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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先生在《书法学》中，曾按书法家
与时代的认可度，将书法家分成三类——— 超
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显然是一个与时代同步
的书法家代表。据简直先生《书从天来》的研
究，柳公权的名气，在唐朝时是远远高于后来
被奉为巨擘的颜真卿的。

那么，柳公权的书法名气到底有多大呢？
唐朝民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苏轼

《书唐氏六家书后》中也有柳书“一字百金，非
虚语也”的明文记载。《旧唐书·柳公权传》则
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柳公权书法的影响：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
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
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
贝，曰此购柳书。

还没听说过历史上有哪一位书法家名气

大到如此的程度。从国内看，当时的公卿大臣
家里老人去世了，一定要请柳公权来书写碑
文，如果碑文不是出自柳公权之手，周围的人
就认为其子孙不孝，原因是舍不得出钱请柳
公权写字。从国际上看，外国人来唐朝入贡，
至少要准备两份礼物和钱，一份进贡给皇帝，
另一份则用来购买柳公权的字。这才叫名副
其实的享誉海内外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书法家中，享受国
际声誉的并非只有柳公权一人，唐初的欧阳
询也曾有过“高丽遣使购其书”的荣耀，然而
也仅仅是高丽一国而已，与《柳公权传》中的

“外夷”相比，影响范围之别不言而喻。
坦白地说，仅就书法水平而言，在唐朝的

大书法家中，柳公权的水平至少应该在欧阳
询、褚遂良、颜真卿之下。一生常伴君王侧的
柳公权，与颜真卿相比较，不但生活、阅历上
略显平淡，即使在书法风格上，也远没有颜书
几乎每碑一种风格的变化。然而，以上三人，
谁的名气也没有在当朝受到过如此高的尊
崇。宋代以后，颜真卿成为书法的“广大教化
主”而备受推重，而柳公权的书法则被米芾视
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此，其书法地位距颜真
卿等愈发渐行渐远。

那么，为何他能在当时有如此大的名气
呢？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柳公权是唐代最长寿、历仕帝王最
多的书法家。柳公权(778-865)享年 88 岁，自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入仕以来，历仕宪宗、穆
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而且在
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并得到
唐文宗“钟、王复生，无以加焉”的极高评价。
仅就此一点而言，也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
良、颜真卿等人无法比拟的。我们且不比较上
述诸人的官阶如何，单就七朝老臣的地位而
言，柳公权也已经成了“国宝”级的人物。我没
有做过专门考察，但相信即使放在整个中国
书法史的长河中，也应该没有第二个大书法
家具备这样的资历。何况他官至太子少师，在
唐朝可是二品大员啊。

任何事情都存在特殊性，但一般说来，艺
术生命是与一个人的寿命成正比的。柳公权
的长寿，无疑为他的书法生命提供了时间上
的保障。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考察过
柳公权四十余岁时写的《平西王碑》，并发出
了如下感慨：“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
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
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
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

其二，柳书适合刻碑。我们且不论米芾如
何看不上柳公权的字，那是宋朝的事情。但在
柳公权时代，他却是中晚唐无与伦比的楷书
大家。柳公权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合
称“颜柳”；又因其书法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人
将颜、柳之书风并称“颜筋柳骨”。当然，唐人
的楷书都适合书碑，但晚唐人书法中之最适
合书碑的，却非柳体莫属。

其三，柳公权是晚唐书法界之擎天一柱。
柳公权之所以在当时名气最大，一个原因当
然是当时前辈大家均已去世，柳公权成为当
之无愧的中晚唐楷书领军人物。另一个原因
是，柳公权在世时的情况也与前辈书家不同。
如“初唐四大家”是一个书法高手群体，各领
风骚，分庭抗礼；中唐时的颜真卿，也至少有
张旭、怀素等巨擘；而晚唐的柳公权书法则成
为当时的擎天一柱，再无堪与其比肩者。

其四，柳公权是历史记载中碑帖最多的
书法家。尽管就大众而言，我们熟悉的柳公权
作品只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蒙诏帖》
等几件，但历史记载的柳公权碑帖却多达
107 种(其中包括被后人考察为伪作者十余
件)，这在唐代书法家中也是罕见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与高锴一席谈【学界往事】

□丁东

每年 10 月到 12 月，是
诺贝尔奖公布和颁奖的季
节。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
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代表
着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荣
誉，历来争议较少，一个多世
纪以来却与中国大陆科学家
无缘，不免让国人感到失落。

我因为从事口述历史，
与高锴先生有过一席谈。高
先生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多年，后来到全国人大从事
立法工作，直到离休。他虽然
已是耄耋之年，但思想活跃，
十分健谈。他曾结合自己的
家世和经历，和我漫谈这个
话题。

