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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凌晨，陈蕴茜老师在江
苏人民医院因病去世。

满脑子浮现出陈老师的绰约风姿
与温婉笑容。 印象中她是 70 后，一看
资料是 1965 年的。历史学领域的女性
学者少，年轻的更少，年轻而德才兼备
众望所归的凤毛麟角， 陈老师无疑就
是这样的人，奈何天不假年！

1997 年， 我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
研究生，那时的南大历史系真是阵容鼎
盛， 世界史以英国史的钱程旦教授领
军， 国际关系史由时殷弘教授主导，古
代史以蒙元史的陈得芝教授为尊。 陈蕴
茜老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还没
带研究生，在一众大佬面前，是标准的
小儿女情态；在学生面前，她也不像老
师，而像同龄人，甚至比我们更年轻。

我是以本科同等学力考上的，要
补两门本科课程。 我选了陈老师的近
代史与高老师的现代史。 那时我们习

惯了白发苍苍或气度端严的男学者，
突然来了一位身着旗袍雍容曼妙满脸
笑容的年轻女性，不禁眼前一亮。陈老
师介绍自己的名字时说， 茜是红心的
香草，父亲给自己取名的时候，是希望
自己品德高尚。

有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 满清留
下来的最好文化就是旗袍。 他要是做
校长，会建议女教师都穿旗袍。台下的
我们心知肚明，他说的是陈蕴茜老师。

有一次，有同学说陈老师在《近代
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杂志发
表文章的门槛很高， 对年轻人尤其如
此。 我们问她，她说就是“练练笔”而
已。我们回到宿舍说起这事，有同学说
“想死的心都有”，人不能和人比啊。

后来才知道， 陈老师就是这样的
气质，哪怕是前几年罹患重症，她都不
愿意调课和少带学生， 哪怕是和她的
父亲隔天动手术，她都是云淡风轻。这

的确是南京范儿，民国范儿。
陈老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

究， 是国内较早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
的学者之一。 她的学术论文是极其规
范的， 而规范就意味着要比别人多付
出几倍的劳动，她经常“泡”档案馆。几
年前，我听说陈老师出版了一本《崇拜
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
播》专著，60 多万字，被视为国内政治
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陈老师年龄不算小， 但在历史学
界仍然十分年轻。 她有一项殊荣———
国内历史学界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学者
之一， 她在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数十
篇论文， 涉及近代公共空间、 城市婚
姻、历史记忆等领域，得到专业人士的
一致好评和广泛征引。

无论是优秀的代表作，还是一以贯
之的研究水准，或者行事立身风格，作
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她，都是完美的。

第一次意识到“老师亦凡人”时，我
才上初中。

学校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地理老
师，他年轻，朝气蓬勃；他俊美，笑起来
的时候像拨云见日；他热心地理，自费订
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这简直是惊人的行为；他全心扑
在教学上，每一节课都像脱口秀，他又唱
又跳又演示又讲解， 誓要把地理知识全
刻在我们脑子里。

这简直是《放牛班的春天》《蒙娜丽
莎的微笑》《死神诗社》 里才应该有的热
血老师，带动着一群半死不活的学生，走
向新世界。

但很可惜，老师遇到的，是高考。 我们
全都知道地理是副科，成绩稍好的同学都
会去理科，永远不再碰地理的边，即使学
文科的同学，也不过觉得这是“背背背”的
东西。 有人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有人小小年纪已经在背托福单词，
有人在组时髦的文学社……反正，就是没
人理会他。 他是火焰，我们全是不锈钢，冷
冰冰的，没有冒出任何一支火苗。

有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是地理，还差十
几分钟，后排男生躁动起来，开始敲饭盆，
那意思是：赶紧放我们去吃饭吧！

年轻的地理老师一皱眉， 假装威严
地说：“想提前下课去食堂的同学就去
吧。 ”

他以为这句话能震住男生， 不料他
话音未了，呼啦啦，居然真的站起来好些
同学拿着饭盆出去了———他们都学习优
异，班主任不会批评他们的。

地理老师完全被惊呆了， 半天说不
出话。

我个子小，总坐第一排，此刻就在他
眼皮底下，与他几乎脸对脸。 我一抬头，
恰好看见他扭过脸去，满眼泪。

———老师也会哭？
当时十三四岁的我，惊呆了。
到现在，再来看当年的地理老师：他

就是个孩子。 初出茅庐， 怀揣着改造社
会的理想，他从来没想过会被社会改造。
他以为将心比心， 只要他真诚地对待这
门学科，对待学生，一定会收获同样的真
心———哪儿有这么容易。

