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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愚川先生是一位有着
奇光异彩、值得为之大加点赞
的学人，在曲阜师范大学的历
史上有着特殊地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强
调抓阶级斗争之时，陶愚川成
了被怀疑的敌特对象，活动受
到了监视。依据就是他于1938
年10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国
后即赴重庆，“在国民党教育
部任职”(陶愚川《留日、留美杂
忆》）。1950年又去香港，向其父
和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
长的大哥陶百川寻求经济资
助。虽然不久就返回了大陆，
但此行被怀疑是去领受政治
任务。有人更猜疑，他带回了
一架发报机，放在孔林的一座
古墓里。

外语系教授许汝民对我
说过，当年，系里曾安排他暗
中监视陶愚川。一个星期天，
陶离校外出，沿着岚兖公路，
径直西行，走到了兖州县。许
在公路下，尾随其后，悄悄地
跟着，既不能让陶察觉，又不
能跟丢。在兖州火车站附近，
陶进了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
大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就返回
了学校。往返60华里之遥，就为
了吃一顿南方人喜欢的米饭。

“文革”前期，陶先生和俄语
教授廖世喻合住在一间平房
里。房间很小，大概有十来个平
方米。当时，一些老教师成为冲
击对象。陶、廖都是挨批斗的“牛
鬼蛇神”。一天，外语系的几个
学生来闹腾。他们在房间外
门上方的砖墙上贴了“鳖窝”
两个大字的横批，又在门两
边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
八多”的对联。然后，命令陶、
廖每人都大声念一遍。陶先
生不紧张、不羞涩，淡定自然
地念了一遍。廖先生江南某
地的口音较重，因把“窝”念
成“kuò”，受到了呵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职
称晋升工作恢复了。因为晋
升职称要考外语，外语系应
当地驻军单位要求，曾向曲
阜的“一四二”医院和“八三
八”仓库、兖州的“九一”医院
等单位派去教师，举办培训
班，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外语。
当时，陶先生被派到了“九
一”医院。培训班结业时，我
和系主任陈雅民同志应邀出
席了结业典礼，并受到了宴
请。开宴前，我问陶老师酒量
如何。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
说“不要忘记我是绍兴人”。
我说“明白了”。我知道，绍兴
是出好酒的地方，“状元红”、

“花雕”就是那里的名酒。
陶先生在接受了主人的

一次敬酒之后，就全然不理会
酒桌上的那套程式，不言不
语，独自吃了起来，任凭他人
说东道西，从不插言。只在医
院领导肯定他认真负责的教
学态度和良好的教学效果，一
再表示感谢时，他才回了三个
字：“应该的。”有个军医说，陶
先生掉了几颗牙，他们几次提
议为其免费修补，都被谢绝
了。此时，陶先生依然不说话，
好像军医说的不是他，而是另
一个人。事后，我问过陶先生，
在“九一”医院期间，正好有机
会补牙，为什么不同意呢？他
做了简短的回答：“那是自然
现象，勿需补的。”

陶愚川先生有着很强的
记忆力。“文革”初期，外语系
所在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
上，满是大字报，其中，也有不
少涉及陶愚川的。于是，就有

“红卫兵”勒令陶去看关于他
的大字报，还要考问，检查他
是否看过。这就不得不看了，
陶先生拿着一本32开的油光纸
笔记本和一个铅笔头，在楼道

里走着、看着，偶尔在本上记
几个字。就这样，楼上楼下看
一遍，就把揭批他的大字报内
容装进了脑子，任凭怎么考
问，都能过关了。

外语系的庄上峰先生曾
对我说，在老教师中，他最佩
服敬重的是陶愚川先生。他
说，陶不仅品行好，而且学问
也好。他讲了“文革”中他和陶
去劳动改造的一些事。有一
次，劳动中间休息时，陶请庄
随便说个字，他就能背一首里
面有这个字的唐诗。庄说了几
个字，果然如此。他很敬佩陶
先生对唐诗的熟知程度和强
记能力，说“不服不行”。

从陶愚川先生所写的
《留日、留美杂忆》中得知，他
于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
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在上
海大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
1934年11月，入日本早稻田大
学，“专攻教育、哲学及教育
史”。1936年秋，又到了美国，

“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
育史”。1938年10月回国。

陶先生终身未婚。传说，
年轻时，他曾有一位恋人，二
人情深意笃。不料，未及步入
婚姻殿堂，恋人便去了天国，
陶先生悲痛不已，从此，便独
身一人生活。

陶先生人生旅途的后几
年是在泰山疗养院度过的。我
在党委工作期间，曾几次去看
望他。在疗养院，陶先生对我
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单身，但
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深知，
单身是很苦的。”这大概就是
他久藏心底的人生感悟吧。对
其苦，苦在何处，苦到什么程
度，非单身者是无法想象的。