高先生老家是上海金山
县。祖父曾在光绪年间中举，
不愿做官，办了两所学堂，除
了讲授“四书五经”外，还教
数学和外语，在当时相当先
进。叔祖父高吹万是诗人，藏
书十多万卷，其中孤本一千
余种，非常珍贵，1949 年后
都捐献给了国家。1958 年去
世时，胡厥文挽曰：“南社早
蜚声，金山一代英。笔摇清
帝鼎，梦断岳王坟。革命心
肠热，攘夷思想新。遗诗千
百首，一读一酸辛。”高吹万
1903 年还和高锴的堂伯父
高旭创办《觉民》月刊，鼓吹
民主革命，反对腐朽清廷，
不惜冒杀头之罪，点名批判
慈禧太后，在刊物上真名真
姓，注出版社地址，真是英
勇无畏！高旭因反清被通
缉，逃亡日本，结识孙中山，
参加同盟会，后秘密回国，
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
1 9 0 9 年发起创立“南社”。
南社第一任主任是柳亚子，
第二任主任是他舅舅姚光。
高家老一辈人几乎全是南
社社员。南社是当时人数最
多、影响最大的进步知识分
子组织。高锴的伯父高平子
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开拓
者，1986 年，国际天文学会

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
名“高平子”。高锴父辈兄弟
七人，个个精于儒学，也都
通晓西方文化。父亲是老
二，诗词好，在上海大同大
学学英语。三叔在震旦大学
攻读西方文学，早年留学美
国，学法律。堂哥和大哥上
世纪 30 年代留学法国，学建
筑，后来都从事教育，成为睁
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行者。

今天高家影响最大者是
三叔的儿子高锟。他 1948 年
随父移居台湾，1949 年又移
居香港，进入圣若瑟书院就
读。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
学，再赴英国留学，1965 年
在伦敦大学所属的帝国理工
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
位。从 1957 年起，他就研究
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的运
用，1964 年，提出在电话网
络中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
纤维代替导线。1965 年，在
实验基础上提出以石英基玻
璃纤维进行长程信息传递，
带来通讯的革命，并提出当
玻璃纤维损耗率下降到 20

分贝/公里时，光纤维通讯就
会成功。1966 年与何克汉共
同提出光纤可以用作通信媒
介。他在电磁波导、陶瓷科学
方面有多项专利。1981年，第
一个光纤系统成功问世。如
今，超过十亿公里的光缆以
闪电般的速度通过宽带互联
网，为全球提供数据。高锟也
因此获得了“光纤之父”的美
誉，于2009年荣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

高锟得奖后，一些报刊
记者得知高锴是他的堂兄，
兄弟之间感情很好，于是跑
来采访。有记者天真地说：如
果他不去国外，我国就可以
有诺贝尔奖得主了。高锴对
记者说：如果高锟留在国内，
由于家庭出身，很可能连大
学都上不了；有幸上了大学，
在1958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
很可能被“拔白旗”；如果有
幸做科研工作，到了“文革”
时肯定会被当成“修正主义
苗子”批斗。总之，在极左路
线下，如果他在国内将一事
无成。

高锴的说法是实情，这
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旁
证。他自己毕业于上海南洋
模范中学。该校当年校风很
好，毕业生里，两院院士出了
几十个。1946 年，高锴读高
中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中
共地下党员。1949 年，党组
织决定让一批党员考大学，
那时大学是各自招生，高锴
报考四所大学都考上了。他
原想上北京大学，组织上让
他去教会大学，他便入读燕
京新闻系。1951 年初，组织
决定抽调他去北京市工作。
组织一声召唤，他根本不考
虑学业是否从此中断，第二
天就背上铺盖卷到北京市委
报到，给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崔月犁当了机要秘书。

1955 年肃反，高锴的父
亲被捕，罪名有三：恶霸地

主，豢养地主武装，反对土
改。高锴因此成为机关肃反
的重点对象。批斗会上逼问：
你家有几个黑牢，搞过几个
丫头？有多少枪？高锴无奈地
回答，我家多的是书。初中三
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也
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
认定他思想复杂。支部要把
他劝退出党，崔月犁支持他
申诉，他才得到平反，但档案
中还是留下了大量虚假材
料。他看在机关待不住，于是
要求做新闻工作，去了《北京
日报》。1957 年 3 月，中南海
召开鸣放座谈会，报社派他
去采访。《人民日报》报道称
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
定息问题。高锴在场，认为报
道不实，写了一封信说：“章
乃器发言时我参加了，那天

《人民日报》记者没有来，写
的不是那么回事。”这使他大
难临头，只好找崔月犁求助，
崔月犁给周游总编辑、范瑾
社长各打了一个电话，说：

“高锴同志在我这儿工作很
多年了，人是很热情的，工作
积极努力，但是政治水平低，
思想糊涂。”把性质说成“人
民内部”问题。周游对高锴
说：“你怎么那么糊涂！”没有
戴右派帽子，但定为严重右
倾，说：你来这儿不到四个
月，赶紧下放，离开这个是非
之地。一旦被贴大字报，就难
以挽回。社长范瑾说：“你还
是好同志，但是思想太右了，
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啊。”高锴以“戴罪之身”下放
石景山区鲁谷村劳动，崔月
犁到石景山区搞调查研究，
特意到他的小屋里住了两
天，村干部对他的态度才温
和起来了，算是躲过了一劫。
所以他试想：如果堂弟高锟
不走，能更幸运么？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
考》等书)

