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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8833年年贝贝聿聿铭铭获获得得普普利利兹兹克克奖奖，，这这是是
全全球球建建筑筑界界最最高高奖奖项项，，有有建建筑筑界界的的诺诺贝贝尔尔
奖奖之之称称。。颁颁奖奖词词中中提提到到，，““贝贝聿聿铭铭给给予予了了我我
们们本本世世纪纪最最优优美美的的室室内内空空间间和和建建筑筑形形体体

““、、““他他始始终终关关注注他他的的建建筑筑周周边边的的环环境境””、、
““他他拒拒绝绝将将自自己己局局限限于于狭狭隘隘的的建建筑筑难难题题之之
中中。。””

对对于于建建筑筑我我们们或或许许只只能能从从外外观观考考察察
其其形形制制如如何何，，一一见见钟钟情情或或一一见见扭扭头头，，至至于于
内内在在的的文文化化含含量量、、传传统统基基因因、、精精神神实实质质、、环环
境境因因素素，，以以及及心心灵灵是是否否美美丽丽，，常常被被一一眼眼带带
过过而而忽忽略略。。但但是是，，这这一一次次例例外外，，美美秀秀美美术术博博
物物馆馆以以其其可可以以理理解解吃吃透透的的俊俊秀秀与与心心灵灵共共
鸣鸣震震撼撼了了我我，，一一见见钟钟情情，，情情意意有有些些绵绵绵绵，，以以
至至于于离离开开时时难难分分难难舍舍，，步步步步回回头头。。

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位位于于日日本本滋滋贺贺县县甲甲贺贺市市
信信乐乐町町桃桃谷谷330000号号，，看看着着地地址址你你就就会会知知道道
这这是是一一个个多多么么偏偏僻僻的的地地方方，，相相当当于于中中国国的的
村村级级行行政政区区划划。。纵纵使使日日本本的的交交通通万万般般便便捷捷
通通达达，，从从东东京京、、大大阪阪或或京京都都来来一一趟趟也也要要乘乘
火火车车先先到到琵琵琶琶湖湖线线的的石石山山站站倒倒
一一下下汽汽车车。。巴巴士士载载着着满满满满的的美美秀秀
朝朝圣圣者者蜿蜿蜒蜒而而去去，，出出了了石石山山市市区区
就就是是田田野野与与群群山山，，原原始始的的日日本本乡乡
间间风风光光尽尽现现眼眼前前。。巴巴士士沿沿着着盘盘山山
道道徐徐行行，，一一辆辆车车迎迎面面而而来来，，另另一一
辆辆车车就就要要停停下下礼礼让让，，这这样样的的山山道道
要要走走4400分分钟钟。。一一座座美美术术馆馆为为什什么么
藏藏在在深深山山之之处处，，去去来来不不便便，，还还有有
季季节节的的轮轮替替，，挡挡住住了了多多少少人人朝朝拜拜
的的脚脚步步。。

我我们们无无法法理理解解，，是是因因为为我我们们
不不可可能能做做到到，，而而当当设设计计者者贝贝聿聿铭铭
和和出出资资者者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做做到到的的时时
候候，，徜徜徉徉其其里里，，你你会会突突然然觉觉得得这这是是
应应该该的的，，美美秀秀必必须须这这个个样样子子，，是是小小
山山美美秀秀子子把把贝贝聿聿铭铭带带到到了了信信乐乐山山
区区，，而而把把贝贝聿聿铭铭留留在在这这里里的的则则是是
他他根根植植心心底底期期待待生生发发的的陶陶渊渊明明和和他他的的桃桃花花源源记记。。

贝贝聿聿铭铭11991177年年生生于于中中国国广广州州，，11993355年年随随家家人人迁迁
居居美美国国。。丰丰厚厚的的家家学学渊渊源源以以及及变变革革动动荡荡的的世世事事，，让让
他他背背负负理理想想少少小小离离家家寻寻找找远远方方和和诗诗。。近近一一个个世世纪纪，，
贝贝聿聿铭铭不不惜惜体体力力一一次次次次行行走走于于世世界界的的最最远远端端，，写写着着
一一首首又又一一首首使使人人拜拜读读不不厌厌的的诗诗篇篇，，把把自自己己心心中中最最美美
的的诗诗化化为为永永恒恒艺艺术术的的建建筑筑作作品品。。当当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为为纪纪
念念自自己己的的老老师师而而请请贝贝聿聿铭铭设设计计一一个个小小型型纪纪念念馆馆时时，，
贝贝聿聿铭铭认认为为““当当今今的的美美术术馆馆应应具具有有国国际际性性””。。美美秀秀美美
术术馆馆的的第第一一代代馆馆长长梅梅原原猛猛说说，，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称称MMIIHHOO
((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为为桃桃花花源源。。大大概概是是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读读了了陶陶
渊渊明明写写的的桃桃花花源源的的故故事事后后，，开开始始抱抱有有建建设设一一座座适适称称
桃桃花花源源的的建建筑筑物物的的构构想想。。与与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的的相相遇遇，，使使
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实实现现了了这这一一心心愿愿。。

