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春天里，北京大学迎来了一
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巴科——美国哈
佛大学校长。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巴
科发表了《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的
演讲，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演讲中说
了这样的话：“从上上个世纪开始，哈佛
大 学 就 一 直 向 东 方 探 求 知 识 ，谋 求 合
作。1879 年，戈鲲化先生带着妻子和六
个子女，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波士顿，成
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他从中国
带来的经典书卷，是哈佛获得的第一批
亚洲语言文献，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
早的馆藏。”他还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戈
鲲化先生今天能回到波士顿，看到很多
和他一样生于中国的学者在哈佛任教，
一定会感到欣慰。他如果得知中文已经
成为哈佛第二热门的外语科目，一定会
感到高兴。”

这位在哈佛校长口中念念不忘的戈
鲲化，到底是什么人呢？

如果时间退回到 1879 年的夏天，在
美国波士顿市的哈佛大学校园里，我们会
看到一道特立独行的中国风景：一位没有
西装革履，依然穿着清朝官服的中国人，
手里拿着一叠中英文对照的教材《华质英
文》，在校园里从容不迫地行走，他彬彬有
礼地和高鼻碧眼的洋学生们点头问候，脸
上的神色睿智而优雅——他就是戈鲲化，
中国第一个向西方世界大学外派的教师，
被史学家誉为“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
人”。

戈鲲化是徽州休宁人。少年的他天
资聪颖，读书刻苦，尤其是官话和古典文
学造诣更是高人一筹，和那个时代所有
的读书人一样，读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
入仕，戈鲲化在家乡顺利通过童试，获得
秀才的名分，接着远赴南京参加乡试，考
中举人。眼看人生的大抱负就要实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母双亲竟先后患
病离世，悲痛之余也无心“应战”，再后来
的科考都以落榜告终。接下来何去何从
呢？按照他自己的讲述，“读书不成，从
军幕府。”头脑灵通的戈鲲化拒绝科考，
不在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他来到
黄开榜的身边，在这位清政府平定太平
军的将领府衙当了五六年幕僚，随后又
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后移居
宁波，来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翻译生
兼中文教师。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颠
沛流离的生涯有了巨大的改变。19世纪
末，美国哈佛大学决定设中文讲座，培养
通中文的人才，以增强美国在中国进行商
业贸易的能力。经过考察，他们找到了有
深厚古典文学修养和开放性格的戈鲲化，
光绪五年 (1879)五月的一天，美国领事鼐
德在上海总领事馆，代表哈佛大学校长
埃利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随
后，戈鲲化带着妻儿，经过 50 天的航行，
横跨太平洋，到达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了
他在异国的教书生涯。这一年，戈鲲化
43岁。

一切皆如做梦一般，戈鲲化漫步在哈
佛校园，周遭是叽里咕噜的洋话，放眼是
异域的风景，这里的一切和徽州不同，和
上海、宁波也是大相径庭，家园实在是太
遥远了，还回得去吗？戈鲲化收回感伤的
思绪，拿出徽州读书人的倔劲，发誓要在
美国干出点名堂。

随后的三年，戈鲲化以自己标新立
异的做派和厚重的中国文化修养成为哈
佛大学一道人文风景，他依然长袍马褂，
坦然自信地来到哈佛的课堂，为洋学生

打开一扇神秘的东方文化之门。日常交
往中，导师戈鲲化变成诗人戈鲲化，任何
场合，他都不忘吟诗、作诗、讲解诗，用自
己“诗化”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周遭的人。
他眼光独特，胸有成竹，精心编纂了中文
教材《华质英文》，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
诗歌的价值，哈佛大学称这部教材是“有
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
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
的教材”。美国学生从他内容丰富的诗
文讲解中，强烈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中国古典诗词的无穷魅力，当
时的美国校方这样评价戈鲲化：“作为东
方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代表，他把如此古
老、宁静、优秀的文明带到我们这个国
家。他将一个古老民族的沉静文学传授
给一个迅猛发展的民族，教给我们许多
东西，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一个富有声
望、内涵深刻的学者。”美国的媒体则评
论：“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
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
受。”在社交时，他儒雅飘逸，随口就是抑
扬顿挫的吟诗答谢，完毕则微微一鞠躬
而退，简直帅呆了！迷倒了大片的美国
人，他们叹道：“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
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

