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1日 星期二 A15青未了·随笔

我开始上史景迁的课，是1995
年在耶鲁读硕士的第一年。我于
1997年成为他的博士生，一直到
2004年拿到教职、2006年拿到博士
学位。两年后，他就荣休。应该说，我
大致属于他的最后一批弟子了。

我到耶鲁大学时，史景迁早已
是个传奇，校报上不停地有他的报
道，他的本科生大课一直是耶鲁最
有人气的课程，动辄四五百人、十几
个助教。我当时跑到他的研究生讨
论班上旁听了几节课。在自我介绍
时，我用别人很难听懂的英文结结
巴巴地解释，说自己不是本校学生，
是学生家属……史景迁和蔼地建议
我去旁听他给本科生上的大课。我
当时嘴里蹦不出几个英文字来，情
急之中说：“那个太简单。”事后回
顾，这句话说得实在不礼貌，甚至很
粗鲁，自己都没有听过，怎么能说人
家讲得“太简单”？他成为校园传奇，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大课，那是他用
力最多的地方。很多本科生挤不进
去，有时为此吵闹到校刊上。他好心
好意建议我旁听这种一席难求的
课，我劈头就说“太简单”，而且是
当众！记得他沉吟了一下，问了一
句：“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处于比较
高的水平了？”我也忘了自己嘟囔
了一句什么，反正当时我说出来的
英语大概自己也听不懂。接下来看
到的，就是中文媒体对他的那种经
典描述：一张雄狮般的脸，笑得两
眼眯成一条缝，温暖的英国口音跟
着飘过来：“欢迎！”

可惜，他的课节奏太快，我的英
语不行，坚持不下来。但进入硕士课
程后，马上就选了他的课。这次第一
堂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是东亚研究
的新生。他那笑眯眯的脸转向我：

“哈哈，你转正啦！恭喜！”还三言两
语告诉全班同学我的事。大家跟着
笑起来。这实在是意外的意外：他不
仅记得我，而且记着细节！大概是我
的无礼能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门课和本科生大课不同。作
为研究生的讨论班，它主要是跟进
最新的现代中国史研究。阅读材料
基本是顶尖学刊刚发表的论文，偶
尔有新出版的重要著作章节，主题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明末一直到
当代。这些论文和章节都是讨论非
常专门的题目，比如浙江某镇十九
世纪末的乡绅组织等等，要求学生
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历史梗概乃至区
域文化、经济、地理有个粗线条的了
解，否则阅读就有点“找不到北”。第
一堂课，教室爆满，我怀疑很多学生
是想近距离来看“大神”的。等第一
周过去，大约一半人知道这些材料
对付不了，就退了，剩下二十人左
右。我仗着自己对历史背景比较熟
悉，虽然英文障碍依然很大，但上课
发言还是相当积极的。

整个课程要写三篇读书报告或
论文，每篇十页左右，我经常写十五
页。头两篇交上去，很快就批改回来，
上面从文字修改到旁批密密麻麻，最
后写一段评语，对我激奖一番，我很
受鼓励。写第三篇时是期末。我另外
有两门课，每门都有学期论文，各二
十页左右。也就是说，短短时间要写
五六十页论文，这显然超出我的承受
能力。我决定到史景迁的办公室陈
述自己的理由，恳请延期。这是第
一次和他一对一谈话。

赶到他的办公室时，前面已经
有几个同学排队，等了相当长一段

时间。他是最忙的教授之一，本科生
课的学生就有几百人，如果每人谈
五分钟会是什么情况？简单的算术
就能算明白。等轮到我，我慌慌张张
地进去，希望尽快把事情讲清楚，少
耽误点他的时间。他则特别放松地
打招呼：“薛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
你。先坐下，我们慢慢聊。看你的背
包好重呀，是不是先放下来，这样背
着坐在那里多不舒服！”我马上放下
背包，直奔主题，说我的第三篇论文
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我理解他让大
家严守截止期的要求……他立刻打
断我：“当然了，截止期是针对某些
学生，没有截止期他们不会交。你是
非常勤奋的，前两篇写得特别好，我
学到不少东西，很期待，什么时候写
好就什么时候交吧！”

我松了口气，事情办完准备告
辞，他却没有送客的意思，开始嘘寒
问暖，特别问及我初来乍到的适应
情况。我忘了当时说了什么，但之后
的场景我终生难忘。他坐在我对面
的靠背椅上，在背光中如同一座雕
像的剪影，两眼闪亮地直视着我：

“薛涌，我对你印象深刻，我们终于
碰到一起了(We finally met)。你在
学术上发展很有潜力，我不知道你
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只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想读博士课程的话，不管是
在这里，还是到任何地方，我都是你
坚定的支持者。”

这话一下子把我雷蒙了，心里
暗暗嘀咕：“什么？”本能的反应，是自
己的英语听力是否靠得住。我不知
道他是否注意到我的恍惚，他又把
类似的话重复一遍，这下子我才敢
继续问：“那么，我可以读您的博士？”