那一刻的不知所措， 是他被生活的
第一次毒打吗?
� � � � 现在，地理老师只怕快退休了。我不

记得他的名字，也无从
知晓他是否已经变成
了一个老油条， 抑或，
他还保存了曾经的稚
气与热情。

我的年纪已经渐
渐超过平均寿命的中
位数，当年那些被我幻
想过、好奇过、畏惧过
的职位，都剥去了云山
雾罩的幻影，露出了普
通人的本来面目。我听
过他们的心事，原谅过
他们的软弱，与他们合
作过……不过如此。

凡人皆不可被神
化。

而“老师”，往往是
一生中第一个被神化
的职业。

想想看，从做小宝
宝开始，就有这样一个
人，告诉我们的都是对的，都是必须要完
成的。谁能不怕老师？哪怕老师从来没打
过没骂过， 没有像妈妈那样劈头盖脸，
但———他 / 她是老师呀！光这一条，就足
以让人言听计从。

有那么多好词好句是赞美老师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烛成灰泪始干”，
有多少人，一看到蜡烛就想到老师。无私
奉献，谆谆教导，严师出高徒，良药苦口
……都是形容老师的。

有没有人想过，这种赞美的背后，其
实是剥夺了老师作为人的一面， 只呈现
了他作为“师”的一面。 认为老师的价值
体现在对学生的理解与爱， 必须要对学
生有情感关怀。这样的职业要求下，人们
假设着老师在教书之外， 应当付出不求
报酬的情感劳动，其中包括，在行为上，
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在思想上，引导学
生向主流价值观靠拢；在性格上，坚定平
和……

但其实，老师也就是人呀。
有些老师爱打游戏；有些老师会在世

纪佳缘上征婚；有些老师脾气不好，多半
按捺，偶尔失控；有些老师能教育好几千
几万的学生，就是教不了家里那一个……

老师会因为学生的成长而欣喜，但
这欣喜里可能有私心杂念； 老师会为了

学生的落后而叹气，但叹气久了便麻木。
教书只是一份职业， 如果你的父母没有
在他的职业上付出一切， 也不必这样要
求老师。

想通这一点， 也许师生的相处会平
和一些。

有些学生怨恨老师： 为什么他偏心
成绩好的学生？

实话实说，是人就有偏心。老师的错
不在于偏心， 而在于流露出来———但老
师不是职业演员， 演技不到位是很正常
的。 只要他在偏心的基础上还基本做到
了公平，就无可指责。

有些学生“爱”上了老师，百度“师生
吧”里，有无数吐露的心声。

这其实也是一种神化，作为中学生，
你的老师可能是你见过最知识广博的
人。但你是有可能上大学的，有可能去那
些有院士的大学，还可能负笈海外，到时
候再来看？

师生一场，是难得的缘分，无论三年
五载还是一个学期， 都是一生几乎不可
重来的相聚，是值得以敬重之心，好好对
待的。

作为学生， 对老师最好的敬重就
是———

学清楚那门他 / 她教的课。

吾有好友，其子多动，上课总是不
专心，要不耍小动作，要不打大呼噜，吾
友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孩子学习精神
那么差，如何是了？ 小愁可小有，大忧大
不必。 聪明过剩者，课本上那些浅浅的
知识，他三五分钟了然于心，余下时间
叫他如何过得？ 玩嘛，睡啊。

比如刘献庭，这家伙便是智力过剩
聪明过人的，“初，吴有高僧说法”，所谓
高僧说法，换我们现在称呼，便是开办
讲座与高研班之类，证据是，去听课要
交钱的，“士人醵金从之讲《法华》”，刘
献庭也去了，听了不到七八分钟，这家
伙“伏几而齁”，呼噜打得震天价响。 高
僧讲，他打鼾，高僧讲完，他鼾打完。

没兴趣是吧，那就不来嘛。 这家伙
翌日又来，交了学费的啊。 只是，今天重
复的是昨天的故事， 刘学生交钱听课，
依然是睡睡睡。 高僧好是惊诧，“客何为
者？ ”那位同学，那位打鼾的同学，贫僧
问你，你来干吗，你说说看。 刘处士一二
三四，ABCD，噼噼啪啪一路说法，比老
师说得好多了，深多了，高度高多了。 高
僧突然跪了下去(拜伏地 )，来来来，您当
我老师，“公神人也”。