一切都按照良好的愿望在推进，哈佛
已经完全接纳了这位优雅的东方人。眼
看三年的教学合同就要到期，戈鲲化的思
乡情结越来越浓烈，深夜，他在书房吟哦
着李白的《秋风清》：“秋风清，秋月明。落
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
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秋天，是归家的时
候，而现在已是初春，归乡的日子不远了。

该是天妒英才，不幸的事还是发生
了，这年二月，戈鲲化因感冒而转发肺炎，
多方治疗无效，竟然凄惨地客死异乡。

临终前，哈佛校长去看望他，他依然
表现出一个学者的严谨和担当，他向校
长表达了耽误课时的歉意，又吟诵了赴
美前夕写的《答陈少白巡检 (兆赓 )》一诗：

“抟风偶尔到天涯，寄语休嫌去路赊。九
万里程才一半，息肩三载便回华”。吟
罢，两行清泪流下，他知道，家是永远回不
去了……

戈鲲化从徽州大山之中的休宁走出，
带着徽州特有的文化气息和精神气质，以
非凡的勇气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
者。独行的路上尽然艰难，但他以无畏的
跋涉和倔强的形象，确乎为两个迥异的国
家架起了一座文化之桥，树起了一道人文
的丰碑。

所以今天，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
馆，依然悬挂着戈鲲化先生的巨幅照片，
相片里的他依然穿着长袍马褂，安详自如
地凝视着每一位从他面前经过的学子，坦
然接受一座世界知名学府的永远敬意。

歙歙之情缘之情缘
——三百砚斋主人周小林传

□ 徐 刚

【连载】

也是在艺校，“自从一睹桃花
后，直至终身不复移”这句诗成了
周小林对刘正英的情感写照，周小
林将这份感情一直保持了六十年。

缘分真是一种令人莫名而感
动的东西，同为艺校学生的小师妹
刘正英，不仅与周小林来自同一个
地方，而且还一同分在了梨簧班。
那时候已经在三位老师那里“得
宠”的周小林并不知道，就在自己

默默练功的同时，还有一位漂亮、
温婉的女同学也在默默地织着网
包。

“你这勾的什么？”有一日，小
林好奇地问刘正英。

“网包啊，给你装练功服、练功
鞋用的。”刘正英看了周小林一眼，
轻轻地说。

周小林一听，心中顿时欣喜又
酸楚，然而却是欲说还休，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过了几日，小林在
练功房教刘正英“三十二刀”，谁知
道练完功休息的时候，刘正英噘着
嘴，有些委屈地说：“给你勾的包被
班主任收掉了。”就在周小林安慰
刘正英的同时，青春年少的情愫如
同湖面泛起的涟漪，在两颗纯洁而
互相吸引的心灵之间一圈圈荡漾
开来。

青春年少的周小林当时并不
知道这样一份珍贵的爱情已经开
始萌芽，他只是沉浸在出生以来最
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们一同练
功，一同上课，一同坐在木桥上朝
湖水里面扔着石子。周小林从来
没有想过，自己这颗被亲生母亲抛
弃的石子，此刻能够从刘正英身上
再次体会到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有
别于王瑞华的母爱，更多的是一份
女性的柔情和体贴。

怎样的关心？体贴到什么程
度？周小林说起与刘正英的往事，
老泪潸然。三年困难时期最艰苦

的时候，全校师生步行十余里山路
去芜湖神山大炼钢铁。

当他们这些馋嘴的男生将作
为中餐的浮萍发糕啃食殆尽的时
候——

当孩子们在返回学校的路上
饥肠辘辘的时候——

当身边不断有路人跌倒再也
没有起身的时候——

一只纤细的小手将一半带着
余香的浮萍发糕塞进周小林手中，
那是刘正英省下的口粮，也是她对
小伙伴的最珍贵最无私的情谊。
周小林接过发糕，什么也不说，只
是在心中思忖，这个小师妹怎么这
么好。而这个小师妹后来也成了
与周小林相扶一生的贤妻良母。

周小林读芜湖艺校始，便是三
年困难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乡里传来噩耗，老裁缝因为没有吃
的，先是两腿浮肿继而蔓延全身，
某日从裁缝桌倒地便没有再起来，
手里是一件没有缝制完的上衣，上
衣连同老裁缝握了一辈子的木尺
一同坠落在地。

