的。

从2010年至2017年，在我主持《天津
日报》文艺副刊工作的那些年，每到孙犁先
生的忌日，仍然会在版面上刊发怀念文章，
延续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孙犁、
纪念孙犁、传承孙犁，而且不惜版面地推出
专栏、专版，也是为了日后能够保留下来一
批翔实而有分量的作品，为孙犁研究提供
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文献。这其中还有一
个原因，那就是在我有了行政职务之后，也
仍然身兼“文艺周刊”编辑工作，不计分管

的版面有多少、日常工作量有多大，也一直
没有脱离编辑一线，有了好的想法、创意就
尽快落实，版面上策划的有关孙犁的重点
篇章，几乎都是亲力亲为。同时，对于一些
带有偏颇，或有损作家形象，甚至失实的文
章，都被我们无一例外地堵住了，《天津日
报》文艺副刊应有这样的职责与担当。那
些存有较大疑点，或是内容待考、硬伤明显
的稿件，宁可不发，也不能任其谬误传播，
造成不良后果。所有这些，今天想起来，仍
觉得这种认真是值得的，对得起我肩头曾
经的这份责任。

孙犁先生去世2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应该编出一部重头的、具有纪念
意义的大书。早在孙犁百年诞辰期间，我就
萌生了想编一部纪念合集的想法，并已经做
好了前期准备，但因为时间和精力的缘故，
最终未能如愿。这个遗憾埋在心里，慢慢地
便转化成为心愿，那就是等待和寻找适宜的
时机，编纂一部真正高水准的书籍。

2022年是孙犁先生离世20周年，就是
一个极好的契机。这部书或许是一本、一
匣、一套？经过反复构思、设想、完善，终于
有一天，这个孕育已久的优质胚胎，逐渐地
现出了雏形，它们似乎应该是成套装、多人
集，还应该是那种秀气的异形本，淡雅、清
新、韵致、温馨、耐读……

当这个构想逐日接近成熟，需要考虑
哪家出版社能与这个创意相契合？而在此
之前，必须先期约定好几位作家，首要条件
是他们都要与孙犁有过交往、自己有相关
著述，并且认真而严谨地对待文字。其次，
他们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亲密联
系，属于老朋友。这些，都是入选条件，我
在自拟的名单上慎重而审慎地圈出4位作
家，然后与他们逐一做了沟通，我预感他们
一定会真心地考虑，并同意和支持我的倡
议，这里面当然包含有他们对孙犁的景
仰。果真如此，当他们听到我真诚的邀约，
不仅一致表示看好这个选题，而且在现时
出版极为困难的境况下，他们都有着非常
乐观的预期。

我想这套书理应留在天津，便去找了
天津人民出版社。那座熟悉的出版大楼里
有着多家出版社，以前也曾有过很多朋友，
但这次我却选择去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将
同几位作家说过的话，又极其认真地复述
了一遍，我认为说得不错，重点突出，还带
有明显的个人感情。前后不过几十分钟，
出版社完全听进去了我的推介，承诺一定
会慎重地研究这个选题。早在1957年 1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便出版了孙犁的《铁木
前传》，这是这部中篇小说最早的一个版
本。此次他们将再续前缘，牢牢地把握住
这次难得的机缘，当选题顺利批复的那一
刻，足以证明他们的眼光和魄力，这套丛书
毋庸置疑将会成为近20年来，孙犁研究领
域的最新成果，当令文坛所瞩目。

我跟几位作家通报信息时说，这套纪
念孙犁的书籍倘能如愿出版，我的辛苦是
次要的，首功应该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身
上，是他们的视野和胆识、气度与格局，成
就了这套书，他们以精细的市场调研、论
证，高度认可了这个选题的原创性和独创

性，将在孙犁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编出
一套由五位作者联袂出版的怀念文集，为
孙犁先生敬献上一束别致的心香。

这五位作者和他们的著作分别为：冉
淮舟《欣慰的回顾》、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
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耕
堂闻见集》和我的《忆前辈孙犁》。我之所
以向天津人民出版社推荐这几位作者，盖
因他们都与孙犁有过几十年交谊，通过信
件、编过书籍，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读孙犁，
成就显著。还因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文
艺周刊”复刊后的这几十年，历任编辑辛勤
耕耘，被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继承。我书中

写的“文艺周刊”这部分内容，
就是想通过与老作家们的稿件
来往，写出孙犁对这块园地产
生的巨大影响，为孙犁后“文
艺周刊”时期的研究提供最新
史料，也为学者早前提出的
“‘文艺周刊’现象”，提供更多
佐证。可以说，这五本书都试
图以各自独有的洞见，写出与
众不同的孙犁、永远写不尽的
孙犁，其情至真，其心至诚，其
爱至深。

