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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的幽默
沈治鹏

柯仲平创作《模范城壕村》
刘志洲

顾颉刚另类纳贤
段慧群

汤用彤破格擢升季羡林
崔鹤同

1946年夏，在德国留学10年的季
羡林回到了北平。一天，他去北京大学
文学院拜见院长汤用彤先生。

这是季羡林第一次见汤用彤。汤
用彤告诉季羡林，他已被聘为北大副
教授，令季羡林大喜过望。晚上，汤用
彤还设家宴招待季羡林。更令季羡林
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个星期，汤用彤
忽然告诉季羡林，他已经被聘为北京
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
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
导师。

当时，季羡林是个30多岁名不见
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所以他既感到光
荣，又感惶恐不安。季羡林到晚年对此
依然感慨万千：“我心里最清楚：背后
这都出于汤用彤的垂青与提携，说既
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做
副教授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
疑是北大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
人打破的。”

这当中虽然得益于陈寅恪的推荐
和胡适、傅斯年的认可，但起决定作用
的还是汤用彤的慧眼识珠。他根据季羡

林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成果以及为人处世
的能力，断定其为可用之材，堪当大任。

汤用彤在北大图书馆专门为季羡林
安排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要用的资
料都从书库中方便提取，又派一位研究
生做他的助手。该研究室后来扩展成为
沿袭至今的“季老工作室”。

季羡林来北大后，当年下学期一开
始就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
份，听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课程。他说自
己是汤先生“班上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
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
整地做听课笔记，巨细不遗”。那一大本
笔记，季羡林一直保存完好。他认为自己
是汤用彤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夙愿。

季羡林每每写出新作，都首先送给
汤用彤请求指正。他说：“我之所以能写
出几篇有点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出
于锡予先生之赐……他的意见，哪怕是
片言只语，对我总是大有帮助的。”

汤用彤对季羡林的关怀和帮助，影
响和激励着季羡林的一生，也使季羡林
成为继汤用彤之后，我国东方学研究的
又一位领军人物、国学大师。

有学者称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第一
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一般人都觉得
他应该是不苟言笑的。其实，他天真浪
漫、率性而行，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
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的一生
是跟朋友们度过的，他的风趣和幽默，总
引来高朋满座。

在西南联大，逻辑是文学院一年级
学生的必修课。那时学生很多，上课都是
大教室，他们对逻辑课感兴趣，对金教授
更感兴趣，总是坐得满满的。金岳霖上课
有时要提问，这么多学生根本记不住名
字，又没有点名册。走上讲台，举目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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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紧张又兴奋。

虽说是单身，但他喜欢与小孩子玩。

西南联大时期正是国难当头，环境艰苦，家
家都生活拮据。他不时见周围的小孩拿着
梨子和石榴四处炫耀，他也到集市去买梨
子和石榴。买回后就兴高采烈地去与孩子
的梨子、石榴比大小。多半他会比输，于是
他就把自己的梨子和石榴送给孩子。孩子
们就蹦蹦跳跳回家报喜。

金岳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
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
唱歌。”1950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
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不
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
办公。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
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
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后来学校只好解
除了他的行政职务。

1943年冬到1944年春，陕甘宁边
区文协主席、著名诗人柯仲平率西北
文艺工作团到陇东分区各县区巡回演
出，历时3个多月。当文工团大队人
马到陇东专区的镇原、曲子、环县、
西华池等地巡回演出时，柯仲平与他
们分道扬镳。他按照陇东专员公署马
锡五专员的建议，去华池县采访边区
特等模范村——城壕村。

柯仲平带着勤务员刘青云，骑着
马前去采访。这一老一小互相照顾，
柯仲平并不把那匹马当作自己的专利
品，而是两个人轮换着骑。柯仲平先
骑一段，把马拴在树上自己先走一
段，然后刘青云再把马骑上去追柯仲
平。就这样两个人换来换去，没两天
就到了城壕村。一到村里，柯仲平就
与当地的群众打得火热。他住在城壕
村支部书记——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
振财家里，和张振财同吃一锅饭、同
睡一铺炕。面对面倾听英雄诉说他是
如何领导群众创建了这个模范村的。
创业难呀！外有敌特的骚扰，内有封
建思想的侵蚀，张振财是经过了漫长
的搏斗，才战胜了这两股势力，获得
陕甘宁边区模范村称号的。

