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我眼中的金岳霖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

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

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

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

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

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

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

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

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

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

“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

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

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

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

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

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

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

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

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

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

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

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

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

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

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

蒋介石的干儿子龙 绳 武 家 里 开 校 友 会 ，

———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

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

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

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

子的一口钟。

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

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

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

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

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

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

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

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

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

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

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

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

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

旗袍外面套一件红 毛 衣 成 了 一 种 风 气 。

———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

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

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

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

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

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

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

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

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

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

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

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

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

“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

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

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

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

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

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

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

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

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

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

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

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

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

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

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

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

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

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

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

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

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

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

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

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

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

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

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

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

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

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

得了。

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

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

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 《江湖奇侠传》。

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

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

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

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

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

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

生给他出的。

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

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

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

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

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

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

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

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 （联大教授里不少

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

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

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

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

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

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

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

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

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

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

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

赏。

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

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

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 《窗子以外》《九十

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

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

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

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

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

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

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

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

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

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

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

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

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

本大学丛书里的 《逻辑》，我所知道的，还

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

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

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

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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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贤明，山东聊城人，自幼聪明好学，酷爱艺术。现为聊

城市美术家协会会员，聊城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

曾祺先生，又见到您了！

读大学时，有位老师教导说：不要研究

别人，要让别人研究你。意思是说，不要弄

评论，而要搞创作。对此我心悦诚服。但毕

业须有一篇论文，最初我想写托尔斯泰，却

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知难而退，转而决

定写《汪曾祺论》。

因为我极爱汪曾祺的小说。1980年年

底，在《北京文艺》读到一篇名为《受戒》的

小说，作者是从未听说过的“汪曾祺”（只是

从小说末尾的“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猜

想是一位上年纪的人）。这篇小说令我非常

激动，我逢人便说：“读了《受戒》没有？一

篇杰作!”我还断言：一百年后出这个时代

的短篇小说选，肯定不会漏掉这篇……除

了喜欢，还有取巧的想法：他的作品不多，

有关他的评论也不过七八篇，做论文时，看

资料这条就省心多了。资料少，也是困难，

只好冒昧给汪曾祺写信，冒昧请 《北京文

艺》转交。

作为一名四年级大学生，我在信中说

了一些大话：

“您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认为中国

评论界对您注意很不够。”

“您的作品……将是一个文学流派的

开山。也就是说，您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

性必将在当代文学中占有可靠的地位并产

生巨大影响。”“您这一派和其他派最大的

区别在于：跳出政治概念化的圈子，彻底返

回生活，从生活这一角度又重新反映了政

治和时代。”

“您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人性

的。”

“我认为，现有的评论您的作品的文章

大都用静止的眼光就作品论作品的方式来

评论，故不能令人满意。我想用辩证的、发

展的眼光，把您同过去和当代作品做以比

较，指出其地位和前景———顺便说一句，中

国的评论界多年来存在这一缺陷，故该肯

定的不敢肯定，该否定的未能否定，眼光显

得短浅。”

不久，居然得到了汪曾祺的亲笔回信：

“你对我的作品推崇过甚，愧不敢当。

不过你所用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评价

一个作者，我是赞成的。只有从现代文学史

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

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

星称，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一般评论家不

是不知道这种方法，但是他们缺乏胆识。他

们不敢对活人进行论断，甚至对死人也不

敢直言。只有等某个领导人说了一句什么

话，他们才找到保险系数最大的口径，在此

口径中‘做文章’。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

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

气的啤酒……”

“你的论文，我提不出建议，只是希望

写得客观一些，准确一些，而且要留有余地

（如拟发表，尤其不能说得过头）。”

“预祝你写出一篇出色的，漂亮的，有

才华的论文！”

“你也姓汪，这很好。我大概还有一点

宗族观念。不过，你的论文如发表，会让人

以为同姓人捧场，则殊为不利也！一笑。”