老裁缝死了，小林心中更多了
一份牵挂，对养母的牵挂，这位恩
比天高的养母在周小林心中，是圣
洁而完美的！

时值艺校举行汇报演出，周小
林由于在校期间的表现出色，特地
被安排表演梨簧小戏《安安送米》。
《安安送米》为明代传奇《跃鲤记》之

一折。剧情为书生姜诗听信谗言，
又为母命所逼，将妻子庞三娘休
弃。三娘无颜回娘家，投奔一处尼
姑庵，终日以泪洗面。蒙冤受辱，夫
君无情，三娘本想一死以证清白，可
又怎生舍得年方七岁的儿子安安？
娘无安安心已碎，安安无娘谁来
疼？这边厢娘思安安，那边厢安安
思娘，娘在尼姑庵想安安了吗？娘
有饭吃吗？于是安安瞒着祖母背着
一小袋米跋涉尼庵寻母去了。

这一出戏正好与周小林的身
世暗中契合。当周小林上台之后，
背负着半袋大米朝尼姑庵缓慢前
行，舞台上短短的十几步顿时化作
周小林这十几年来的历程，所有对
母亲的思念，生母的抛弃，养母的抚
爱，都一股脑儿涌上“小安安”心头。

《安安送米》是周小林的启蒙
戏，听罢老师说戏，小林一阵心颤：
安安如我，我如安安。周小林自幼
纠结于心的是为何高山抛石头，把
我卖了？他怨恨生母又何尝不思
母、不想寻母？都说儿子是娘身上
掉下的一块肉，亲娘却把这块肉当
作石头扔了，扔到养母王瑞华怀里
了，养母日思夜梦，“儿啊！儿啊！”

导演告诉他，“你不是小林，你
是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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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 导读：2019年 3月 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时指出：“教育交

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

当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巴科发表了《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的演讲时提到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

——戈鲲化先生。这位大名鼎鼎的中美文化交流先驱者正是徽州休宁人士，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戈鲲化

究竟为中美文化交流留下了哪些故事……

戈鲲化（资料图片）

这些年有一个心愿，很强烈。那
就是走近你。

早就知道你的祖籍在徽州，在休
宁，但你的家乡却一直孤陋寡闻而远
离你。早就耳闻你一百年前就扬名美
利坚，是第一个登上哈佛大学讲台的
中国人，但你却还一直甘愿寂落，任时
光流淌，由差点被岁月湮没。兴许你
血脉中有着徽州人足够的沉稳和智
慧，兴许你所处的时代和国度对于你
有太多同情和无情，你犹如流星陨落，
你更似昙花一现。可是你毕竟跨越太
平洋了，你终于在哈佛开讲了！因此，
你拥有的所有，都注定是历史，是记
录，更是写满的骄傲。

听说哈佛大学图书馆挂有戈鲲化
的肖像，那一年首赴美文化交流，作为
同乡的我想专程去“拜访”你，却因节
假日关门没能如愿。几年后，再一次
到波士顿，天很冷，最后行程只有几小
时了，我仍执拗要单独去“找”你，看了
几个图书馆都未见你踪影，有些失
望。后有人点拨，哈佛图书馆有上百
个，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你恐怕在燕
京，再一看表已没有回旋空间。

好心焦！好气急！好自责！怎么
不事先做功课、搞清楚？

一
徽州人要强，常常十三四岁往外

一丢。但徽州人走天下，心胸宽广，友
朋四方，你就是一个杰出代表。在美
国朋友中，你与曾任美国驻清公使馆
头等参赞兼翻译卫三畏走得最近，而
这位卫兄也没辜负你的友情，任职归
国又赴耶鲁大学，担任中国语言文学
教授，弟子开始庞大起来，影响也卓尔
不凡。有人评论，你与他是在美国本
土开展中国文化交流的“开山之人”！
也许你曾当面听到过赞誉，你肯定常
常会谦逊地摇头，用徽州腔宁波调大
声说道：“何以当担，过奖过奖！”也许
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你身后
有些寂寞。但历史就是这么书写的，
你所发出的光亮完全足够撑得起那一
方天空。

上苍无眼，大地有泪。你还不到
五十岁，你的事业才刚刚起程，你那徽
州腔宁波调的中国官话已开始征服了
美国本土，你曾惦记的那艘从中国起
程的装满瓷器的大轮，已悄然停泊在

象征美国国家独立“五月花”号停过的
码头上了，也许你正准备授完课后，边
散步边去瞧瞧那来自大洋彼岸的家乡

“精美青花”。如今“精美青花”仍在博
物馆静静展示，可你呢？还有，你绝对
不曾想过的是，距你 120年后，如你一
般稀奇，一幢来自你的故乡名为“荫馀
堂”的古建筑也漂洋过海到了波士顿，
哈佛大学的边上，文化交流又续上了
新篇。可惜啊可惜!你却早早地走了！