在模范村的日子里，柯仲平这个

爱激动的诗人越发终日生活在激动里。
白天，他东家进西家出，和群众谈心交
友，倾听他们的诉说和呼声，并仔细记
录。夜里，他伏案走笔，忙着把城壕村写成
剧本，让文工团去排演。偏偏天不遂人愿，
当他正埋头写作时，脱肛病犯了，加上胃
病吃不进去饭。疼，他倒不怕，主要是没法
坐下来写，无奈他只好用半个屁股坐着凳
子，继续埋头写作。别人看着他苦，可他乐
在其中，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作上，把疼痛
忘了。每天找他的人很多，为了把剧本赶
出来，柯仲平只好把自己关在屋里，让别
人从外面给门上锁。没几天，一个能上演3
个小时、40场戏的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
写成了。

《模范城壕村》成功再现了城壕村创
建模范村的过程，歌剧中共出现了22个
人物，几个主要人物都刻画得性格鲜
明。劳动英雄张振财公而忘私、献身于
模范村的事迹被生动还愿；二流子董生
财被写得活灵活现；生财妻的刚毅、满
宝妻的泼辣、都跃然纸上。这个剧本，
在1944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委
召开的春节期间文艺下乡演出总结大会
上，获得剧本创作一等奖。《模范城壕
村》 被 收 录 在 《柯 仲 平 纪 念 文 集
（三）》中。

1962年，顾颉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工作，“尽快完成《尚书》今译”是
他的计划之一。

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告诉顾颉刚：
“你可以自择研究生。”顾颉刚有了一个
人选，是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研究生
李民。他联系南开大学的王玉哲教授，
说明了情况。王玉哲想，自己带的研究
生李民能被顾先生看上，这很难得，应
该支持。

不久前，李民完成了毕业论文，题
目是《<尚书·盘庚篇>的研究》。王玉哲
曾将此论文寄给顾颉刚审阅，7月份，顾
颉刚还邀请了李民面谈。

9月，李民愿来当研究生，然而此
事不甚顺利，教育部没有立刻应允。
副所长黎澍知道顾颉刚想找一个合
适的助手，一开始却不明白为何一定
要选李民。

顾颉刚后来揭开了谜底。原来，李民
的论文中所述《盘庚篇》的制作时代为西
周初年，这一结论与顾先生所持“东周
说”不同，但李民并未因为顾颉刚的“东
周说”而改变原有的观点。顾颉刚十分支
持他这种做法，还为他找出几条有利于

“西周说”的证据。在顾颉刚看来，像这样
敢于挑战权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的人，不正是最好的助手吗？

早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顾颉刚就
有一个开卷考试的评分规定：“抄我观
点者，替人家背书者，低分；自有观点
者，或驳我观点能自圆其说者，高分。”
可见，顾颉刚一直以来就想培养能独立
思考的人。

1963年1月，经各方疏通，李民终于
来到历史所，和刘起釪、顾颉刚一起，在总
结前人已有的成果上略加新的见解，顺利
完成了《尚书》今译的工作。

在艰苦环境中编辑出版

《新中华报》先后由中共中央党报
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理，用
纸是延安振华造纸厂生产的马兰纸，
印刷所用油墨来自延安石油厂油矿
的废渣油燃烧提取出的烟灰，并由中
央印刷厂承印，最高生产量“每月约
排一百九十万字，到一九四一年秋，
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万字，印张三百
二十令”。发行工作先后由陕甘宁边
区政府收发科、光华书店、新华书店
负责，发行范围覆盖陕甘宁边区 23
个县与各敌后根据地以及部分国统
区、敌伪区，在海外一些地区也能看
到《新中华报》的身影。