“当然，太欢迎了。你希望去别的地
方也可以呀，反正我都会支持你。”
狂喜之余，我进一步问：“我如果申
请您的博士，需要考托福和GRE
吗？您知道，我英语不好，现在很挣
扎，对这些考试也没有信心。”他马
上说：“你没有必要为那些考试浪费
时间，你在这里的学术表现更能说
明问题。我相信我们对你有足够的
了解，期待着你的申请。”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突然接
到他的电话：“薛涌，我正在看系里
的申请材料，怎么找不到你的申请
信？你不是说要申请吗？出了什么差
错？”我这才意识到，一定是我的口
语乱七八糟，有些话没有交代清楚，
引起误会，于是解释说：“我的英语
太差了，马上读博士没有信心……
换句话说，我应该来年申请，不是今
年申请。”他马上表示理解，说等着
我下一年申请。

当时我在生活和学业中都相当
挣扎，待人接物也缺乏自信，而恩
师说“we finally met”时看着我的
那道坚定的目光，是我强劲的精神
支柱。其实我的硕士课程第二学年
并不顺利，有一门课上得很糟糕，
也并非全是学术原因。我一度相当
抑郁。他则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吐
槽，也打过电话来宽慰我。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
近，每个重要节日，他必把我和妻子
庄玮(后来还有小女存存)接到家里
一起过。在我们住在纽黑文的后面
七年中，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没有
车，有时是很多同学的大聚会，可以
搭同学的车，但有时就我们一家客
人，史景迁亲自接送。这也使我们和
他的家人成为好友，特别是他的夫
人安平和女儿Meimei。按说应该叫

安平师母，但她总是表现出口无遮
拦的高中生气质，我们也习惯于平
辈人之间打趣，“师母”二字从来叫
不出口。

中文媒体经常形容史景迁如古
希腊的雕像。他在古雅的耶鲁校园
里，确实如行走中的古希腊雕像，风
姿出众，很多人视之为“大神”。就是
这么一位文化偶像，其实是非常容
易接近的人。他对很多人，无论是我
们这种落魄死拼的留学生，还是清
洁工，都有一种真诚的个人层面的
关注。他会聆听每个人的故事，并倾
注他的生命。无论是食堂的师傅、清
洁工、办公室秘书，他见了，总是用
那张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狮子脸”相
迎，笑容如同拥抱一般温暖。跟他打
招呼的人，也无不眉开眼笑。他能叫
出每个人的名字，偶尔停下来简单
问候一些细节。我跑其他系的办公
室，接触的文秘人员比较多。那些
秘书们知道我是史景迁的学生后
会说：he is everyone’s sweetheart
(他是每个人的心上人)。

史景迁的学术在中国学界争议
很大。作为弟子，我谨守老师的做人
风范，哪怕在从事学术研究之时，也
对这些争议不置一词，遑论我现在
已经自外于学术圈了。但是，不管自
己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史景迁的影
响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

参加过史景迁研究生讨论班的
同学都知道，这个课和他的本科生
大课以及他书中那种精心营构的叙
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很多同学感到
困难的地方是，除了时代顺序外，没
有什么结构框架的安排，就是读现
代中国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最
近发表了什么就读什么。他在这个
领域早已著作等身，但在课上从来
没有提及自己的著作，也不正面讲
个人的观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讨论最新论文和新著章节。研究生
讨论班上的阅读材料，有不少相当

“社科化”，很多是毫无故事性的社
会经济史研究，和他的领域似乎也
不直接相关。但是，他讨论这些新研
究成果，包括那些技术性极强、故事
性全无的课题，不管是人口方面还
是农业种植方面，总是充满热情。他
每年开这种讨论班，阅读材料都会
根据最新学术进展更新。我猜想，他
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和大家
一起不停地学习新知识。

这里涉及他著名的教科书《追
寻现代中国》。国内有学者当面对我
说：“你导师的这本名著，什么观点
也没有，缺乏原创！”这里的是非，还
是让学界讨论，我只是提供点个人
观点。如果你上过他的研究生讨论
班，大概会对《追寻现代中国》有另
样的理解。有位美国同行曾经向我
感慨：“我们学科的发展太快了，每
年新著和论文不断，实在跟不上。难
以理解史景迁是怎么跟上的！”我因
为教现代中国史，也面临着选择教
科书的问题。从来都有两种形式的
教科书，一种是观点型，一种是综述
型。前者，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
这种著作中，历史叙述就是表述作
者观点的工具，注重个人的“原创
性”。后者，则如同《追寻现代中
国》，和很多西方通行的教科书类
似，把综合学术界的成果视为基本
使命。为此，作者往往需要控制个
人观点的表达，以免个人观点成为
个人偏见。我选择《追寻现代中国》
的理由非常简单：符合西方学术和
教育的基本规范。大学教科书中有
几本相当有名的，都是以公正地展
示学界的整体研究成果为使命。教
科书不是表达作者观点、立场或原
创性的平台，而是一种公共服务。