从从入入口口的的接接待待栋栋走走向向隧隧道道，，一一路路是是含含苞苞待待放放的的
樱樱花花树树，，遥遥想想春春天天樱樱花花盛盛开开的的季季节节，，将将是是何何等等美美丽丽
的的景景致致。。““林林尽尽水水源源，，便便得得一一山山，，山山有有小小口口，，仿仿佛佛若若有有
光光。。””站站在在隧隧道道回回望望接接待待栋栋，，行行影影婆婆娑娑，，““复复行行数数十十
步步，，豁豁然然开开朗朗””，，便便是是112200米米跨跨度度的的山山中中吊吊桥桥。。小小山山美美
秀秀子子的的女女儿儿小小山山弘弘子子说说，，美美术术馆馆的的一一个个问问题题是是建建筑筑
现现场场处处于于自自然然公公园园法法的的严严格格规规制制之之下下，，为为了了解解决决自自
然然环环境境与与建建筑筑的的协协调调，，花花费费了了庞庞大大的的时时间间并并费费尽尽了了
心心机机，，但但是是，，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以以其其特特有有的的才才能能，，在在保保持持了了
土土地地原原有有的的素素朴朴与与自自然然环环境境的的同同时时，，终终于于将将美美术术馆馆
设设计计成成为为现现代代的的世世外外桃桃源源。。

惊惊艳艳当当然然并并未未就就此此打打住住，，贝贝聿聿铭铭与与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
的的设设想想正正在在馆馆内内挥挥发发，，三三角角形形、、金金字字塔塔形形为为基基本本造造
型型及及玻玻璃璃中中间间庭庭院院构构造造，，仍仍是是主主调调，，一一切切都都在在阳阳光光
和和明明亮亮色色彩彩的的照照耀耀下下，，熠熠熠熠生生辉辉。。正正馆馆自自动动玻玻璃璃门门，，
独独具具匠匠心心，，闭闭起起来来的的门门是是一一个个圆圆形形，，而而徐徐徐徐打打开开则则
是是由由圆圆而而方方又又长长方方，，体体现现了了中中国国人人传传统统的的内内圆圆外外方方
的的中中庸庸之之道道。。贝贝聿聿铭铭煞煞费费心心思思，，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欣欣然然接接
受受。。入入口口大大厅厅设设置置了了用用一一棵棵榉榉木木整整树树制制成成的的长长凳凳。。
窗窗外外是是几几株株长长势势极极美美的的松松树树，，映映进进馆馆里里，，传传统统与与现现
代代，，远远方方与与诗诗，，在在这这里里相相拥拥相相见见。。南南馆馆大大厅厅贝贝聿聿铭铭先先
生生使使用用了了在在卢卢浮浮宫宫的的金金字字塔塔等等及及其其他他作作品品也也使使用用
过过的的大大理理石石，，正正面面的的立立像像是是公公元元前前三三世世纪纪埃埃及及阿阿西西
诺诺亚亚二二世世，，现现代代与与古古老老穿穿越越两两千千余余年年在在此此相相聚聚，，冥冥

冥冥中中把把人人们们带带进进桃桃花花源源““问问今今是是何何世世，，乃乃不不
知知有有汉汉，，无无论论魏魏晋晋””的的诗诗乡乡诗诗意意。。桃桃花花源源的的
故故事事与与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的的构构成成有有着着直直接接的的关关
系系，，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与与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都都具具有有很很深深
的的中中国国古古典典文文化化的的造造诣诣，，他他们们在在一一开开始始讨讨
论论美美术术馆馆建建设设方方案案时时，，世世上上不不复复存存在在的的桃桃
花花源源和和透透过过信信乐乐山山茂茂密密林林木木穿穿射射出出来来的的微微
光光，，使使得得两两人人不不谋谋而而合合，，文文学学与与艺艺术术的的深深远远
意意义义，，渗渗透透在在美美秀秀中中。。

