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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
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
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
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
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
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
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
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
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
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
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
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
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
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
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
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
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
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
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
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
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
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
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
开校友会——— 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
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浑蛋！”那天
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
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
口钟（无袖，不开衩的长外衣，形似斗篷。俗
称“一口钟”——— 编者注）。除了体育教员，
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

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
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
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
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
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
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
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
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
能都叫得上名字来———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
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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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
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
气——— 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
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
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
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
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
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
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
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
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
个问题：Mr. Lin Guoda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
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
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
“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
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

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
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
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
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
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
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
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
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
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
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
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
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
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
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
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
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
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
头——— 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
音。他现在成了洋人——— 美籍华人，国际知名
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
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
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 火
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
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
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
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
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

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
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
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
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
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
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
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
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
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
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
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
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
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
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
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
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
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
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
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
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
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系的教授外，
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
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
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
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
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
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
《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
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
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

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
“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
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
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
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
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
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
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
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
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
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
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
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
写。

《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中美差距及
走向》一书，探讨了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
大国128年以来，英国、德国、苏联、日本等第
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走向衰退并失去第二经
济大国的地位。日本、苏联都在GDP接近美国
的70%时分别受到美国遏制，而2017年中国GDP
达到美国的63%，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明显
加大，难道这纯属巧合？当今世界大国竞争的
内在规律和现实逻辑是什么？

本书作者在三年前就预测到中国成为第二
经济大国之后，必然面临与当年日本、苏联相
同的问题，并开始研究反遏制的对策与措施，
我很赞赏作者的预见能力。

我从事外交工作45年，特别是在联合国工
作以及参与裁军谈判期间，参与并见证了许多
重大国际事务、外交事件、贸易争端、军备摩
擦的谈判与最终解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
国竞争与合作、地缘政治与民粹主义、人类文
明与大国霸权等有许多亲身的体验与体会。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当
前，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特朗
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触发了国际关系的
重大调整，地区冲突和多个热点问题频发，恐
怖主义、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气候变化等国
际安全形势严峻，世界各国面临着许多共同挑
战，但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普惠发展仍然是
各国的共同愿望。

我与美国人打交道30多年，客观地讲，作
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
和广大民众对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
做了很多好事，在许多情况下，事实上主导或
协助制定了许多国际规则，提供了许多国际公
共产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过许多重大贡
献。但是，美国利用规则谋取“国际霸权”、
维护美国利益、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的真实意图
却从未改变。

几十年来，美国的一贯做法就是通过其国
内法则实施长臂管辖，比如在伊朗、朝鲜等问

题上以及“银河号事件”上也都是如此。目前
针对中国的“301调查”等，依旧是美国运用其
国内法则处理国际事务的惯用做法。此外，美
国还擅长以“意识形态”为工具，高喊“民
主、自由、人权、法则”，但它对自己从来都
是另一个标准，坚持“美国优先”“美国利益
至上”，对盟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战略对
手却是高悬霸主鞭。这些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
“法宝”。作者形象地运用“鞭子”“框子”
“票子”“笼子”“幌子”“才子”概括和总
结了美国成为第一霸主的六大“法宝”，甚有
新意。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很赞同书中“美国不会轻易允许中国的崛
起，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发展的权利与机遇”的
基本判断。美国曾用多种手段成功地遏制了日
本、搞垮了苏联，也没有放弃打压欧盟。但有
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中国绝不是当年的日本、
苏联，也不是欧盟，除了中国崛起的方式与上

述国家和地区不同之外，崛起将是必然的。
2010年中国经济重回世界第二位，这不仅改变
了持续37年的“美国第一、日本第二”的世界
经济格局，而且还取代了美国保持110年的制造
业大国地位。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并没有获得西
方国家的认同，它们仍用“冷战”时期的思维
对待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
列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战略竞争对手”，遏
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显，遏制中国的力度
也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角色已从competitor转
变为rival power，国人不应该再有任何幻想，必
须居安思危，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国家安全。本
书提出如中国处置失当，则有可能落入“第二
经济大国陷阱”的12种途径，很有新意，值得
深入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措施。

《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中美差距及
走向》

王宏广 等著
华夏出版社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
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人张继
仅凭一首《枫桥夜泊》，就在平平仄仄的《全
唐诗》中站稳了脚跟。而寒山寺也拜他所赐，
成为远近闻名的游览胜地。可见写作这件事，
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写出成就，绝对可以如
张继等青史留名。