《新中华报》的编辑部最初设在
延安南门外西山上的三孔窑洞里，
1939年改版后的几期时间内，该报的
编辑是在清凉山上一孔大石窟内完
成。随后，编辑部迁至杨家岭，1941年
5月，再次迁回清凉山。初始时，编辑
只有向仲华一人，既是《新中华报》社
社长，也是该报编辑，“还要自己校
对，早先还得兼管发行名单……遇
到警报，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
山头躲警报，坐在地上编稿子”，至
1937年 9月，该报改为铅印时才调来
一个助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华
报》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编辑出版，
成为传播国内外重要消息的号角。

之后，编辑人员增至四五人，有向
仲华、秦芙、柳风、柳毅、辛平，后陆续
又从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

班、陕北公学等处调进10多名工作人
员，充实了该报的编采力量。艾思奇、
柯仲平主编副刊，徐行白、沙可夫、白
苓、唐起、黄药眠、徐懋庸、高敏夫等都
曾为副刊写稿；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
区领导人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题
词、讲话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先后由李初
犁、曹若茗担任主编。郁文、王辑、张映
吾、叶澜、于敏、刘力夫、吴一摼等为该
报编写人员。主要撰稿人有毛泽东、王
明、任弼时、王稼祥、谢觉哉、徐特立、
李富春、高岗、朱德、陈伯达、寒冰、周
扬、丁玲、胡考等，荟萃了中央领导层、
延安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等多个领
域的优秀人才。

《新中华报》的报道特色

《新中华报》拥有大量的通讯员。
1939年 3月 1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的边区通讯网问题的通知》指出：

“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须由
党支部指定一定数量之同志担任《新
中华报》通讯员。”同时，也有专人负责
组织边区各地工农通讯员为该报写
稿，曾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缪海棱就
多次“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
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
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
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当前报纸
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
1940年 6月，《新中华报》参加了边区
新闻业务刊物《通讯》的编委会，进一
步提升了该报通讯员的思想修养和采

访写作水平，增强了《新中华报》新闻报
道的规范性和思想性。

《新中华报》改版之前,版面多有变
化，初期为两版或三版，1937年11月4日
后，定型为四版，逢纪念日还会有增版。第
一版有大量针对国内、国际、边区热点事
件的“社论”“短评”，以及“国际新闻”“抗
日消息”“前线抗战捷报”“要闻简报”“战
局一览”“五日国际”“五日时事鲜剖”，主
要内容有反映日军侵华和日本国内动态，
介绍抗日战争战况，报道国共两党军队抗
战战绩，分析国际政治、战争形势。

第二版载有“日本政潮”“最后消息”
“战地速写”“战地通讯”“老实话”“五日
延安”“边区短讯”“小评”“来件”等栏目，
该版内容较杂，分类不定，有国内国际形
势的分析，也有对边区民众日常工作学
习生活的反映。

第三版为边区内部消息，有“陕甘消
息”“特载”“老实话”“边区短讯”“延安短
讯”“读者来信”等栏目，重点突出边区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发展状态，展
现边区各项建设成果。

第四版为副刊，先后开辟有“青年呼
声”“教育”“工人之路”“特区工人”“特区
文艺”“边区文艺”“边区文化”“国防教
育”“动员”“经济建设”栏目，“青年呼声”
则最具特色，每期的报头字体均不一样，
吸引了青年儿童的关注。

“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新中华报》改版以后，“政治责任更
加严重了”，表现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
主张等社论专论之增多，将表现在国内

国外重要新闻的增加，将表现在对全国
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更广泛的表扬，将
表现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
日游击队的抗战经验更有系统的介绍，
将表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统的反
映”。

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新中华
报》除延续前期的办报风格外，报道内容
逐步增多，社论、代论、专论、短评、时评、
专载、转载、特载、通讯、特写、专访、三日
国际、三日战况、国际简报、国内要闻、边
区消息、边区生活、党内批评、批评与建
议、读者信箱等栏目诸多，其他如选举
运动、宪政运动、生产运动、救国公粮运
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新文字运动、学习
运动、守时运动、防疫运动等特色栏目，
皆见诸报端，栏目设置相对固定。