美美秀秀在在满满足足人人们们置置身身优优美美的的自自然然环环境境
中中，，欣欣赏赏精精美美艺艺术术品品的的同同时时，，还还有有可可口口的的美美
食食，，贝贝聿聿铭铭这这个个设设想想的的灵灵感感可可能能也也是是出出自自桃桃
花花源源记记““设设酒酒杀杀鸡鸡作作食食””。。简简单单的的美美秀秀餐餐厅厅，，
选选择择应应季季的的无无化化肥肥、、无无农农药药的的自自然然农农法法食食
材材，，精精心心加加工工而而成成。。如如有有雅雅兴兴，，走走出出美美秀秀，，到到
近近处处的的““信信乐乐之之乡乡””一一走走，，有有220000年年建建筑筑之之久久的的
古古民民居居坐坐落落于于其其中中，，现现代代日日本本人人已已经经陌陌生生的的
生生活活与与文文化化，，仿仿佛佛在在这这里里有有一一种种复复苏苏之之感感。。

我我们们当当记记住住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说说
她她是是一一位位具具有有很很深深教教养养的的人人，，读读了了很很多多中中国国
古古典典的的文文学学，，我我引引用用晋晋代代的的诗诗《《桃桃花花源源记记》》，，
小小山山女女士士知知道道那那首首诗诗里里桃桃花花源源的的故故事事，，我我想想

表表达达的的意意思思马马上上得得到到了了她她的的理理
解解。。美美秀秀还还发发生生了了一一件件与与山山东东有有
关关的的故故事事，，在在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征征集集馆馆
藏藏作作品品时时，，有有一一件件流流失失海海外外多多年年
的的来来自自山山东东的的文文物物，，叫叫蝉蝉冠冠菩菩萨萨。。
此此件件11997766年年在在山山东东博博兴兴县县龙龙华华寺寺
遗遗址址出出土土的的东东魏魏蝉蝉冠冠菩菩萨萨立立像像，，
品品相相完完整整，，价价值值极极高高，，却却在在11999944年年77
月月被被盗盗，，流流转转到到英英国国文文物物市市场场。。小小
山山美美秀秀子子得得到到消消息息即即斥斥资资110000万万美美
金金差差人人到到英英国国买买下下运运到到日日本本，，11999977
年年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建建成成后后成成为为馆馆藏藏
品品。。经经中中日日两两国国文文物物、、外外交交部部门门交交
涉涉，，深深明明大大义义的的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无无条条
件件归归还还中中国国，，入入藏藏山山东东博博物物馆馆。。她她
也也提提出出一一个个要要求求，，以以后后每每隔隔五五年年
就就请请蝉蝉冠冠菩菩萨萨回回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一一
趟趟，，展展出出半半年年，，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说说就就算算

她她借借山山东东的的，，毕毕竟竟其其中中有有很很多多她她的的辛辛勤勤与与汗汗水水。。山山
东东博博物物馆馆答答应应了了她她的的这这个个要要求求。。22000011年年44月月1166日日，，山山东东
省省文文物物局局与与日日本本神神慈慈秀秀明明会会((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在在美美秀秀美美
术术馆馆签签署署归归还还东东魏魏蝉蝉冠冠菩菩萨萨像像协协议议，，双双方方签签署署代代表表
人人是是时时任任山山东东省省文文物物局局局局长长由由少少平平和和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
的的女女儿儿小小山山弘弘子子。。

生生于于11991100年年的的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女女士士，，于于22000033年年去去世世，，
她她的的女女儿儿小小山山弘弘子子继继续续着着母母亲亲的的事事业业。。22001199年年55月月，，
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仙仙逝逝，，世世上上再再无无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与与贝贝聿聿铭铭这这
样样富富有有诗诗意意的的牵牵手手合合作作，，美美秀秀已已为为绝绝唱唱。。小小山山弘弘子子
说说：：母母亲亲不不惜惜毕毕生生精精力力踏踏上上此此路路，，寻寻找找世世上上美美丽丽之之
物物，，四四十十年年来来主主要要收收集集日日本本美美术术作作品品，，并并不不吝吝私私物物
公公开开展展出出，，希希望望让让更更多多的的人人用用至至善善的的灵灵魂魂感感受受这这些些
至至美美的的作作品品。。

