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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生生的的面面包包树树
——— 梁实秋故居的失修与复活

□许志杰

梁实秋先生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图书
馆馆长、外文系主任，他在山大青岛校区
旁的小鱼山留下了一个作为故居的小
院。据说，当年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闻一
多先生是这个小院的常客，梁实秋还专
门从北京买了一个烤肉的炉子，用来招
待客人，闻一多、沈从文和作为山大学生
的臧克家，都品尝过梁先生的烤肉手艺。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梁实秋应聘到
台湾担任国立编译馆馆长，之后又担任
过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位于台北市
大安区云和街11号、就是现在的“梁实秋
故居”的这所房子建于1933年，初为台北
高等学校一位英语教授的宿舍。梁实秋
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这里只是他担
任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时的住处，他搬
离之后又陆续有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住
进。后来因无人居住，一度破败得只有梁
实秋居住时植下的那棵面包树还在坚
守，似乎是对过去主人的思念和等候。
2003年，在一些文化人士和师大师生的
共同呼吁下，台北市文化局将其指定为
历史建筑物。但是，主人已经换了几茬，
而作为影响最大、最有看点的梁实秋，其
后人要么失散，要么去了别处，并不在台
湾，所藏旧物委实太少。在其被定为历史
建筑物之后，又在风雨飘摇中等待了七
年，很多木质的建材开始腐烂，甚至成了
周遭乱扔垃圾的地方。在经过努力之后，
台湾师范大学立项对梁实秋故居进行复
修，于2012年整修完毕，当年即对外开
放，民众可直接入场参观。

梁实秋刚到台湾时，人生地不熟，有
一些孤单，因此，他把时光主要打发在了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上。这项工作起于梁
实秋在山东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和外文系
主任之际，后来受国内局势影响，他颠沛
流离、动荡不安，但始终没有放弃。到了
台湾之后，在日子稍微平和之时，梁实秋
先生就给自己制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
每天要翻译2000字。经过近30年断断续
续的不间断努力，梁实秋翻译了莎士比
亚四百万字的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还
完成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英国文学
史》，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辞典》以及三十
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中国翻译
史上的一大奇迹，为英国文学在远东地
区的传播做出极为巨大的贡献。

深居台湾的梁实秋对外界之事了解
不多，在内地轰轰烈烈地进行“文革”之
时，梁实秋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冰心与
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的消息，很是
悲痛，写下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回忆两
个人几十年的友情。梁实秋与冰心结识
于1923年8月，那年他们一起从上海登上

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冰心因为发表《繁
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名气很大。梁实
秋则在《创造周刊》撰文批评冰心的诗作
理智多于情感，因此断言冰心不是一位
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
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在轮船的甲板
上，梁、冰不期而遇，经作家许地山介绍，
他们开始寒暄。冰心问梁实秋：“您修习
什么？”梁实秋答：“文学批评。”二人的对
话就此打住，但是，旅途漫漫，为了消除
寂寞，冰心联合梁实秋、许地山等人在船
上办起了壁报，名字叫《海啸》，三天一
期，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冰心的几
首著名的诗作《乡愁》、《惆怅》、《纸船》，
都是初发在《海啸》上。梁实秋满怀着深
情写下的《忆冰心》见报后，女作家凌叔
华给他写信，告知这是一个假消息，冰
心、吴文藻夫妇活得好好的。梁实秋见信
甚感过意不去，却又因是误传而由悲转
喜，一笑而过，留下文坛一则不朽的“笑
话”。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过错”，1982

年，女儿梁文蔷回北京的时候，梁实秋托
女儿带给冰心、吴文藻夫妇一幅书法作
品，上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
节。”

还有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初，诺贝
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让梁实秋推荐汉语
作家，他推荐了老舍。岂不知，他的这位
山东大学同事早已经在1966年8月24日
跳入北京太平湖“自绝于人民”，而诺奖
的候选人必须是健在的人。从这两件事
可以看出，梁实秋虽然心系旧友亲朋，却
已远离时事漩涡，成为“孤陋寡闻”之人。