生子若如刘献庭，你叫他读书如何
坐得住。 刘献庭是天圆地不方，天圆地
也圆的。 他本北京人，二十来岁迁居江
苏吴县，清初政权不稳，南方正三藩之
乱，他趁机躲入太湖洞庭山，这时节怕
是扎扎实实读了书的， 白素贞出来之
前，也曾修炼千年，刘献庭躲进深山成
一统，也是读书修炼的意思。

三藩乱平，天下一统，这家伙坐不
住了，游山玩水，走村入户，东去庙，西
访古。 刘献庭在家吗，不在，去哪了，可
能在泰山；刘献庭在家吗，不在，昨天不
是听说回家了哒，嗯，昨天子夜时分回
家了，今天三更又出去了。 去南岳衡山

了吧，好像是的。 问者赶去衡山，衡山和
尚说：他刚离去，天大地大，不知他往何
处去。

刘献庭后来参加工作，在徐健庵幕
府当差，徐健庵者，是清初思想家顾炎
武的外甥。 顾舅抵死不入清廷，却不妨
其外甥当大清要员。 刘献庭是其秘书组
组员，秘书活计是特别辛苦的，是左膀
右臂，阁下什么时候见要员们一下子有
手，一下子没手呢？手不离身的嘛。刘献
庭却是常常不见踪影。 哪里去了？ 不晓
得，“而刘好游，日必出，或兼旬不返。 ”

别以为刘献庭是耍公子，刘献庭是
访问学者呢，访山访水，访农访丐。 刘公
学问博洽，涉猎广泛，他研究历史学，他
研究地理学， 他研究一门蛮偏的学问，
叫音韵学，他留下了《新韵谱》，为后世
语言学家惊艳。 历史学，或可以关起门
来做高头讲章， 地理学又如何坐而论
道？ 尤其是方言音韵，必须去全国各地
采风，去与农民对话。 刘献庭到处走，不
是游山玩水，而是访山问水。

刘公当差徐幕，有同事叫万斯同，万
老了不得，一是气节了不得，他抵死都不
入清廷，后来入清廷，不是去做官，而是
去修明史，去了清廷，也坚决拒绝官阶，
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入京修
明史，工资都不要；二是学问了不得，于
史馆十九年，以所学之长，撰成明史列传
300 卷、明史表 13 卷、宰辅会考 8 卷、河
渠志 12 卷，最终手定《明史稿》500 卷，
他自己的著述也是非常宏富的。

刘公与万公，同时当差徐幕，然则
两人个性大不同，一个是静如松，一个
是动如兔。 万公坐在家里读书，屁股坚
如磐石，半天可以纹丝不动，“万终夕危
坐读书，或瞑目静坐”，刘公呢？ 终日行
走在路，屁股不落座。 一个是读万卷书，
一个是行万里路。 万卷书难兼万里路，

行路难读书，读书难行路。
刘万两人，关系要好，互为知心。 刘

公当访问学者归来，必去万公家，小酒
不醉人，佳茗可醉人，两人一杯杯喝茶，
畅谈甚欢。

文人恶境是文人相轻， 互相瞧不
起，互相诋毁，已成文人世界歹道，且不
提；文人佳境是文人相亲，称兄道弟，你
姐我妹，你给我点赞，我给你打赏，你给
我发文章，我给你做评论，原来以为这
是文人好关系，读了刘万故事，才知佳
者未必佳，互相抬举固然好，互相吹捧
好在哪呢？ 或许，文人间最好关系是文
人相补吧，以读书之所长去补行路之所
短， 以行路之所长去补读书之所短；以
知识之所长去补见识之所短，以见识之
所长去补知识之所短。 文人与文人，是
互有所长，各有所短的，文人间各不保
留，各自奉献，这个境界高啊。

刘公与万公合作了相当一段时间，
后来徐健庵去官，幕府解散，刘公回江
苏，万公留下来著《明史》。 刘公对万公
说：哥们儿，一起回去，你出读书，我出
行路，咱们合作，著大著，“不如与我归，
共成所欲著之书”。 此想，真是奇妙啊，
实践与书本天衣无缝，无缝对接，那将
是一本什么样的大著作呢？ 有人抬杠
曰，两人著书名如何署，谁先谁后？ 利如
何分，五五，还是六四？ 您啊，不是小人
度君子之腹，是今人度古人之腹。