离离开开美美秀秀，，回回身身鞠鞠躬躬，，向向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女女士士表表达达
崇崇高高的的敬敬意意。。

其其实实美美秀秀美美术术馆馆是是一一座座高高端端的的多多功功能能博博物物馆馆，，
乃乃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为为纪纪念念自自己己的的老老师师冈冈田田茂茂吉吉而而建建。。冈冈
田田茂茂吉吉先先生生何何许许人人也也，，吾吾辈辈知知之之甚甚少少，，但但他他关关于于““美美
的的世世界界””的的主主张张堪堪称称““美美言言””，，被被学学生生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称称之之
为为““美美的的箴箴言言””：：““我我等等之之辈辈的的所所谓谓地地上上天天国国，，最最易易理理
解解的的即即为为美美的的世世界界，，也也就就是是说说人人类类的的内内心心之之美美、、精精
神神之之美美，，当当然然包包括括语语言言和和行行动动之之美美，，这这些些美美的的综综合合
可可以以形形成成人人类类的的个个人人之之美美。。个个人人之之美美的的扩扩展展即即繁繁衍衍
出出社社会会之之美美。。””这这位位被被美美秀秀纪纪念念的的老老师师还还有有很很多多主主
张张，，从从人人与与人人的的交交往往、、家家庭庭、、街街道道、、公公共共环环境境系系统统、、公公
园园的的美美丽丽，，到到政政治治、、教教育育、、经经济济关关系系及及外外交交关关系系的的清清
正正廉廉洁洁都都是是由由此此而而来来。。由由此此而而说说，，小小山山美美秀秀子子的的这这
位位老老师师的的确确是是一一位位值值得得纪纪念念的的人人。。

当当然然，，还还有有贝贝聿聿铭铭先先生生，，他他是是世世界界上上最最为为著著名名
的的华华裔裔建建筑筑大大师师，，是是他他把把师师法法自自然然的的传传统统理理念念带带到到
不不同同国国度度，，让让固固化化的的建建筑筑活活灵灵活活现现地地讲讲述述着着中中国国故故
事事。。

挥挥挥挥手手，，我我走走了了，，静静谧谧的的美美秀秀，，还还在在山山间间乡乡野野。。
想想起起桃桃花花源源记记的的结结尾尾：：““停停数数日日，，辞辞去去。。此此中中人人语语云云，，
不不足足为为外外人人道道也也。。””谦谦虚虚得得有有点点傲傲人人。。吾吾停停一一日日，，便便
喜喜欢欢这这里里了了，，足足以以为为外外人人道道也也。。回回家家盘盘算算着着再再看看美美
秀秀的的时时间间，，有有点点迫迫不不及及待待。。

□陶遵臣

9月8日上午，钟南山院士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全国人民都被驰
援的逆行者和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
士所感动。提起钟院士，很多人都不
陌生，而他还与威海有一段不解之
缘。

钟南山院士祖籍福建，1936年10
月出生于江苏南京。上世纪60年代，
钟南山曾经被派到山东乳山工作。
虽然只在乳山工作了短短一年的时
间，他却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之一。

在一次媒体采访时，钟老说：
1965年，我在山东省威海加入中国共
产党，当时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
是乳山人，他们对我很好。当时是

“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当地
的老百姓睡在一个炕上，虽然离开
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一直很想念
他们。

谈起对山东人的印象，钟老用
“真诚”“豪爽”来形容。而乳山当地
的村民，对钟南山也是念念不忘。

据乳山市海阳所镇邢家村村民
宋钦贤回忆：那时候叫社会主义教
育活动，北京医学院来了八个人，钟
南山是刚毕业，在学校做助理，其他
人都没毕业。那时，村里把我叫过
去，让我跟着工作组做记录。有一
天，我和钟南山聊天，问他每个月挣
多少钱，钟南山说，每个月32 .5元，和
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说，你给村民看
病不要钱，还送药。所以，我一看这
个人，真是了不起。