1998年，陶愚川先生在泰
山疗养院去世，享年86岁。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
学教授)

内比都的

白象与别墅

缅甸首都内比都的前身是
一个小镇，宽敞平坦的大街上，
寥寥无几的行人在树荫下优哉
游哉地走着，偶尔可见骑自行
车或驾摩托车的人飞奔而过，
汽车马达轰鸣行驶的声音几乎
听不到。内比都是世界上唯一
找不清市区或者说没有市中心
的首都。政府机构散建在各处
密林山丘的掩映之中，偶露峥
嵘，有点神秘。在缅甸政府一位
部长助理的陪同下，笔者一行
参观了内比都新建的玉石博物
馆和白象园。

白象园坐落在内比都仿仰
光大金塔的一侧，里面供奉着
一大一小两只白象。在缅甸，白
象是一种吉祥的象征，据介绍，
缅甸将有好兆头的时候，白象
才会出现。内比都的那一只大
白象就是在内比都被正式宣布
为首都的前几年，才在缅甸西
北部的原始森林中发现的。当
时，缅甸政府还为象征吉祥的
白象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并把
白象“请”到新设首都内比都供
奉起来，以为缅甸的前程祈福。

其实，在内比都，笔者更感
兴趣的是在内比都所寄寓的别
墅。

这酒店的别墅群坐落在好
大一片起伏有致的山包的坡洼
处，环境优雅，空气清新，南国
树木如宇盖掩映着一幢幢别致
雅巧的别墅楼阁。人居其中，浑
然感觉入仙境一般。虽然，其时
内比都处于32摄氏度的高温
中，可和煦的暖风吹拂得人心
陶醉，一下车笔者就感到无比
的惬意，没有一丝不适的身处
异国他乡的感觉。

这是笔者第一次来缅甸。
可这第一次，就被缅甸的自然
环境给强烈地吸引住了——— 多
么好的原生态啊！或许，在现实
的地球上，这里会被一些政客
和所谓的科学家们称为落后，
还要“改善”这“落后”的生态，
可在笔者眼里，所谓的先进，正
是由无情的破坏者的手无端地
毁灭着人类的生存环境，逼迫
着人类一步步走近死亡，却还
乐呵呵地浑然不知！

早上的别墅酒店，一股股
嫩草的清芳，融合着带有润露
的晨风沁人肺腑，静谧之中，充
满着活力。走出别墅，远远地看
到有几位酒店的员工正在整理
草坪。他们有说有笑地坐在草
地上，悠闲地操作着，没有丝毫
的紧迫感，就像是幼儿园的小
朋友在草地上随意地玩耍。从
他们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和顺风
入耳、宛如莺啼的笑语声中，笔
者想象得出他们心中的安详，
艳羡之心顿起，自忖道：这就是

“真如自在”的幸福吧！
在另一处树荫里，一位男

性员工正俯身在一棵小树下，
在树根处慢慢地做着什么，他
的草帽抛在远处，看得出来，他
已经为周围的树木花丛忙碌了
一段时间了——— 他做工的神
态，透出他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和生活的无忧——— 自在！自得！

物质的充盈，只能使人们
产生更大的物欲。只有精神厚
重积淀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幸
福。笔者慢慢地想着，并细细地
品味着这块由昆仑龙脉支脉延
伸出来的土地。

(本文作者为著名书法家、
诗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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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笔记】

□朱树松

米芾这个人很怪异，个性
清高，举止狂傲，既癫又痴，弄
出了许多让常人觉得颇不合
情理的事儿。一个宋朝人，却
穿唐巾深衣，戴高檐帽，因又
嫌高檐帽碍轿顶，索性把轿顶
拆下来，坐着个没顶的轿子招
摇过市；再就是他有洁癖，据
说他洗手之后不用手巾擦，一
直拍手到干。遇到一个叫段拂
的人，米芾一眼就看中了，连
称：“真吾婿也！”后来，米芾真
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传
说有一次他让苏东坡看他的
宝砚，苏东坡就逗了他一回，
故意试试他的宝砚是否发墨，
朝砚池里吐了几口唾沫，米芾
勃然变色，随将污砚相赠。再
者，他爱石成癖，玩石有瘾，竟
然具官服向官署前一块丑石
下拜，并称之以兄，因此遭弹
劾、被罢官，然终不悔……于
是，人称他为“米癫”、“米痴”。