《新中华报》的中缝，内容丰富。物价
变动、卫生科普、代购代邮、寻人访问、失
物招领、离婚声明、鸣谢启事、遗失声明
等均时常刊发。此外，售书售物、餐饮住
宿、储蓄收购、金融借贷等广告也可在中
缝找到踪影。这不仅便利了边区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使该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新中华
报》每个版面的两侧皆刊有标语口号，以
呼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心工
作。为推广新文字运动，该报的报头既有
汉字书写的“新中华报”，也写有新文字

“Sin ZhungXua Bao”，表明该报对新
文字身体力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学习者
对报纸的关注。

毛泽东评价《新中华报》为“全国报
纸中最好的一个”。《新中华报》的“好”不
仅体现在内容上紧随中共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也表现在形式上的灵活性、
多样性、大众性，更体现在读者群体的广
泛性、报纸与读者联系的密切性。

《新中华报》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边
区政府的文件、规定、指示、条例、纲领、
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著述，刊发新闻评
论，创办各类副刊、开设多种栏目，报
道典型事例，并综合运用歌曲歌谣、诗
歌诗词、标语口号、漫画木刻画、戏剧
话剧、谜语秧歌等大众化的形式传播并
解读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
版面设置多样且趣味性、可读性较强，
数量颇多的“声明”“探访”等，又为
该报增加了浓厚的人情味，新闻报道简
单直白，贴近群众生活，符合边区民众
的知识文化水平，因而，读者覆盖广
泛，党政军民学皆以阅读该报作为日常
工作生活的一种习惯，说明读者对该报
的关注度较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系）

《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林绪武

1937 年 1 月 29 日，《红色中
华》改名《新中华报》，刊号延续

《红色中华》为第 325 期，五日一
刊，承担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
的职责，至1938年12月25日，共
出版146期。

1939 年 2 月 7 日，《新中华
报》进行改版并以“刷新第 1号”
复刊，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四
开四版，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成
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
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陕
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至1941年
5 月 15 日，共出 230 号。次日，与

《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梦痕记》中的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的名字出现在朱镜宙晚
年回忆录《梦痕记》里有两处。其一：

“两级师校，是由前清考棚改建的，规
模相当大。吾国毕生弘扬南山律宗的
大德弘一法师，就是那时候艺术教员，
俗名李息，别号叔同。”据他回忆，当时
是1910年4月，年仅21岁的朱镜宙第
一次出远门到杭州求学，在族叔朱德
儒陪伴下前往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拜访
倪汉波，然后由倪先生带他去杭州西
大街报考浙江高等巡警学校。

别看短短的一句话，能写进并保留
在朱镜宙回忆录里，那可不是一件随意
的事情。《梦痕记》共有五个版本，经过
四次修订，每一次重新出版时，朱镜宙
都要对版本进行修订、校对，力求时代
价值、用字准确和文字精练，撰写“再版
序言”后印刷发行，因此页数越来越少。

“初因急就之故，大半成于病榻，
时间体力均不容我有剪裁之机会，因
有一再芟夷重印之困扰，欲速不达，其
信然已。”“记中原列各种统计，皆系十
数年前资料……已无参考之价值，特
予删去。”1976年朱镜宙在《梦痕记重
版自序》这样记述了修订过程中的有

关情况。它也见证了朱镜宙在初版自
序立下的治学态度：“有其事，必书；无
其事，亦不敢妄。这样，历史方见其真
实性，方能发挥其价值与效用。”由此
足见弘一法师在朱镜宙心目中的位置
非同一般。

朱镜宙对弘一法师十分崇敬

朱镜宙何时开始崇敬弘一法师，
因目前掌握的史料有限，还不能深入
全面挖掘。但是有一封1942年马一浮
致朱镜宙的复信，确证了朱镜宙对弘
一法师敬仰的一段佳话。据介绍，朱镜
宙当时为了认识弘一法师，给马一浮
写信，请其函介引见。马一浮收到书信
次日10月27日回复说：“弘一法师亦
久无消息，闻仍在泉州，想安隐无恙，
因问故及之。”后来他在致丰子恺信中
仍为此事念念不忘，将“未识大师一
面，引为生平第一憾事”。