万公听了这个建议， 拊掌叫好，击
掌称妙，连声答应，要得要得。 然则，设
想归设想，理想归理想，设想与理想，到
头来成了梦想。 万公不是恋栈，他是《明
史》未成誓不归，为故国作史，其中有相
思。 待到《明史》成，他要去践同著奇书
之然诺， 刘公已然道归西山，“其书星
散”。 不久呢，万公归而不归，最后魂归
京都，“及万卒于京，书亦无存矣”。

□王鼎钧[美国 ]

殊途同归 □刘诚龙

女学者 □刘根勤

老师亦凡人 □叶倾城

临流观变诗人角
父亲有一把宝贝烟斗。 这是外公

送给他的结婚礼物， 一把流传了几代
人的老玉烟斗。

记忆中，父亲清晨起床后，第一件
事就是拿张小板凳， 走到我家门前的
那棵老梨树下， 坐在那儿用他的宝贝
烟斗抽一会儿烟， 然后去地里干活或
去大山里放他的老黄牛……

父亲抽烟，抽得很厉害，不但早上
起床抽，就是上床睡觉前，也要抽一会
儿，有时甚至半夜醒来，也会披着衣半
躺着，点上烟，抽一会儿，再睡。

父亲的老玉烟斗和他的烟袋是随
身带着的。去地里干活，去那条长长的
窄窄的沿河小街赶集，或去走亲戚，他
都会带着。

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
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 他从

大山里干活回来，回到家想抽一口烟，
结果烟袋不知在哪里丢了， 没了烟袋
的父亲坐立不安。那时，正是吃中午饭
的时候， 父亲顾不上吃饭就返回山里
去找烟袋。 他饿着肚子在大山里来来
回回找，找了差不多一个下午，终于在
一棵大梓树底下找到他的烟袋。 找到
烟袋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 也忘了还
没吃中饭，就立即从烟袋掏出烟，放进
烟斗，点燃，猛抽起来。

因为抽烟， 父亲的牙齿和夹烟的
手指，都被熏黄了。

大山深处的老家， 村子的男人也

大多抽烟。小时候，在地里干活回来的
男人们常常会聚在我家门前的那棵老
梨树下抽烟。有用烟斗的，也有用纸卷
着抽的……

从烟袋里抓出一小撮烟丝， 塞进
烟锅，把烟点燃。 那时，村里人是不用
打火机的，点火器是火镰加打火石，当
然也有用火柴的。用打火石的，会用火
镰侧面使劲擦打火石， 用擦出的火星
把烟点燃；用火柴的，会打开火柴盒，
抽出一根，往边上擦，“扑哧”一声燃出
火花，然后把烟点燃。

当然， 也有烟叶抽完了或忘带点火
器具的，这时边上的人就会慷慨“救援”。

烟点燃后， 乡亲们就开始吧嗒吧
嗒地抽起来，一边抽，一边聊家常、说
八卦……

在村子里， 谁要是有一把好烟斗，
那是会让人羡慕的。 父亲的这把老玉烟
斗自然也让村里人很羡慕。 吸过父亲烟
斗的乡亲们都说，同样的烟叶，在父亲
的烟斗里，吸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村子里很多人想拿自家的宝贝来
换父亲的老玉烟斗， 也有出高价来买
的，但都没有打动父亲。父亲像对待家
珍似的珍爱着他的老玉烟斗。他常说：
“我这把老玉烟斗是传了几代人的，就
是拿个金元宝来，我也不会换。 ”

父亲抽着烟， 操心着他永远操心
不完的事。他要操心我们兄妹的学业，
要操心地里的农活， 还要操心我们家

的生计……
那是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下午，

为了给我们兄妹筹学费， 父亲在犹豫
了很久之后， 很不舍地把他的宝贝烟
斗给卖了。

父亲卖烟斗的那天我很伤感，一
个人偷偷地躲进屋后的山里， 默默地
坐在一棵老松树下， 泪珠不断地往下
掉，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将来一定要
把父亲的老玉烟斗赎回来。