巧合的是，我们这5个人
都曾有过编辑经历。他们几位

更是熟稔编辑业务，对待文字有着超乎寻
常的热爱、执著和认真，在整理作品、遴选
篇目、编排顺序、采用图片等等环节，他们
的严谨、慎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
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套书籍均采用散
文笔法，较之那些高深的理论文章，更适合
读者阅读与品味，因为书中写的是人，是生
活中的孙犁，有着亲切的现场感。此外，在
我们的写作经历中，多数还从没有单独出
版过有关孙犁的书籍，这是第一次。而像
这样的合作形式尚无先例，几本书讲述的
虽是同一个作家，但
又绝不雷同，反倒因
为作者不同的身份和
经历，相互印证，互为
弥补，使书的内容更
显丰满与多彩。

在成书的最后阶段，天津人民出版社
将丛书名定为《我与孙犁》。由此书名统
领，我们这五个人笔下的孙犁，展现出了
一幅全景式的孙犁全貌，这一形式之前还
不曾有人做到。由此，我想到孙犁晚年
“十本小书”中的最后一本《曲终集》，在书
的后记中，孙犁曾引诗曰：“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时在1995年，距今已有27
年，其寓意可谓深矣：往事如云情不尽，荷
香深处曲未终。

特别感激几位作家朋友的倾心襄助，
像这样真诚的文字交往并不多见，联袂出
书这种形式更是难得，同时感谢天津人民
出版社鼎力支持，是他们帮助我——我们
一起实现了这个心愿：在孙犁先生去世20
周年忌辰，我们齐心携手，各自以一本浓情
的小书，共同敬献给孙犁先生，告知后辈的
心语、已经传世的作品、一年比一年情深的
荷花淀水……

作者简介：宋曙光，《天津日报》原文化

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著有诗集《迟献的素馨花》《穿越时

空的情感》，曾获中国新闻奖、孙犁报纸副

刊编辑奖、冰心散文奖及天津市优秀新闻

工作者、天津市有特殊贡献专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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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香深处曲未终
——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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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
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专栏

文艺周刊 《中国副刊》联办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批
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和关注着中国
建设和发展的外国友人，他们不
远万里，踏上了新中国的大地。
他们的背景和行业各不相同，但
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支持着新中
国的革命建设事业，伊斯雷尔·爱
泼斯坦便是其中的一位。爱泼斯坦传
奇的一生，与中国有着难舍难分的缘
分，他同我国已故的国家名誉主席宋
庆龄有着紧密的友谊，和许多同代的
中国青年和新闻工作者保持着亦师亦
友的关系。爱泼斯坦在中国的数十
年，一直奋斗在新闻工作的前线，不断
地为中国人民斗争。

爱泼斯坦曾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
谈到，他认为自己走了一条奇特道路：
那便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蜕
变。有人评价认为爱泼斯坦这句话高
度概括了他的一生。爱泼斯坦1915
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父母为犹太人，原
来居住在波兰。在机缘巧合下，爱泼
斯坦两岁时跟随着父母从波兰来到了
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
少年时期。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爱泼斯坦开始关注中国的新闻事业，
并认识许多当时也参与了中国革命的
友人，如斯诺等人。与友人的相识和
不谋而合的想法，使爱泼斯坦更加坚
定地走向了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道
路。在战争前线，爱泼斯坦以他专业
和独特的新闻视角，真实而深刻地报

道了中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伟绩；在
宋庆龄的领导下，爱泼斯坦加入了保卫
中国同盟，开始从事中国的对外传播事
业；在《新闻通讯》工作期间，爱泼斯坦为
中国革命事业争取了广泛的国际人士支
持；在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和宋庆龄
一同创办了《中国建设》，期望通过一段
段文字和一张张新中国的图片，给世界
展现新中国崭新而富有活力的一面。

爱泼斯坦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大江
南北，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来了解中国、认
识中国和理解中国。他悉心地研究中国
的社会和历史，带着革命的热情参与到
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中，并写下
了数部对中国、对国际都产生深刻影响
的著作。

爱泼斯坦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到，
他从小生活在中国，在很小的时候，已
经耳闻过宋庆龄的名字，当时的爱泼斯
坦知道，她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
山的夫人。1924年，爱泼斯坦10岁的
时候，第一次在报刊上看到了宋庆龄，
那是孙中山和孙夫人到达天津后拍摄
的一张到访照片。不久之后，孙中山离
世，他又在不同的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孙
夫人的报道。

11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

燕园办公楼前的这对华表原
置于安佑宫琉璃坊前。
《燕京大学校刊》载：1925年燕

大建造校舍时，曾商诸圆明园之主
管者，拟将此石柱移归本校保存，并
经地方当事人之认可，遂鸠工起运，
陆续移来三座，第四座却被京师警察厅运
到城里，横卧在天安门前道南。1931年夏
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落成，欲将燕
大多余的一座搬走与天安门的那座配为
一对。由于搬运时过于匆忙，致使如今北
大与北图老馆前华表皆不成对。如果细心
观察的话，会发现南办公楼前两根柱身粗
细不一，且一浑圆一略有棱，下面须弥基
座也一有浪花一无。这就是何晋《燕园文
物、古迹与历史》一书所谓的“历史造成了
差错，但差错也已变成历史”。

