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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
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听父亲讲，在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来了一伙北
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
衫、皮夹克，胡子留得很长，说看不
到胜利就不刮胡子。由于他们的
到来，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都
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说国
家有难，这么多名人从北京来，都
穿着布衫，打着补丁，我们怎么好
意思再穿花绸子衣服呢？

昆明的大户人家把那些老师
学生请到家里做客，并让孩子出
来，让教授指点一二。教授一看就
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
缠着脚？！”又说：“上学，上学。”大
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

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
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
缠了足后来又放掉了的小姐，然
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
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还
经常去听课。潘光旦先生就瘸着
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
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
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潘光旦还
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

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
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
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
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

西南联大的历史，告诉了我
们大学是做什么用的。中国的知
识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还要学
道，这个道就是真理、道理。

作为国学大师，著名学者陈
寅恪先生确立了“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风。日本人占
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日本宪
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教授，
因为他们知道在京城的学界，陈
先生威望很高。请帖是请陈寅恪
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做客的，先生
一看，如果拒绝，肯定要被迫害，

他还要活，要完成他的史学任务。
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时，他就悄然离开了京城，汇集到
了西南联大这支队伍当中。西南
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
一种感情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
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
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
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
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

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
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这一群人踏上了一条特殊的
路线，从而为惨淡转移的三校师生
们，增添了壮丽的色彩和豪迈的旋
律，创造了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长
征。“湘滇黔旅行团”是学校定的正
式名称，因为步行是这次旅行的最
大特征，所以后来人们都叫它“步
行团”。这个步行团有两百多学生，
其中有十三位教授，如闻一多、李
继侗、曾昭抡、袁复礼，还有黄子
坚。此外还有部分助教、讲师，像中
国文学系和生物系各有三个助教
参加了这个步行团。

当时从湖南走到云南的时
候，张治中将军给每个人都发了
军装，这些学生都是刚走出象牙
塔，不知道怎么安排吃住，于是军
队派了黄师岳团长护送。黄团长
非常敬仰“五四精神”，带着这批
人马穿越了湖南、贵州，一直走到
了昆明。路非常难走，“天无三日
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银”，黄
团长开始时带着大家排成队走，
走着走着，学生前前后后，还有老
先生，大家找自己喜欢的伙伴说
话，就很散漫了，队伍慢慢地就拉
长了。黄团长一看，也不按军队规
矩硬来，非常尊重那些老师同学，
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全程三千五百里，历时两年
零两个月，到达昆明时，黄师岳团
长与前来迎接的梅贻琦紧紧握
手。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即点
了名移交花名册。学子教员，一个
不少。

西南联大不止是一部教育
史，整个过程的八年还是一部“求
知”的历史。

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
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
上把这本书买下，要寄到昆明去。
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
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
给了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
授。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
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
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
联大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能教出
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
生说，从联大毕业到美国普林斯
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觉
落后，在美国一样是出色的学生。

在昆明，学者的个性不同，就
像闻一多的个性和吴宓的个性相
差何其远，教授间可能互相间都
是看不惯的，有的在学术上有争
执，为人脾气都很不一样，但他们
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

民族感情。比如朱自清，他是懂日
文的，在昆明电影院里看电影时，
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在讲日语，叽
里咕噜的，他就觉得这种声音特
别刺耳，于是站起来，走人。他用
自己的方式为整个民族承受着耻
辱，表达他的义愤。这就是西南联
大的可贵之处，这些学者和学生
用自己最真挚最个性的方式，为
民族做事和抗敌。西南联大提供
了很多的空间，很多的创造力和
创造性，却少有强制和限制。

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
“厚德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
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
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
开放的氛围。

当时，因为许多教授和学者
的家属还没有到昆明，就安排教
授们先合住，像陈省身曾经和吴
宓住一间屋子，数学教授和人文
教授住一块儿，这种学术的交叉
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饭以后，
大家一起去散步，谈笑风生，完全
打破了门户之见。朱自清的儿子
朱乔森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当时
可以把闻一多先生的手稿借来
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经常借给
闻一多先生看，他们可以在作品
还未发表前就互相传阅，这种现
象今天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这
样一种学术氛围，学者之间的纯
净之情，真是令人神往。

这些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
反而使他们的胸怀变得更宽阔，
反而使他们的目光更深远。闻一
多先生就是在这期间从民歌里研
究，找出一些方言的发音方法来
注释《诗经》的；吴大猷先生也曾
用当地的器材做一些简单的试
验；吴征镒先生更是最终选择云
南作为一生事业的基地，使得云
南成为了世界的植物王国研究基
地。