作家叶开认为写作就是词语的魔法。魔法
词语组合，对于写作来讲，是一项必练基本
功。好的句子，有趣的句子，一定不是重复
的，而是创新的，是距离遥远的词语碰撞出来
的。新思维需要不同事物、不同物质的碰撞，
是真正的“头脑风暴”。叶开在最近出版的
《写作课》中，以平实而不乏幽默的语言，为
写作爱好者们上了《语言的运用与逻辑关系》
等十堂很好实用的写作课，指导大家如何在
“深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写作”。

十堂课，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包括取舍

写作内容，如何开头和结尾、设置人物关系、
修改和提升，又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升写作能力
等。写作类型涉及小说、说理性文章、叙事
文、诗歌、评论性文章和书信。

这是一份来自莫言、阿来、苏童背后的资
深文学编辑的写作指南。一个有活力、开脑
洞、妙趣横生的写作课堂，即学即写即用，刺
激你的创作欲野蛮生长，快乐写作治愈“下笔
困难症”。以《语言的再创造》为例，叶开认
为语言就像纱厂的纺线，一条丝找到头拉出
来，拉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写作就是找到一
个纱头，后面的语言就是纱线，不断地扯出
来。写作，就是扯出你身体里、你心中的纱
线。

关于“诗语与情语”的问题，叶开说诗歌
的语言不能符合生活，生活中很少有人用诗的
语言来讲话，诗的语言不是日常生活的节奏。
真正的诗是无法复原为一篇散文的，凑在一起

读不通顺。如果凑在一起逻辑合理，很通顺，
那就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诗。这实际上从语言
的角度阐释了诗歌的标准。而散文语言却可以
与日常生活对应。如果不对应，会形成非常糟
糕的落差。

一名卓越的作家，观察力会很独特，思维
会很敏锐，会以自己的文字表达呈现出一个被
隐蔽的现象，或表达出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事
实。“使不被看见的被看见”，这就是写作的
魅力所在。叶开希望大家做一个看得更多、想
得更博、写得更精深的现代人，以广泛有效的
深阅读来拓展我们的视野，以切实有效的创造
性写作来磨砺我们的思维。在“深阅读”的基
础上进行创造性写作，从而让写作成就我们的
人生。

《写作课》
叶开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母亲，谢谢您”“母亲，对不起”，如今
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
不自觉间还会把这样的话脱口而出，可见母亲对
他的人生有多么大的影响。

《稻盛和夫：母亲的教诲改变我的一生》一
书中，作者讲述了不少他幼年到少年时期的成长
故事，而这些故事中少不了父母的身影。稻盛和
夫回忆说自己小时候是个一哭能哭三个小时的
“熊孩子”，而忙于事务的母亲有时分身乏术，
只能过来瞅上几眼，就再次离去，不能长时间陪
伴自己。

可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却从没有被忽略或遗
弃的感觉。

哭累了，间歇休息的小和夫，会看大矮桌底
下的各种花纹，发挥充分的想象，幻化出自己的
童话世界。

从这点来看，稻盛和夫总结到，也许所谓的
母爱，并非是一定要每时每刻都陪在孩子身边才
能被感受到的情感。

小和夫初上小学，在所有家长准备离开的时
候，只有他拉着母亲哇哇大哭。当时本来家里有
很多事情的母亲又是怎么做的呢？她是很难为情
地站在那里，等待次子情绪的平复。在以后好几
天的时间里，又亲自送小和夫去上学。当家道败
落的和夫，好不容易上了高中，而又因为痴迷于
棒球荒废学业时，母亲并没有对他声嘶力竭地大
声训斥，而是心平气和地给他讲述事实。

这样做的结果，比当头棒喝的功效要大得
多，儿子在母亲的平静讲述中幡然醒悟步入正
途。

父母的性格互补相得益彰，对孩子成长的影
响巨大。“不贷款主义”“当场现金购入”等经
营准则都秉承稻盛和夫父亲谨慎自律的性格；
“存善念，从善行”，“人在做，天在看”都是
稻盛和夫母亲的言传身教。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夫越来越认同“命运”与“因果法则”的双重因
素对人生的影响。“人生即修行”“只要多做善
事，就会有好的福报”这样的信条可以从他挽救
濒临破产的日航公司，建立京都大和之家收养被
遗弃的孩子等多方面的事迹中得以展现。“坚持
正确的做人准则”这是稻盛和夫最重要的道德感
和伦理观，理念来源于做事可靠的父亲和善良、
勇敢、刚毅的母亲，正是践行这样的准则，他才
创造出三家企业的辉煌业绩，成为日本乃至世界
商界的传奇人物。