史景迁把自己当成中国文化一
个谦卑的学生，非常敬重同行的工
作。我无法想象，他会自以为对现
代中国史有什么高屋建瓴、一以贯
之的“原创”看法，或他哪方面的思
想无人企及。他从来不试图构建什
么大框架，而是认为学术界的集体
努力正一点一点深化我们对现代
中国史的理解。

写教材的职责，是准确、简约、
清晰地把学术界集体努力所达到的
认知水平反映出来，而未必是自己
怎么独具慧眼、洞悉历史的奥秘。现

代学术的分工已经到了如此细致的
地步，每一个个人，不管是什么奇
才，也只能把握这种宏大历史过程
的一个小片断而已。自己的观点太
强，反而会扭曲这种综述。所以，《追
寻现代中国》反映的更多是西方学
术界的专业精神和成果，而非中国
传统士大夫的才子气。

很多出版社把新著给史景迁寄
来，有的是希望他写书评，有的也许
就是希望他在封底写一两句评价当
广告词。有次吃饭时无意谈起这些
应付不过来的事情，他冒出一句：

“一本书不彻底读完，我从来不敢
乱说一句话。”当时我听了心里一
惊，因为我就对很多书说了很多
话，却未必读完。

史景迁在《纽约书评》及《纽约
时报书评》上相当活跃，这也是美国
知识圈的核心平台。那里的编辑碰
到和中国相关的新书，往往首先想
到找他。有一次，有位中国学术明星
的著作出了英文版，好像是《纽约书
评》找他写评论。他细致地读完，有
很多困惑之处，于是就和安平约我
们夫妇到当地一家餐馆吃饭，摆出
一副“讨教”的架势，主要话题是上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
氛围。我当时出国已经几年，略感隔
膜，但尽自己的所知所能，和他分享
一些看法。我们整整谈了一晚上，所
以我也很好奇他最终会写出什么样
的评论。两个月后，我问他文章写了
没有。他告诉我，他虽然进行了一些
研究，也感谢我和他分享了这么多，
但感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知识来讨论
这个问题，故而谢绝了稿约。

2008年左右我决定中断自己
的学术研究，专心写作，后又转向
网络教育。史景迁就是在2008年退
休。我赶回去参加他的退休庆典，他
见到我依然嘘寒问暖，但我对自己
的决定难以启齿。我觉得，他对我在
学术上有所期望，至少认为我是非
常专心于学术的。我不想在大家庆
祝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时给他这么一
个意外。

日后我也没再回过纽黑文。他
退休的第二年，我就隐居远郊山间，
在这种“乃不知有汉”的状态中，全
然不知史景迁患帕金森症几年。妻
子庄玮没少督促过我：“是否哪天在
纽黑文过一晚上，看看史景迁和安
平？”我每每点头，但总是推到下一
次，然后就赶上了疫情。

这么拖延，总有点“无颜见江
东父老”的惭愧。我当然相信，跟导
师说明白自己的境况，他不仅不会
介意，而且会给我很多鼓励。他那
种对个人的尊重、那种“共情”能
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我总
觉得要干出点拿得出手的事情后
再去。另外，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一
直体型挺拔、精力充沛，看上去非
常健康。我从来没把他看成老人，
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会对我那么
有耐心，我也会哪天去跟他“吹
牛”，甚至连吹什么都想好了。就在
2021年12月23日，我们还刚刚给他
和安平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在写新
著。没想到，几天后他就离去。

这几天失魂落魄，除了书写脑
子里蹦出的这些画面外，就是通过
网络地图去看他家的院子。在纽黑
文这么多年，穷得买不起机票，多
年不回家，那里就是我们的家！然
而，在哀伤中，渐渐地总能生出一
种欣悦。他那张笑得眼睛眯成一条
缝的“狮子脸“，总是让我们在最沉
重的时刻走出阴郁。他这一生，从
来都沉浸在自己最为挚爱的事业
中。他和安平，一直如同热恋中的高
中生情侣。有时想想，上天真应该给
他再长一点时间，来享受如此灿烂
的生命。但是，这种生命之灿烂，是
无法用时间衡量的。这种灿烂，有着
如此之大的传染力，乃至已经镶嵌
到我们这些学生的生命之中，会伴
随着我们走到自己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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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6日，
突然收到友人通过微
信发来的消息：著名
历史学家史景迁去
世。我本能地嘀咕一
句：什么？接着脑子里
就是一片空白。这突
如其来的打击，让我
这几天难以集中精力
做事。在脑海的空白
状态中，与恩师相处
的岁月，如电影镜头
一样，一幕一幕地跳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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