自己癫痴不自知，竟求证
于苏东坡。据说有一次他很郑
重地问苏东坡：人人都说我
癫、痴，你说呢？

苏东坡笑笑：我从众。
米芾的癫狂是有原因的。

一是对世俗的抗争，二是哗众
取宠，这些都是为了摆脱那个
时代笼罩在他心头上的阴影。
我们读《宋史》，才得以了解
到，米芾的母亲阎氏曾在宫内
侍奉过神宗赵顼的母亲并为
神宗乳母，其实说侍奉是官
话，用大白话说那就是神宗皇
帝就是米芾的母亲接生的。因
为这层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走后门”，米芾得以授秘书
省校书郎(从八品)，从此开始
了他的宦海生涯。

那时候视科举出身为正

途。而米芾恰恰没有学历，所
以世俗把他视为出身“冗浊”，
御史们一弹劾他，就抓他这个

“小辫子”。终其一生，他当的
最大的官才是个七品礼部员
外郎。据说，就是这样一个小
小的芝麻官，还是求蔡京推荐
的呢！然而上任不久，就遭到
了弹劾，理由还是原先那理
由，说他癫，说他痴，说他出身
冗浊，说用他这样的人影响不
好。于是，这员外郎干了还不
到一年呢，就被参下来了。第
二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
去”，死在淮阳军任上，仅活了
58岁(《宋史》说是活了49岁，此
说不确，故不取)。

米芾有学问、有诗才，这
一点连苏东坡也承认。苏说：

“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迹
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异
日为宝，今未尔者，特以公在

尔。呵呵。临古帖尤奇，获之甚
幸。”苏东坡还称赞他的书法
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他信心很足，他抗争，他
不服，他几乎谁也不服。他对
宋徽宗说：沈辽排字，苏轼画
字，黄庭坚描字，蔡京不得笔，
蔡卞得笔，但缺少逸韵。说来
说去，他是谁也不服！他嫌他
们都写得不自然，不能“振迅
天真，出于意外”，把“情”融于
隐然的意韵之中。

最后，他甚至连“二王”也
不服了。传说有一次宋徽宗新
造了一个屏风，让他写几个
字，他龙飞凤舞地写完之后，
十分得意，把笔一掷，说了一
句吓人的话：一扫“二王”恶
札，照耀皇宋万古！他的话刚
说完，宋徽宗就从屏风后面转
过来了。宋徽宗没说话，这耐
人寻味！

我认为他说这话也狂也
不狂。说他狂，确实有点过了。

“二王”是谁？要知道，王羲之
是中国的书圣呀！说他不狂，
也有道理，米芾这人创新意识
特强，《宋史》上说“芾为文奇
险，不蹈袭前人轨辙”，为文如
此，书法上亦如此，他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先学
颜真卿，再学欧阳询、沈传师、
段季展、褚遂良，最后学“二
王”。米芾的艰苦努力，使他迈
往凌云，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
书法为天下第一，他在《伯充
帖》中谦虚了一下，就心安理
得地接受了。他有这个自信，
也自觉当得起。

其实，史上也早就有了定
评。《宋史》上说他：“特妙于翰
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
意。”从这一点上说，那些高中

的举子，又有谁能跟米芾比
呢？

至于他“冠服效唐人，风
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
观之”，也不过是想引起别人
的注意罢了，或者说，就是想
出名。在封建社会这被看做另
类，或者说“不能与世俯仰”。
现在看来，这又算什么大不了
的事呢？眼下很多书画家花钱
买版面来“炒”自己，人家米芾
可没花钱！

我认为，自书圣王羲之一
出，天下书者能从王书这里打
出“筋斗”的，只有两人，一是
颜真卿，再就是米芾了。正像
董其昌说的，“脱尽本家笔，自
出机轴，如禅家悟后，拆肉还
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
非故。虽苏、黄相见，不无气
慑。晚年自言无右军一点俗
气，良有以也。”这里单举一
字，比如《蜀素帖》中的“岸”字，
米芾就比王羲之写得好！有一
位大书法理论家批注曰：“岸”
妙在横撇。与《集王圣教》“同
臻彼岸”字相较，胜在姿态，王
则平庸矣。

多少年来，人们一说就是
颜、柳、欧、赵四大家，颜、柳、欧
都是唐人，不可能评价米芾，
可是，赵孟頫对米芾却是崇拜
得“五体投地”呀！有一次赵孟
頫的一位朋友得了米芾的一
幅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中间
缺了两行，赵的那位朋友要赵
孟頫摹仿米字给补上，赵孟頫
也答应了。可是，赵孟頫连写
了七八遍也没成功，最后只好
承认办不了。所以他说：米老
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
然拔秀，诚不可攀也。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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