胶东人的淳朴和善良给钟南
山留下了深刻印象。2011年，乳山市
委老干部局准备编辑出版一部《亲
历乳山——— 老干部回忆录》，特地
联系了钟南山。在百忙中，钟南山
亲笔回复乳山市委老干部局信函
一封，信中说，“谢谢你们《亲历乳
山，口述历史》的征稿活动，此文勾
起我近五十年前参加乳山“四清”
运动的回忆，说实在的许多事都不
记得了，但乳山老乡们(老伙计们)
的善良、热情、友善永远给我深深
的印象。我非常怀念乳山老百姓的
淳朴和善良。我已七十五岁了，但
由于工作需要，仍在第一线坚持工
作。乳山的一年，在我人生轨迹上
留下深深的烙印：要诚恳地待人。
祝大作早日问世，我也争取一个机
会回乳山看看！”

钟南山给乳山市委老干部局复
信后，即着手写了一篇“我在乳山参
加‘四清’运动”的文章。从这篇文章
可以看出：钟院士是1965年到乳山参
加“四清”的。

他当时被安排到乳山县海阳所
公社邢家大队，大队书记叫姜文州。
邢家大队“四清”工作队共11人，组
长张连勋是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
典型的山东人，为人正直、豪爽。另
外还有两位当地干部，一位是乡里
的民政叫席兆科，还有一位是县财
政局的会计姓王。

“四清”运动首先从清查经济问
题入手。公社统一组织各大队到离
邢家六七里地的赵家庄集中整顿。
每个大队和小队的队长、副队长、会
计、出纳等都是清查对象，邢家总共
去了四五十人。动员会上，组长张连
勋强调：“有问题的要老老实实交
待，没有问题的要认认真真工作，这
次运动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
过一个坏人！”

钟南山生在南方，长在城市，对
胶东农村生活的艰难，始料未及。刚
到村里，大队上安排他们在一家闲
置的空房里住，三间低矮的草房。因
为是闲房，所以他们不是睡在老百
姓烧火做饭的热炕头，而是睡在凉
炕上。夏秋还好，到了冬天炕上冰
凉，整个身子冻得蜷缩在一起，所有
可以挡风御寒的东西一件件的都压

在身上，睡到半夜，冷得实在顶不住
了，就把所有的棉衣都穿上。

那个时候，威海老百姓家里普
遍比较穷，粮食产量低，子女又多，
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平时主粮是以
地瓜和地瓜干为主，玉米饼子都很
少能吃到，一年只能吃一两次白面，
吃肉也很少，一年的口粮到了转过
年的三月份就吃得差不多了，到了
四月份，他们吃的粮食常常是槐树
叶掺上地瓜干。过大年的时候，能吃
上一顿饺子已经是太难得、太奢侈
的事了。可老百姓都把我们看成是
毛主席派来的，总是把自己认为最
好的东西拿出来。

农村卫生条件差，蚊子虱子苍
蝇跳蚤多。那年钟南山的右脚脚踝
被跳蚤咬了，瘙痒难忍，挠破后，创
面开始化脓、浮肿，肿起的大包像一
个球，后来浮肿一天比一天大，穿棉
鞋根本系不上鞋带，每天出工不得
不一瘸一拐。到了年底，脚肿得实在
不行了，正好赶上春节放假，钟南山
向工作队和村干部请了假，向朋友
借了钱回广州治疗。家人把他送到
中山一院，由骨科黄承达教授医治。
黄教授说：“你的脚幸亏治疗及时，
否则很快就会发展为骨髓炎，那时
脚都保不住了。”

在“四清”运动中，工作队和农
民一样出工，每天干的活儿和农民
完全一样，耙地、除草、种地，晚上还
要开会。每天和农民甘苦与共，使钟
南山与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刚到乳山时，钟南山总是分不
清东西南北，所以每次出门办事或
到乡里开会、赶集，都拉着大队会计
宋钦贤当向导。有一段时间，宋会计
的腰老是痛，钟南山就给他每天扎
针灸，前后十来天，仍不见好。后来
同事崔吉泰又给他看了看，说：“不
要再扎针了，他属于深肌疼痛，干活
累的，住一段时间慢慢就好了。”崔
吉泰在协和医院门诊上工作，临床
经验丰富一些，后来宋钦贤的腰痛
果然好了。

在乳山，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
间，但对钟南山的触动很大。在乳
山，没有人去计较他父亲钟世藩曾
经是国民党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因
为他能带病坚持劳动，又能为大家
看病，就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并介
绍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1966年，钟南山回到北京后，还
和宋钦贤通了一年多时间的信。多
年以后，宋钦贤还写信给钟南山，希
望他“回威海乳山看看”。

【【人人物物志志】】

钟南山在威海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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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钟南山

钟南山的亲笔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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