信中还说，他有一本小说集快出来了，

到时寄给我，以便我写论文时参考。

信写在“北京文艺稿纸”上，钢笔字，字

体老辣流畅，一丝不苟而又风流倜傥；内容

热情诚恳，又有些矜持。

我的论文用了四个月时间方做完。寄

去，他无异议；交上，老师满意。学校将其编

入 《优秀毕业论文选》，《当代作家评论》杂

志留下准备发表。他的赠书是在我们即将

毕业离校之际才收到的，这就是北京出版

社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前衬页上

有汪先生的毛笔字：“赠汪家明同志，曾祺，

八二年七月”。

从此这本书成为我的枕边书，偶尔翻

检，总有所得。我渐认识到，在这寥寥数篇

小文后面，是他一生的曲折阅历，其情重千

金。以他的诗人气质和敏锐洞察力，是能把

秋天的每一片树叶写成长诗的，而他只写

了千百分之一。我感到我的论文有许多地

方需要深化，但我无心去做此事———说到

底，我的论文算什么？作品本身将流传下

去，不同年代的不同人将有不同的评论，而

每一个时代的评论都有它的道理……

不久，我调到一家杂志社工作，适逢其

会，竟有机会与汪曾祺见面了。

那是 198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来到

一处不知能否称之为北京郊区的地方 （蒲

黄榆），那儿有几幢高楼，他住在其中一幢

的十二层。和我一同走出电梯的是位抱孩

子的年轻女子，我向她打听，她答：跟我来。

门开了，年轻女子说：“爸，有人找您。”于

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握住我的手，不问一词，

将我拉入门厅，走向一室。那手是温热有力

的。我笑着说：

“汪老师，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山东

来的，汪家明。”

“哦，你好，你好！”他不曾丝毫犹豫，回

身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同时说，“当代作家

评论前几天刚来人，谈到你的论文……”