二
好在报纸替你保留了一部分。
看看《哈佛大学清国教授客死波士

顿》，1882年 2月 15日的《纽约时报》是
如何报道你的吧。

“波士顿，2月 14日电：
大清国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教师戈

鲲化教授于今天下午在他位于剑桥的
家中突然因肺炎去世。他患感冒大约
已经两周，但人们没料到他的病情竟
会如此恶化。

戈教授于 1879 年 9 月来到这里。
从那时起，他在这所大学开始了为期
三年的汉语教学工作。居位剑桥期
间，他那优雅的风度、谦虚的举止和与
人为善的品格，都给接触过他的人留
下良好的印象。”

仔细品读，报道显然已迥异于前
篇，说明你的努力和影响。文章还评述：

“聘任戈鲲化教授，起因于这座城
市的法兰西斯·P·鼐德于 1877年发起
的一次运动，鼐德发起这次运动的宗
旨是要在哈佛大学里确保汉语教育的
教学品质。人们指望通过这种做法能
让这里的年轻人适宜于在清国政府中
获得高阶层的职位，或让他们能够在
大清国拓展商业事务，以此来推动这
两个国家之间的商业交往。但是，人
们发现，要聘任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
的、愿意离开祖国而承担这项工作的
清国先生殊非易事。不过戈教授终于
让我们放下心来，他经过本国政府的
同意，自愿来到这里从事这项工作。

“戈鲲化教授是清国宁波人（祖籍
休宁），死时只有四十多岁。他早年就
以在汉语官话和汉语文学上的造诣深
厚而著称。虽然他刚来这里时一句英
语都不会讲，但在此地任教期间，他学
会了我们的语言，并且能用英语相当
流利地交谈。戈教授总共只有四五个
学生。但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所取得
的成果仍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这位教授的任期原本于今年期
满。他身后遗下了一妻六子。这六个
孩子中，最大的两名分别为十四岁和
十一岁。这两名孩子在离开大清国来
到我们国家之前曾被大清国皇帝陛下
破格赐任为满清官员。下个星期六就
将是大清国的新年了，这一天本是戈
教授满怀欢欣企盼着的，因为戈教授
的习惯是只有这一天才能在自己家里
享受祖国的节日习俗……”

时报的视角是独特的，文字更是
细腻的。读到这里，我突然莫名悲伤

起来，为你，为汉语，也为当年的祖国。
三

此时为公元 2011 年 10 月 1 日的
凌晨，新中国 62 周年国庆日。窗外，
新安江水静静流淌，远处偶尔传来几
声汽车喇叭声，夜已睡熟了。可是，你
鲜活的形象却让我夜不能寐，你孤独
的人生更让我感慨万分。

当我与你隔空 129 年后，我依然
凭栏在苦思冥想。想你那三个坚持，坚
持用中囯官话讲座，是为力求原汁原味
吗？坚持穿官服、戴官帽上课，是提请
学生注意东方的尊师美德吗?坚持用自
编中文教材《华质英文》(ChineseVerse⁃
andProse)，是在生动展示中国文化吗?
这坚持到底为什么?我猜想的对吗?

很快，我得到了答案。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

没有人探讨过西方人如何学习东方文
化。而你雄心勃勃地做到了。这是

“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
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
国诗词的教材”(哈佛校方评语)。教
材收录了你自己的诗作 15首，有英文
译文和解释，还有平仄发音。你在序
言里说：“……航海而西，以华文掌教
之余，学英语，习英文……继与诸博雅
讨论有韵之文，彼亦慕中国藻词之
妙。只因书不同文，方心圆智，未能遽
凿破浑沌。屡索余诗，爰取《人寿堂》
旧作四首，又至美后所作十一首译示
之，并附诗余尺牍各一。”你的以诗歌
入手教习中文的手段，可以说是独树
一帜。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多半诗作
不错，而传统中国也的确是个诗歌的
帝国。赴美前夕，你曾写《答陈少白巡
检 (兆赓)》一诗道：“抟风偶尔到天涯，
寄语休嫌去路赊。九万里程才一半，
息肩三载便回华。”表明了自己三年的
志向。在今天看来无疑有壮士断腕之
决心。你去了，但你并未再回!