参加工作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
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这把几易主人的
老玉烟斗，当我向买主说明情况后，买
主被我感动了。在父亲生日的时候，我
把赎回的这把老玉烟斗作为礼物送给
了父亲。 看到曾经的烟斗再次回到自
己手中，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

前年， 年过古稀的父亲在地里干
活时，不小心受了伤，住了一次医院。
这也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平
时，他连去乡卫生院看病都很少。负责
给父亲治疗的医生看了父亲的胸透图
后，对父亲说：“烟不能再抽了，再抽的
话，恐怕身体难以康复。 ”在医生的建
议下， 父亲竟然把抽了几十年的烟给
戒了。

尽管父亲现在不抽烟了， 但那把
被他视为家珍的老玉烟斗却一直宝贝
似的放在他的床头， 有时家里来了客
人，父亲还会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也
常会讲讲这把烟斗的故事。

盛世龙腾（国画） □陈浩雄

父亲的老玉烟斗 □王继怀

我在台北居住的时候 ， 每年暑假
都有文艺夏令营。 有一年夏令营借新
竹清华大学校园举行 ， 诗人痖弦主
持 ，凤兮和我担任驻营讲座 。 痖弦把
大礼堂的四面墙壁布置成广告牌 ，供
文艺营的同学张贴新作 ， 墙角贴诗 ，
称为 “诗角 ”，墙面贴散文 ，称为 “散文
墙”。

我曾以 “诗角” 为题对同学们讲
话。为什么叫诗“角”？这个角是诗人的
视角，诗人对人生自然有独特的发现，
借用李健吾剧本里的台词 ：“诗人 ，他
看见的 ，我们都看不见 ，我们看见的 ，
他都看不见。 ”还有，诗人有独特的表
现方式，我的老师说过，“诗有诗法，不
恒等于文法”。 诗园地就像两面墙的夹
角一样，很纯粹，很集中，很小众。 所以
说诗如点 ，散文如线 ，小说如网 ；所以
说诗如舞 ，散文如行 ，小说如奔 ；所以
说诗如酒，散文如茶，小说如粥。

有人抱怨新诗难懂， 诗本来就难

懂，古典诗难道好懂？ 你读余光中，不
能从星空看见希腊 ，你读杜甫 ，难道
能从月亮看见长安 ？ 你读严力 ，奇怪
他 “喝着一杯一杯的诗 ，写下一首一
首的酒 ，一边朗诵着酒 ，一边斟满杯
子里的诗 ”，你读善慧大师 ，难道不奇
怪他 “空手把锄头 ，步行骑水牛 ，人在
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你真懂断无消
息石榴红 ？ 你真懂万古云霄一羽毛 ？
如此这般 ，你我搞不清楚什么是 “愤
怒的葡萄”，也就无怪其然了。

我们不会忘记 ， 当年文学革命 ，
举出来的偶像是白居易 ，老妪能解其
诗， 主要论述古今中外一切好诗都用
白话写成，先驱者追求的原是“好懂”。
后来诗人自己挺身作证， 诗是语言中
的金玉，诗是文学体裁中的贵族，诗的
读者是文学人口中的选民， 诗声有别
于市声。 诗路的这一迂回甩掉了许多
人，我们不能等待诗退回来，只有自己
赶上去。

时至今日 ， 我们恐怕不能再说
“所有的好诗到唐朝已经作完”。 唐人
知道箫声吹出怀乡病 ，不知道号兵吹
出来的是血丝 ， 唢呐吹出来的是火
焰 。 唐人知道玉露凋伤枫树林 ，不知
道叶子慢慢片片剥落 ， 像凌迟 。 （张
错 ）你了解凌迟 ，才了解这一句独步 ，
枯枝如骷髅 ，庭园如刑场 ，两个字天
下人刮骨椎心。 走路要轻，地球会痛，
（王建勋 ）地球没有神经 ，你有 。 地球
大 ，也是牵发动体 。 修一条铁路要开
多少隧道 ，修一座大楼要挖多深的地
下室，我们都住在地球的伤口里……

诗的疆域， 新诗人犹在开拓 。 两
条线形成的夹角 ，线延长 ，角的面积
扩大。 我们对他们有期待，不能规范，
他们的缺点 ，只有他们能改正 ，他们
的成果、希望，我们都能享有。

一部文学史不是退化史 ， 也不是
进化史 ，而是流变史 ，善读诗者临流
观变羡鱼。

云淡风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