房间很小，一床、一桌、一椅、一橱，再

加两只沙发，已经满了。书桌和床上有几张

墨迹未干的写意花鸟，都是寥寥数笔，全无

背景———他正在作画。我看他。奇怪的是，

现在怎么也记不确他当时的衣着如何，连

谈话内容也大多忘却了。只记得他比照片

上要显老些，但更柔和，更慈祥，是地道的

南方好老头儿。他的小孙女一会儿跑来扑

他膝上喊爷爷，他抱起孩子跟她说话。一句

话还没说完，女孩儿又挣着下地跑开了。我

只是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快乐而又惶惑：我

原只想见见他，并未打算与他长谈。这无目

的地占用他的时间，使我不安。

终于，年轻女子喊他吃饭了，于是我告

辞。他送我，刚走几步，小孙女带了哭腔跌

跌撞撞跑过来：爷爷爷爷……他躬身抱起

她，说，爷爷不走，爷爷不走……目送我上

电梯。

外面天已微黑，晚秋的风十分浓稠，晒

了一天的路边落叶散出一股略苦的香味。

不知为什么，这傍晚，这风，这味道，以及汪

曾祺抱着小孙女的形象，都交汇着，形成难

忘的记忆。我的心特别地柔和，特别宁静。

能记得的谈话是这些：当我问及他的

创作时，他说，打算写一个有关汉武帝的小

说，每天读《汉书》。正在写司马迁，很困

难。难就难在难以深入到那时人的精神里

去，两千年前的人怎样对话，怎样动作，怎

样想问题，都要写得恰到好处。不一定那时

就是这样，但要让人觉得就是这样。

我问：您曾对有人评论您的小说人物

的民族性格感到满意？

他答：不是满意，是对从这个角度评论

感兴趣。

临走时我问他，有什么长远打算？他

说：没什么打算。但总还要写一点。我的作

品不会成什么大气候。现在强调文学与时

代同步，我同步不了。而且，总的来说，我写

得很少……

出门后我想，是的，汪曾祺的作品很

少，但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篇篇珠玉，

绝无鱼目。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凭那一

本薄薄小书（当时只有那本《汪曾祺短篇小

说选》出版），在文学界赢得普遍的尊敬。况

且，少，也有时代原因……他的大器，只能

晚成。

此后与汪曾祺就算认识了，但交往不

多 。 最 后 一 次 见 他 是 1993年 5月 17

日———之所以记这么清楚，是山东画报出

版社终于获准成立，我进京接受培训，顺便

去看他，向他约稿。那天天气有些阴沉，屋

里昏暗。见我来，两位西藏的年轻访者（一

男一女）起身道别离去。我们坐在小桌前喝

茶说话，我注意到墙上挂的高尔基像镜框

上有些灰尘，似乎许久没擦拭了。他告诉

我，有关汉武帝的长篇早已停笔———断断

续续，前后构思写作好几年，有次居民楼停

电，点蜡烛，不慎碰倒，烧了部分草稿，终于

决定放弃。我感到他有些疲惫，很快告辞，

路上想，找他的人太多了，而他是个好老头

儿，不会拒绝……

转眼很多年过去，汪曾祺离世也已二

十多年。我忙碌公事家事，不遑它问。近日

得到一套人民文学新版 《汪曾祺全集》，打

开之时，还真有些激动———曾祺先生，又见

到您了！布面精装，皇皇十二卷，四百万字；

每卷附有很多作者照片；第一卷前衬页有

一枚藏书票，票面是曾祺先生的书法：万古

虚空，一朝风月。很自然地，我想起老头儿

当年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显然“缺乏远见”；

而大学生的大话倒有点“先见之明”。不过

已无法与他喝茶笑谈这桩“公案”了。

2019年 3月 3日

（作者：汪家明 来源：文汇笔会）

汪曾祺介绍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

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

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

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

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

《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

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

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 《汪曾祺全集》

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

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其散文 《端午的鸭蛋》 被选入中学语文课

本。

清·王国维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

赏析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

春与天俱莫。(俱莫 一作：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

辞镜花辞树。

译文

行遍天涯，看尽人情。想不到重回故地时，故人已如花飘零。忆当

时与她花下别离，相对无言，只有离愁别绪噎胸间，现在只剩绿窗青天

如故，却已非当时风景了。

想在这萤萤孤灯下细诉相思，新人如玉好，旧人无奈向谁边？早知

道这世间美丽的东西都不长久，都难长留，明镜空在，何处得照玉颜，

恰似花儿飘落，只余空枝残干，显我孤清。

创作背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天，长期奔走在外的词人回到家乡海宁。

夫人莫氏原本就体弱多病，久别重逢，只见她面色更显憔悴，不禁万分

感伤。这首词，或许就是此时而作。“阅尽天涯离别苦”，开篇即直陈久

别给人带来的苦楚。离别诚然是痛苦的，在静安眼里，连相逢也是苦楚

的：时间无情，荡去了容颜，一分重逢之欢难抵十分久别之苦。莎士比

亚《十四行诗》说“一切少男少女皆将如扫烟筒者同归于灰烬”，这正是

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之深意。

赏析

上片“阅尽”三句写天涯离别之苦，不抵时光流逝之悲。加倍写来，

意尤深厚。“花底”二句中“无一语”，益觉悲凉。春暮，日暮，象征着情

人们年华迟暮。作者以花喻人。“零落花如许”的“花”字，当即暗喻妻

子。“零落”的是她的青春，她的美丽。这些年来，词人忍受了多少离别

的煎熬，如今兴冲冲归来，不意却是如此境况，愧、悔、爱、怜齐集心头，

真是离别苦，相见更苦。最妙的是“花底相看无一语”之句。这里的

“花”无疑指庭院中的花树，花底看“花”，花面交映，真是浑然一体。大

自然的“花”与人间的“花”一样，在这暮春时节，都开始走向“零落”。

这其实是在暗喻零落的是他们的青春。

下片“待把”三句更着力写迟暮的悲感。当日的别离，辜负了大好

芳春，这千丝万缕的怨恨是无法消除的。“最是”二句中“辞镜”二字

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在词的下片作者把时间推向

了夜晚，把地点推向了闺房，“花底”变成“灯下”。夫妻款款细语，互相

诉说着多年来的别情。这短暂的良宵，短暂的欢会，能抵消那么多的相

思之苦吗？纵使无穷的“旧恨”从此都烟消云散，都能够化作“新欢”，

但令人十分无可奈何的是，青春已经逝去，朱颜已经暗淡，正如窗外的

一树花影，也正在悄悄地凋零。“最是人间留不住”一句，写得十分惨

痛。莫氏于两年后病逝，果真没有“留住”，这一句竟成为不幸而言中的

恶谶。

这首词一改前人写重逢之喜，而抒重逢之苦，富有浓厚的悲剧色

彩。通篇写花即写人，上下片都有透过一层的转笔。但上片明用“不道”

字面，下片却是暗转，匠心独运，甚是高妙。

旭日光辉照大地，心存善念行万里。
礼孝谦让乃为佛，一身五德颂大鸡。

《大吉大利》 山东聊城 黄贤明 画并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