经过整修的梁实秋故居基本保持了
原来的面目，布置有介绍主人的海报，包
括梁实秋先生生平、故居的整修过程，还
有梁先生的著作，当然，还有那棵永生的

面包树。故居整修完毕开放之后，梁实秋
的女儿梁文蔷从美国回“家”，看到院子
里那棵面包树旺盛地生长着，非常激动。
梁文蔷说：“面包树是我母亲亲手种下，
母亲逝世后，父亲常常提起面包树，它是
母亲生命的延续。”梁文蔷的母亲程季淑
是梁实秋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两人自由
恋爱，在北京结婚。在简单的婚礼过程
中，梁实秋因为戒指太松，不知何时自动
脱落丢失了，梁实秋非常自责，新婚的程
季淑赶忙劝慰：“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
个。”婚后两人感情甚笃，程季淑鼓励梁
实秋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她
就为他整理、装订书稿，付出很多精力。
梁实秋曾经深情地说：“翻译莎翁著作是
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这漫漫长途中陪伴
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梁实秋与程季淑相
依相守46年，1972年程季淑在美国因意
外过世，梁实秋悲痛万分，写下《槐园梦
忆》一书。两年后，71岁的梁实秋与43岁
的演员韩菁清相识，并陷入热恋。那些正
被《槐园梦忆》催得泪水横流的人，立即
站出来反对，梁实秋的学生更是组织“护
师团”，发誓阻挠梁师的这段黄昏恋。但
是，这一老一少不顾世俗与偏见，于翌年
结婚，经受了13个春秋的考验，直到1987

年梁实秋因心肌梗塞在台北病逝。
1973年1月6日，侨居美国的梁实秋

在自己70岁生日的当天写下词一首：“恼
煞无端天未去，几度疯狂，不道岁云暮。
莫叹旧屋无觅处，犹存墙角面包树。目断
长空迷津度，泪眼倚楼，楼外青无数。往
事如烟如絮，相思便是春长验。”那时候，
旧屋无觅处，先生空悲叹。如今旧屋已换
新颜，该令梁公感到欣慰吧。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
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王乾荣

上世纪60年代，我小青年一个，爱读
各报副刊。《人民日报》副刊有个《拙匠随
笔》专栏，作者是建筑学家梁思成。

那时没有“追星”这词，但小人物也
有自己的明星。我们的明星不光有赵丹、
白杨，还有巴金、老舍，更有钱学森、华罗
庚……我特别钦佩那些科学翘楚，他们
不光在专业领域独领风骚，还有优美的
文笔。梁思成的《拙匠随笔》吸引我，首先
在它的名称。梁先生明明是首屈一指的
建筑大师，为什么自称“匠”呢，还“拙”？

匠，一般指手艺人，也叫匠人。但有
思想、有所发明创造的能工巧匠，人称

“哲匠”，如鲁班。梁先生说自己是“拙
匠”，透着十分谦逊的意味。但他这个“造
房子的”，却不是一般的泥瓦匠。

《拙匠随笔》有篇从建筑谈“千篇一
律”和“千变万化”关系的文章，我现在仍
记忆犹新。梁先生举颐和园长廊为例，
说：它首先是“千篇一律之尤者”，而正是
那目之所触似乎无可穷极的“重复”，才
给人以大气、庄重、整饬的特殊感受———
凡去过颐和园的游人，我想都会有这感
觉。梁先生又运思设想，长廊齐刷刷几百
根柱子，如果一根方，一根圆，一根八角，
一根六角，一根肥，一根瘦，一根曲，一根
直，一根红，一根绿……如此“千变万化”
排列过去，将造成一种什么乱象呢？事实
是，长廊虽然柱子“一律”，但是柱间回廊
墙上的花窗却是各具特色，“千变万化”
的。这是一种“大统一中的小变化”，既得
花窗“小异”之谐趣，也无伤于长廊“大
同”之整体美。且以这花窗小小的变化，
作为廊柱“主旋律”无尽重复的“前奏”和

“小插曲”，也是一种“欲扬先抑”、“融变
于不变”的手法。文章以常见之物和通俗
话语阐释哲理，像一首美妙的散文诗，令
人在陶醉中开窍。这篇佳作，是我作文的
范本，也是我学哲学的教材。

回味梁文，不由想到咱们很多城市
的规划和建筑。

有一段时间，街道两旁和居民区的
楼房，一律“火柴盒”，像一个模子倒出
的——— 猛看，整体上是“一统”了，但细瞧

“火柴盒”们，个个灰头土脸，一样死气沉
沉、无精打采，无任何变化。这就像主旋
律中，单把一支小号在那儿没完没了吹
出“嘟——— ”这个长音，无休止，也没有细
微涟漪波动。

现在的建筑设计倒是热闹了。一种
是大拆大建，且将旧郭变新城，玻璃幕
墙，铝塑坚壁，一派亮丽，炫目耀眼，却是
大的方面仍嫌僵化，小的方面彼此彼此。
咱们从一座城市到下一座，到下下一座，
看到的，是千城一面，不知道啥叫民族风
格，什么是城市特色。