你“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独特
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
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美国
报纸评论)。你讲课时昂首阔步，在美
国人的社交圈中吟诗答谢时抑扬顿挫，
完毕则一鞠躬而退，美国人叹道：“我
们在中国大圣人孔子身上可以发现类
似的品质”“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
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

这就足够了!你的家乡徽州会为你
骄傲，你的祖国老少更会为你自豪!媒体
又开始关注你了，除了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新安晚报也发了你整版文章。学界
也开始盯上你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
授张宏生为你出版了厚厚的专著《戈鲲
化集》，还有好多好多学术成果。而我
曾同张宏生教授，同很多朋友商议，要
在你的家乡为你办个展览。反正，我
们可以也应该为你为文化做点什么
了。

不是吗？！面向未来，中美两个大
国要共同开辟新天地，首先需要的还
是你曾先行的，那就是文化的交流、沟
通、碰撞和融合。这一点越来越迫切
了！因为过去，我们似乎更多地关注
那些西方文明的传入者们，而忽视了
像你这样为西方传播东方文明的人。
然而文化的交流不应该，也不可能是
单方面的。

我们需要的是继续走出去，而且
是大踏步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 2月
22日 18版）

他着长袍马褂登哈佛讲坛
□ 黄永强

你好，戈鲲化
□ 胡 宁

□ 姚献华

乡野画家姚志强乡野画家姚志强
【艺术人生】

在仿佛流动山水画卷的新安江畔、彭泽尖山
麓，闪耀着一颗绿明珠——歙县深渡镇九砂村。
这个依山傍水、坐落在国家 4A 级风景区新安江
山水画廊之中、山水间立起的以晒秋声名远扬的
渔村，有一家小店铺叫“临江仙居”，房子彰显新
徽派建筑特色，门前江水荡漾，翠柳依依，室内书
画作品琳琅满目，可谓室小雅大、独具特色。

“临江仙居”的主人叫姚志强，年近七旬，中
等个子，五官端正，浓眉大眼，性格开朗，老当益
壮。平时说话声音宏亮，待人和蔼可亲，彬彬有
礼，显得刚毅与儒雅。

姚志强是个志于进取、多才多艺的人。年少
时，恰逢文革，因家中兄弟姐妹较多，生活困难，
初中就辍学在家务农。但他人穷志不穷，吃苦耐
劳，勤奋好学，几十年来，坚持一有空就看书学
习，苦练书画基本功，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和能力修养。夜幕降临，茶余饭后，姚志强常给
聚集休闲的村民们绘声绘色地演讲《三国演义》
《红楼梦》《西游记》等轶闻趣事。年少时，他就能
说会道，喜爱棋琴书画，在新安江畔就小有名气。

姚志强更是一位受村民们乐于称道的画
家。他很有绘画天赋，青年时代在歙县茶厂做临
时工，就虚心拜姜林和、叶善祝等名家为师，习学
花鸟、山水画。并遍游徽州古城细心观摩众多墙
面壁画，揣摸绘画技法，博采众长。

他画花鸟，有着汪采白清秀隽永之风，栩栩如

生，灵动鲜活；绘山水，有着黄宾虹纵横奇峭之趣。
作品构图简洁而饱满，想象大胆而丰富，尤其注重
色彩对比，用色和谐滋润。他的画作都是他心灵
的表达，在新安民间绘画艺术百花园里鲜艳夺目。

他的画不仅跃然纸上，悬挂在寻常百姓厅
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品大都描绘在百
姓屋舍墙头。徽派建筑讲究砖木石雕，那么墙面
壁画更是不可缺少。凡是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建
新房、入新居，有求于他，，家中再忙，也不惜放下
农务活，愉快地奔赴他家作画。绘墙面壁画，需
要站在脚手架上，系室外高空作业。年轻时，不
觉得累，年长后，挺立脚手架之上，血压一升高，
便感到头晕目眩，但他为了画好每一幅作品，服
药后坚持创作绝不误工期。有时只是在墙上画
了一条线，可顺着这条线想，纵情挥洒，一幅活灵
活现线条美的作品便产生了；有时是先构思一个
主题，再根据主题精心地慢慢创作。不管严寒酷
暑，他都能以最佳状态，以最好的作品奉献给观
众。绘画带给他的是一种欣慰与快乐。

姚志强的墙面壁画，很接地气，具有典型乡
村韵味和淳朴粗犷的风格，创作灵感大都源于农
村生活，取材于自然。有的是春夏秋冬景，有的
是福禄寿禧图等，题材形式多样化。他的画笔落
到墙上有种幽默的天马行空感，他把自己的生活
印象复制在墙上，他的画就是农村自然生活与习
俗的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