另外，华表多南北向，燕大校园因
是东西主轴线，所以改为东西向。

燕园这对华表虽说不成对，其艺术
魅力和文化义涵却并未受损。华表通高
8米，其形制与天安门前的华表相仿，规
格略低。它们以整段石材建筑，通体灰
白色，有净洁、沉着之质感。柱身云龙盘
旋，有叱咤风云之气概。其上部飘云之
造型，让其似生双翼，有高出云表之美
感。顶部“望天犼”昂首向天，
声震寰宇，神圣而崇高。而这
对华表耸立在“孔子＋耶稣”的
燕大行政办公区，又被赋予了
新的意义：祥云和腾龙或许依
然象征着中国传统士人“以天

下为己任”“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抱
负与胸怀，而它那巍然屹立的姿态，不仅是
“巍巍上庠”的标志与象征，而且又颇有西
方教堂尖塔直插云天的那种亲近上帝、拥
抱真理的神圣意味。所以，对于燕园学子，
它就是一个无言的昭示和无形的鞭策。
1948年走进燕园的燕大学子葛翠琳，四十
年后仍心怀敬意、激情难抑，她在《光明赞·
摇篮曲》一文中这样写道：“每当我走进北
大朱红的西校门，熟悉的校园总使我激动
不已。贝公楼（办公楼）前庄严的华表，深
沉地注视着我，仿佛等待着回答：‘记得母
校的期望吗？’”

办公楼前石麒麟原是圆明园安佑宫
前的守护神。其实，这对麒麟原先在圆
明园大宫门前，乾隆六年七月传旨将其
移至安佑宫，大宫门前新制铜麒麟一
对。可见这对石麒麟要早于安佑宫。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麒麟（雄者为麒，
雌者为麟，有时统一简称为麟）俗称“圣兽”，

为万兽之王，与龙一起被认为是吉
祥崇高的化身，所以常有“神龙”
“圣麒麟”之称谓。根据《礼记》记
载，龙、凤、麒麟、龙龟合称为四
灵。一般认为，双角和独角者均称
为麒麟，无角者称为辟邪。

76 差错也已成历史 94 体罚中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训育教官一看课堂上出现这样
的乱象，更急了。他走过来举起教
鞭，刚要往张月霞身上打，不知谁喊
了一声：“不许欺侮女人！”紧接着，全
班人一起大喊。声音如天雷炸裂，震
得训育室内嗡嗡作响，震得训育教官
耳根子发疼。训育教官把教鞭放了下来，
走回讲台，用教鞭往黑板上重重地敲，边
敲边喊：“不许再闹，都给我静下来！”大家
静了下来。训育教官走出训育室。不一
会儿的工夫，训育主任便领来了一队荷枪
实弹的警察。这些警察一走进训育室，便
占据了前后左右的过道，只留下前门一个
敞口，训育主任让人们一个一个地往门外
走，待大家都在训育室外的广场上站好
时，训育主任才挥着胳膊，气恼地大声喊：
“杜晓霞！你给我站出来！”

张月霞从队列中走了出来。一个警
察把她拉到广场上的旗杆近前，拿出手
铐，把她两臂朝后铐在了旗杆上。训育主
任又把刚才受训育老师罚站的乡下男人
和那个老人，也一起喊出来，给他们都上
了绑绳，绳索的一头也系在了旗杆上。然
后指着张月霞他们三个人，对全体人员
说：“这就是上训育课捣乱的下场！从现
在开始，他们三个人要被铐绑到晚上10
点，中午、晚上都不给饭吃。你们也都给
我乖乖地站在太阳底下晒5个小时，中午
免餐。”说完，扭身就走。训育教官在被
铐、被绑的三个人面前晃了晃，带着得意
的笑容，又扫视了丙班全体人员一眼，洋
洋得意地也走了。几个警察留下来，看着

这些受罚的人。骄阳在空，如烤炉倒扣，把
炙热一股脑儿地往下泼洒。地面如火，像笼
屉熏蒸，热浪一波波地上升。上烤下蒸，一
时间，人们便汗流如雨。

就在大家痛苦难挨的时候，训育主
任来了。他手中举着一杯水，奸笑着说：
“告诉我，你们班里谁是共产党，我便结
束对你们的惩罚，让你们喝水。”人们低
着头，不看训育主任，也不看他手中的水
杯，更不说话。训育主任觉得没趣，骂了
句脏话，悻悻地走了。

训育主任无情，警察们无情，天上的
太阳不知道受害人的苦情；训育主任歹
毒，警察们歹毒，地面上的热浪难懂人们
的痛苦。“扑通”一声，被捆绑着的那个老
人，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又是“扑通”一
声，站在人群中的一个怀孕的妇女，也栽
倒在了地上。炙热下的中暑，是可以要
人命的。张月霞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院
长，我们这里出人命了！”随着张月霞的
喊声，受罚的人们全都喊了起来。院长
在办公室内坐不住了，领着训育主任来
到受罚的丙班全体人员面前，假装和蔼
且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遵守院规，上
训育课无理取闹，搅得训育教官无法上
课，这是理应受到惩罚的！”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不远万里
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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