更显珍贵的是，西南联大在
需要团结、需要一致的时候，依
然能保持个性，还能保持生动的
生活状态。西南联大有些教授是
很有趣的，有的教授每天晚上也
数钱，很小气；有的也跳舞，开
Party；有的照样谈恋爱，然后游
山玩水。在湖南的时候，岳麓山
是最受三校欢迎的山。他们看到
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点，看见道佛
儒的长处，并从中吸取各种力
量。他们的力量来源是多种的，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放松、个性化
的生活，使他们能够维持八年之
久的学习和抗战。

今秋的故宫博物院注定要成
为书画爱好者的朝圣之地，继传
奇名画《千里江山图》吸足了眼球
后，话题人物赵孟頫的书画特展
也已低调亮相，并将一直持续至
12月5日。

此次展览阵容豪华，有107件
作品展出，展品来自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赵
孟頫一生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均
有呈现。其中，行书《秋兴诗》《归
去来辞》《洛神赋卷》、楷书《无逸
篇卷》、绘画《秋郊饮马图》《水村
图》《红衣罗汉图》（如图）等，都是
书法史、绘画史上留名的大作，平
时是各家博物馆的库藏重宝，轻
易见不到。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
人，湖州人，生活于宋末元初的动

荡年代。今天看来，赵孟頫堪称人
生赢家，诗文、书法、绘画、篆刻、
收藏、政治才能，哪一样单独拿出
来都足以名垂青史了，其书法、绘
画造诣更是登峰造极。

然而，七百多年来，赵孟頫却
没少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这与他
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有关。赵孟頫
是根正苗红的宋朝皇室贵胄，是
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可宋
朝灭亡后，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
的赏识，忍辱负重出来为元廷做
事，不仅当了大官，还被树立为亲
元的榜样。许多人因此指责他数
典忘祖，更不屑他的艺术造诣，认
为他的书法绵软无力、没有风骨。

顶着这样的骂名，人家愣是
凭借一颗无比强大的内心，不仅
勤勉为官、造福百姓，与妻子管道

升的爱情故事让人艳羡不已，还
把儿子、孙子、外孙也都培养为书
画名家，单这人生经历就够拍好
几部电视剧了。至于艺术水平就
更不用说了，收藏达人乾隆皇帝
是他的拥趸，这次展出的不少作
品都有他疯狂点赞的痕迹。

一般来讲，故宫博物馆办特
展，都要给展览起个响亮的名字，
比如同期展出的“千里江山———
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然而，同
样重磅的赵孟頫特展却直接名唤

“赵孟頫书画特展”。这一方面，固
然是因为“赵孟頫”这三个字已足
够响亮，另一方面，确实很难给他
一个简略的“判词”。

这位传奇人物与山东的渊源
也很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
怀揣复杂的心情，赵孟頫应召北
上仕元。起初，忽必烈要留他在朝
中，但是为了远离是非之地，避免
蒙古权贵猜忌，他多次请求外放，
终于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夏
天，被朝廷任命为同知济南路总
管府事，从此在济南任职近三年。

当时的济南路辖有历城、章
丘、邹平、济阳四县和棣、滨二州。
由于当时济南路总管府总管阙
任，故赵孟頫到任后实际上是独
署府事。另外，赵孟頫当时还兼管
济南路诸军奥鲁，实际上是济南

路的军政一把手。在济南期间，赵
孟頫勤勉政务、兢兢业业，大力发
展文化教育事业，适用刑法，政绩
卓然。公务之余，他对济南的山水
非常钟情，为大明湖、趵突泉、龙
洞、华不注山等景观都留下了优
美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当是七律

《趵突泉》中那句“云雾润蒸华不
注，波涛声震大明湖”了。

告别济南后，赵孟頫依然惦
念着这座海右古城的秀丽风光。
元贞元年（1295年）的一天，一场文
人雅士的酒会在浙江吴兴举行。
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畅论名山大
川，其中有一人正在大谈齐鲁的
山水之胜，尤其谈及济南的鹊山
和华不注山之时，更是情不自禁，
使在场的人为之神往，这个人就
是赵孟頫。

可在场的周密却默默不语，
表情沉重。原来，周密是宋末元初
人，老家正是山东历城，南宋末年
曾任义乌令，灭亡后不再做官，举
家逃难到浙江湖州，再没回过家
乡。赵孟頫的话勾起了周密的乡
愁，次日清晨，周密直奔赵家，诉
说思乡之情。听了周密的话，赵孟
頫凭着记忆画起济南的山水，绘
就了元代文人画代表作《鹊华秋
色图》。如今，这幅名画被台北故
宫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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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生下课走出教室。

1937年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后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被称为“炸弹
下长大的中国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却以其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人们心目
中理想大学的典范。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联大？真实的西南联大是怎
样的？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张曼菱用了将近20
年的时间，走访联大校友约120位，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
南联大碎片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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