自古以来，成语“杞人忧
天”的意思就是不必要的自寻
烦恼，前些天看了央视《文化
之旅》节目，讲到“杞人忧天”，
专家的解说与习惯无异。翻开

《辞海》，在“杞人忧天”条下有
这样的话：《列子·天瑞》：“杞
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
寄，废寝食者。”后称不必要的
或无根据的忧虑为“杞人忧
天”。李白《梁甫吟》：“白日不
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可是，三千年前的杞人真
的是无缘无故地“忧天”吗？

“天”真的就这样澄清明朗、一
目了然、无须忧虑吗？

古代杞国西周时初在雍
丘 (今河南杞县 )，后几经迁
徙，到过今天的滕州、新泰、
昌乐，公元前 544 年迁到淳
于 (今安丘东北 )，是一个小
国。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还有
一个忧天的人，这倒是一件
值得稀奇的事，平日里人们
熟视无睹的天，竟然还有人
担忧它会掉下来！

其实，杞人并非如古人
以为的无事生忧，而是忧得
实在有道理。因为今人也有
如此这般忧天的，非要去搞
清楚或者去探究，那个杞人
到底为什么要忧天？经过实
地调查，还真发现了问题。古

代杞国迁到今天新泰的时
候，天公好像故意跟他们过
不去，从天上经常掉下石头
来！据《左传·鲁庄公七年》：

“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
如雨，与雨偕也。”燃烧的流
星划过杞国南部，有大陨石
坠入神灵湾，山谷化为灰烬，
之后又发生过两次陨石雨。
据说就在新泰附近一个人们
不太注意的小山谷里，竟然
裸露或埋藏着很多大大小小
的陨石！哦，原来如此啊！一
个从天上噼里啪啦掉下石头
来的地方，要是没有人忧天，
那才叫怪了呢！杞人忧天，竟
然是忧之堪忧啊。可那时候
交通闭塞，杞人之忧被不知
情的人们耻笑为庸人自扰。
后世还有人编写了杞人忧天
的故事，“有忧彼之所忧者”
去开导杞人，天就像云霞霓
虹一样，只是积气而已，不会
掉下来，就是日月星辰坠下
来也伤不了人，云云。

嫦娥三号登上了月球，
中国人终于可以清清楚楚地
看见月球上的环形山了，那
可是天上掉下“石头”砸出来
的呀，跟三千年前掉在杞国
的石头一样，只不过大小不
一样罢了。嫦娥三号着陆的
虹湾，其实也遍布着大大小

小的陨石坑，多亏了嫦娥仙
子非凡的能力，能够避开那
些坑洼不平的地方，让我们
的玉兔有一个施展自己行走
功夫的舞台。想想当初撞击
月球的那些大石头要是砸到
杞国，杞国人惊恐之余，还不
应该赶快挪挪地方吗？不怪
别的，只怪那个忧天的杞国
人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要忧
天。也不怪那些辛辛苦苦编
写成语的人，他们可不知道
杞国那地方的天上会掉下很
多石头来，让杞国人忧心忡
忡、茶饭不思呢！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或者
被认为是荒唐的事情，如果
真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深
入调查研究，就会真相大白。
其实，无数原本会落到地球
上的大小陨石，都被月球“代
领”了，幸亏我们有月球这个
不说话的卫兵，在几十亿年
的时间里默默地替我们消受
无数小行星不停地撞击，把
自个儿的表面弄得这里一片
阴影、那里一个黑洞。玉兔上
去可不能蹦蹦跳跳，而是要
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当然，
这也让我们的祖先想象出广
寒宫和桂花树啊、嫦娥和吴
刚啊等等浪漫而美妙的传
说，当我们抬头看见它就会

生出很多的遐想。哎呀，这原
本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嘛，谁
叫我们的祖先想象力那么丰
富，让我们把地上不能实现
的梦想寄托在这么一个环境
严酷、毫无生气的星球上呢。

但是无论仙境还是梦
想，现实是，很多小行星确实
就在我们周边。在俄罗斯车
里雅宾斯克上空爆炸的陨
石，造成一千多人受伤和巨
大的财产损失，前不久天文
学家们寄予厚望的彗星埃
森，在近日点附近突然消失，
变得无影无踪，让天文学家
们一片茫然。这两件事充分
说明，“忧”是因为有让人忧
虑的事情。俗话说，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我们仍然生活
在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上，
不仅自然环境造成很多不确
定因素，人为造成的潜在隐
患也常常暴露出它们的可
怕，比如现在越来越频繁地
笼罩我们的雾霾，还有极端
天气的越来越极端，它们的
影响和变化趋势都是未知
的。因此，那些为人们有一个
安宁幸福的生活而忧的人，
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
在今天，其实是多么可敬啊！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
大学教授、翻译家)

有记者天真地说：如果他不去国外，我国就可以有诺贝尔奖得主了……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或者被认为是荒唐的事情，如果真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深
入调查研究，就会真相大白。

【书法茶座】

柳公权的

书法名气
□杨加深

杞人忧天有他的理由【读史新解】

□王佐良

高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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