一种是大的方面杂乱无章，小的方
面千奇百怪。同一大街两旁建筑，整体看
去，或犬牙交错，或高矮悬殊，或古今比
肩。而个体的“千变万化”，则是另类之变
之化。您瞧一个个搞怪建筑，真是怪出了
狂气、牛气、阔气、俗气、意气、邪气，叫人
憋气。

在燕郊有一家酒店，外形为三个长
髯古装人偶——— 分别叫福、禄、寿，身高
40多米，吓人，似乎叫小民一旦近前，即
必须匍匐、膜拜于神衹脚下；沈阳的方圆
大厦，主体为一枚外圆内方、硕大无朋的
古钱币——— 那钱眼比门楼大许多，像一
张血盆大嘴，大到能把摩登设计师和大
厦豪主统统吞下；南京一个区的政府机
关楼，竟然盖成美国国会的样子……这
些都是媒体报道过的，一些地方还有弄
成靴子、酒瓶子之类杂七杂八模样的丑
陋玩意儿，不胜枚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要搞“奇奇
怪怪的建筑”。无疑，这些奇奇怪怪的建
筑是社会浮躁风气和某些城市主管者骄
矜任性媚俗心态的产物，是某些建筑设
计师缺乏美感素养和违背职业精神生产
的垃圾。

梁思成若活在今天，一定欲哭无泪。

心机学

梁思成会哭

□鲁黔

上世纪60年代清明扫墓时，老师率
领着我们这帮少先队员——— 女生穿着裙
子，男生上身着白色衬衣，打着队旗，从
大明湖路步行约十华里去英雄山祭扫烈
士墓。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
队员扫墓来。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冈铁镣
响叮叮，不是你们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好
光景……”那歌声使人心潮澎湃，热血沸
腾，眼睛润湿，也忘却了寒冷。在那个有
追求和信仰的岁月，精神的力量是无穷
的。

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始建于1949年
4月，至1968年建成，占地面积39万平方
米，故此把原来的四里山更名为英雄山。
四里山与五里山、马鞍山西麓连接在一
起，这些山脉唇齿相依，天精地血的造
化，早已是上万年的缘分了。

我们这帮1950年后出生的少男少
女，怀着敬仰的心情，爬上山坡，终于来
到先烈的墓前。在英雄山的南坡处，在苍
松翠柏的掩映里，安葬着1502名革命烈
士，其中第一排墓碑，当时应是四个，即
王尽美、鲁伯峻、刘谦初、马保三。

直至许多年后，我方知他们的生平
和伟绩。其中鲁伯峻先生，我与他胞弟余

修省长(原名鲁广益)的儿子小驹乃幼儿
园的朋友，成年后，小驹咧着大嘴给我叙
说着鲁氏家族的往事———

他的大爷鲁伯峻乃一九二一年的共
产党员，曾与毛泽东、王尽美等在党旗下
宣誓。小驹的爷爷追随孙中山先生闹了个
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在那个血雨腥风的
岁月里，想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打出一
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让黎民百姓过上
身有御寒衣、家有隔夜粮的日子。

王尽美、鲁伯峻走得很匆匆。一九二
五年王尽美先生因病故去了，一九二七
年鲁先生也被军阀杀害了。苍天不公，英
才早逝啊！在山东的大地上，最早共产党
的党部便设在如今“制锦市街”的一座老
宅里。鲁伯峻的父亲，在院门口挂着律师
事务所的牌子。于是乎，王尽美、邓恩铭、
鲁伯峻等先辈们都来此处，把大门关紧，
留下放哨的，在一闪一闪的煤油灯下，运

筹帷幄着共产党的事业。
五十年前，乍暖还寒时，在墓前我们

这帮少先队员，举手盟誓 :“沿着革命烈
士的 足迹，为 共 产 主 义事业 奋 斗 终
生……”

2015年的清明时节将至，伫立山下，
我又忆起四十多年前的事情。英雄山的
北坡处，原来是没有植被的。如今济南府
六十岁左右的同龄人大概还记得，上世
纪70年代初参与的义务植树。在山的陡
坡处，用镐头和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
坑，把苍松翠柏的树苗种上，掩上黄土，
从山上至山坡传递着水桶，浇灌着干涸
的黄土……

于是，英雄山的北坡才有了今天的
郁郁葱葱。放眼望去，山北部的革命烈士
纪念塔是那么的雄伟挺拔，毛泽东亲题
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镏金大字，在
阳光的照耀下是那么灿烂！

碎碎念

清明英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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