在这封书信里，马一浮除了又向
朱镜宙倾诉复性书院刻书资金不足的
苦衷外，他还对朱镜宙“想出家”表示
相当的不理解，甚至反对。马一浮说，

“唯谓时作出世想，何也？若论佛法，究
竟实无世间可出。菩萨视生死如游园，
观今日世途荆棘，特如行废园荒径而
已。若待庄严，亦赖自身。仁者题其居
曰‘维摩室’，则出世已竟矣，何须更
出？”有趣的是，弘一法师出家正是受
马一浮引荐的。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
州晚晴室圆寂。次年，马一浮获知消
息，4月19日，他写信告诉朱镜宙：“弘
一法师，公所推挹，惜遂迁化。失此僧
宝，丧我良朋，能无悼叹？”并为迎合朱
镜宙喜好“弘体书法”，马一浮又专门
请其弟子王伯尹抄录他与谢无量过去
作的两首诗，一起寄给朱镜宙：“亦缘

公于弘师，久欲参承，当同讚仰也。”“写
诗者为山中学人王伯尹，夙好弘师楷法，
颇能得其仿佛，虎贲中郎，亦或公之所喜
邪？”同时，他还将上海诸位学佛人寄来
的一册弘一法师纪念刊送给朱镜宙，“今
亦以奉览”。

弘一法师画像“不应蓄须”

抗战胜利后，朱镜宙于1946年携带
家眷返回故乡，因老家乐清房屋被日军
烧毁，一家人寓居在温州城区蝉街喜牛
坦九号住所，并将志趣投向钻研佛法上。
其先后在当时著名的佛教杂志《觉有情》
半月刊、《弘化》月刊上，发表了《与李圆
净居士书》《答张云雷先生书》《与梅撷芸
居士》《关于英译佛书之讨论》《读木讷记
之感想》《威远云天洞慧定法师塔铭》《中
国佛教会永嘉县支会募办养老孤儿院启
事》等著述。

1947年，丰子恺为弘一法师造像（即
画像）刊登在《觉有情》第八卷十月号里。
朱镜宙对于丰子恺发心为大师造像百尊
的做法十分赞赏，勉之为“欢欣无量”。但
当他发现所作的二尊弘一法师画像皆有
胡须，认为此举“实非佛制，与律不合”。于
是，特地走访了与弘一法师往来最密切的
周孟由居士，询问“大师先前究否留须”，
通过周多方求证后，于10月19日给丰子
恺写了一封长信，从佛门律宗视角阐述了
观点，以为“造像有须，恐非大师之意”。

丰子恺对朱镜宙的来信非常重视。收
信当天，即11月1日，他立马作了回复，不
但赞同朱镜宙的观点，解释当时误作留须
的原因，表示待日后刊印“弘一法师全集”
时一定更正。并且还说，“来示保存，异日
一并刊出，以明（朱镜宙）先生对于佛法之
精严，及对于弘一法师之厚爱。”后来这两
封书信刊登在是年12月号的《觉有情》杂
志上，标题为《关于弘一法师造像》，其后

还附录了丰子恺函请编者陈无我刊出的
短信。

“弟世障甚深，未识大师一面，然仰止
之诚，与日俱积。”从书信里还可知道，朱
镜宙在此之前并没有与弘一法师碰过面。
那么，弘一法师书赠朱镜宙的一幅七言联

“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经
专家认定创作于1929年前后），以及朱镜
宙引用弘一法师感念母恩的著名歌曲
《梦》来作为自己回忆录《梦痕记》结尾的
章节主题并印入书中，更让朱镜宙与弘一
法师的传世情缘增添了奇光异彩，并且
带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与怀念。

朱镜宙与弘一法师的未尽情缘
朱有发

今年是弘一法师驻锡温
州100周年。辛亥志士、章太
炎三女婿朱镜宙（字铎民）以
未识大师一面引为生平第一
憾事，但从他的晚年回忆录，
以及其与马一浮、丰子恺的
交往，收藏的弘体书法作品，
都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弘
一法师那份情有独钟的崇敬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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