《稻盛和夫：母亲的教诲改变我的一生》
【日】稻盛和夫 著 邓超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
家、作家、革命家。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
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远远超过个人生
平的记录囿限，以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厚
重的大著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作品的编写自1852起，至1869年。回忆录的
大部分文章都曾陆续在赫尔岑创办的刊物《北
极星》和《警钟》上登载，后又在伦敦、日内
瓦等地刊发单行本，成书编排不完整、不系
统，事件错乱，但赫尔岑并不打算修正时间
线，也不打算调整结构、规范主题，他觉得
“这都是事实”，写下的那一刻，就是最真实
的内心。

我们读到：赫尔岑家族的日常生活，八面
玲珑的参政官，古怪的“化学家”，总是板着
脸的父亲，劳作不息的仆佣们；老头儿斯捷潘
诺夫，战争期间，为了生存，卖了一些庄园的
木柴，遭到主人的惩罚，至死忠心耿耿；渴慕
新潮进步，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不管有无彼
岸），勇于尝试，敢于反叛的年轻人们；初萌
的恋情，罗曼史，私奔，缔结秘密婚姻，彼此
的誓言，爱与奉献；流放，西伯利亚，组织革
命，失败，友情的背离与异化；四处流亡，与

秘密警察周旋，办刊，出版，论战；与国内形势的
联系，与各色人物的交道，与各种思想的接
触……因为是“我”，感情饱满，非常动人。

赫尔岑的书写皆立足实处，而笔墨之所
向，灵活到难以描述。爱之所苦，情之所系，
思之深潜，论之犀利，敏锐的感受，激烈的反
应，这是一颗勃勃跳动的灵魂，他对高贵与虚
伪、对骄傲与卑鄙，有着极致的表达，而又完
全不涉粉饰、不作教条，这是真实的“一个
人”所能到达的境界。因为“我”之存在，
“我”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这些文字不管在什
么时候被人阅读，总会激起读者的感动，所以
经典，所以不朽。

在“我”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何谓“历史
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个“我”有着
“人”之共性，有着“人”之普遍性，有着生
而为人的闪闪发亮的东西。这个“我”也有着
独特性。赫尔岑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欧洲当时激
进的自由派思想家，借助赫尔岑的主观描写，
与某种不可言喻的戏剧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一
幅广阔、真实、入木三分的图像。

少年赫尔岑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在莫斯科
的麻雀山上宣誓，“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

争献出我们的一生”。青年赫尔岑对人和人
类，对追寻个人的自由、现在的自由有着深刻
的信仰，这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难以实
现，因此他不得不远赴异域。中年赫尔岑是一
个成熟的、充满斗志、意志顽强且依然虔诚地
致力于社会重建事业的自由主义激进派，以炽
烈如焚的激情贯注一系列的政论、批评与随
笔。晚年赫尔岑说，“自由何以可贵？因为它
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将自由牺
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献祭”。

作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者，赫尔岑的思
想植根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说。赫尔岑在清楚认
识、逐渐深入西方的过程里，也在不断寻找直
面真理的勇气，在他对西方的吸收与批判中，
我们能感受其精神探索的全部深刻性，还有其
理念的未完成性。赫尔岑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自
己是革命的“堂吉诃德”，正因为如此，明知
自己投身的社会理想距离实现无限遥远，而奋
不顾身、一往无前，这里面包含的热情和真切
的痛苦，是“一个人”全部的付出。

《往事与随想》
[俄] 亚历山大·赫尔岑 著

译林出版社

■ 速读

西南联大的金岳霖先生
□ 成超 整理

大国竞争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逻辑
□ 沙祖康

被爱环绕
□ 朱延嵩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 林颐

笔底波澜，词语魔法
□ 邓勤

汪曾祺写生活琐事、身边人物，
幽默风趣又乐观积极，读来让人忍俊
不禁，仿佛人人可爱，事事可玩味。

■ 新书导读

《漫游者》
朱天心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死亡之书，是死亡直接启动了
这一趟书写。朱天心的死亡书写包裹瑰丽的
文学想象、哲学思辨与博闻知识，从《奥德
赛》的灵魂絮语，到爱伦坡的华丽章句、宫
泽贤治的同名童话，以想象演练死亡，以书
写创造死亡。

《基因中的人类简史》
[澳] 克里斯廷·肯奈利 著

天地出版社

这是一本集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
遗传学、医学、人类学以及商业、科学领域
的趣闻逸事和许多魅力人物的生活经历于一
身的妙趣横生的书，展示了基因传承给人类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来的影响，并逐一解
开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

《冬泳》
班宇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仿佛浪漫时代的行吟诗人，以准
确、克制、优美之笔，书写强力广阔的歌
谣。笔下人物在现实的挤压里普遍带有一
种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在他们身上，除
了表演出来的“幽默”，还有深藏不露的
玄妙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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