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漪老师为学生奠基了什么
语录言

古老文化如何焕发现代光彩

外音话

捐赠国宝大克鼎的苏州潘家，

是个什么样的家族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近日，第六届“韩美林艺术讲坛”在故宫报告厅举行。围绕“古老的现代”这一主题，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和首尔艺术殿堂策展人李东 同台共论，激荡思想。

讲座听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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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 600岁的紫禁城，正青春
■ 单霁翔

这几天，我“被网红”了———因为最近的故
宫口红，我又“红”了一把。我不认为这是什么
坏事，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色彩，紫禁城的红
墙黄瓦蓝天，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三原色”，用
这些色彩组成绚丽多彩的世界，用这些颜色装
点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骄傲。

今天我来讲讲紫禁城的故事。在我的心目
中，即将 600 岁的紫禁城还正青春，它的古老
艺术正和人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

紫禁城再过一年半就到 600岁生日了。过
去，我们遇到两个困难：一是紫禁城有 70%的区域
不对外开放； 二是大约 180万件藏品中， 只有
0.9%向观众展示，而 99.1%的藏品都在库房里。古
老的紫禁城藏在深闺，世人很难看到它的真面目。

这几年， 我们开始扩大开放，2014年开放
了 52%的区域，2016年达到 65%，2017年达到
76%，2018年开放了 80%。

我们不断把门打开，开放新的区域。比如，

有一片区域被称为“退休女性的世界”，因为这
是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以及太妃们住的地方。寿
康宫是甄嬛曾经住过的地方， 乾隆皇帝的生母
在这儿住了 42年， 我们把皇太后使用的家具、

用具都摆放出来，起居室按原状恢复。乾隆皇帝
是个孝子，每天都到这个房间给母亲请安，今天
观众看到房内的情景与当年乾隆皇帝看到的一
模一样，只不过比那时候少了一位老太太。

在最大的宫殿慈宁宫，我们建了 5个雕塑
展厅。故宫博物院有 10200件各个时期不同材
质的雕塑，都睡在库房里。高大的雕塑连库房
都待不了，有两尊菩萨 3米多高，有 1500年的
历史，几十年来就在墙根底下站着，每次我走
到那儿都说：“咱们菩萨脸色不好， 表情也不
好。”现在放进了展厅，菩萨脸色、表情都好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库房的时候吓了一跳，台
阶下黑压压的一片。我就问：谁躺在台阶底下？

管理人员说，是周恩来总理特批送给故宫的一

套秦始皇兵马俑。兵马俑怎么这个待遇？今天，

这些兵马俑终于被很好地保护起来。这些文物
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 它们是没有尊严的；当
它们得到保护以后，个个光彩照人。

紫禁城的 4个角楼以前都是库房。今天我们把
角楼里的文物小心翼翼地请出来，把角楼开放成古
建筑展，里面循环播放VR，观众可以从中了解怎样
不用一根钉子把上万块木头组合成一座宫殿。

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如今人
们可以登上平台近距离欣赏古建筑上的彩绘。

这里建了数字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全
世界博物馆中最好的数字博物馆，不仅仅因为
技术先进、 设备先进， 而且所有的项目全是原
创。比如，数字地图会告诉你 1200年前的信息，

可以带你走进那些目前还没有开放的区域，同
时在数字屏风上可以看到古代人的服装， 可以
查阅古人使用的器物。几天前，我们原创的虚拟
作品《御花园》正式在数字博物馆上线。

我们还开放了所有城楼的城墙。北京过去
有城墙，今天看不到了，但紫禁城的城墙是完
整的，以前从来没有开放过。站在城墙上，人们
很兴奋，从高处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城墙上来
来往往的人都拿着手机在留影。

故宫的戏楼有 100多年没演戏了。 其实，

这些木结构的建筑越经常使用、 经常维修，就
越健康；而越放置不用，糟朽得越快。今天，戏
楼重新开始上演传统的京剧。

很多人喜欢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就
把文物医院的大门打开了。 世界各大博物馆
中， 有三四十名文物修复人员已经很了不起
了，而故宫有 200 多名文物医生。每一件文物
的修复，都必须经过科学检测，出检测报告和
治疗方案以后，才能进行修复，所以，文物医院
共有 23个科研实验室。今天，故宫文物修复医
院一年要接待七八千万观众。

再有，我们打开了库房，把这些库房变成了

仓储式展厅。南大库是紫禁城最大的库房，长 156

米， 几十年来一直堆放着物料木材， 现在经过修
缮， 建成了家具馆。 为什么要建家具馆？ 故宫有
6200件明清家具，只有少数进行了陈列，今天，这
些家具大多可以展出了，真是光彩照人。

现在， 故宫博物院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在这里
上课和学习。去年，来故宫上课和学习的学生达到
6万多次，是全世界博物馆中人数最多的。故宫的
一些庭院里，春夏秋冬都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

这几年， 故宫的游客增长速度太快了。2002

年，故宫游客第一次突破 700万人，当时世界上游
客最多的博物馆是法国的卢浮宫。2017年， 故宫
游客达到了 1670万人， 而卢浮宫只有 810万人，

还不到我们一半。我们开始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去
办展览。在过去 6年时间里，故宫共有 135项展览
走向了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走出去办
展览最多的博物馆。

同时， 我们打算建更多的博物馆来展示文
物。比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福建石狮的故宫
海上丝绸之路馆、北京的故宫艺术馆，都已经开
工了。 北京海淀区还在建设一个大型的博物馆，

紫禁城有 72万平方米，那里有 62万平方米。

总之，我们在努力，我们希望把古老的文化
和现代人的生活更多地结合起来。古老的紫禁城
正变得越来越青春。

从古老的现代，到古老的未来
■ 李东拲

我是来自首尔艺术殿堂书法展的策展人李
东拲。 虽然我与韩美林先生在语言上没办法直
接沟通，但是通过书法，我们一见面就成了好朋
友，有着非常深入的艺术上的沟通。今天我来这
里演讲，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爱好艺术，

都像我一样关注东亚书法艺术的未来。

今天大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我们已经步
入智能时代，大家用手机的时间远比用笔的时
间多得多。我相信，真正用笔去书写的艺术，对
于古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人工智能已经充斥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
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机器代替人工，以
个性和多样性为生命的艺术似乎将变得越来越
乏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要面
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开创 21世纪的新的艺
术，也就是说，面对 21世纪的新文明，人类必须
进行新的艺术革命。我认为，以韩美林老师为代
表， 把传统的艺术通过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式
去表达，应该就是未来艺术的出路。

去年 6月至 7月，在韩国艺术殿堂书法博物
馆举行了“美林的世界在首尔”全球巡展，为韩国
各界人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韩老师所涉猎

的题材和素材非常广泛， 在韩老师的作品里，学
设计的人能看到设计的影子，学书法的人能看到
书法作品，学绘画的同样能看到绘画作品。可以
说，他的作品既古老又现代，既西方又东方。

在现场，82岁高龄的韩美林老师还为来自
首尔大学美术系东方画专业的学生们进行了
长达 4小时的讲座。他一边讲，一边指导学生
绘画，整个过程让人非常感动和敬佩。他对动
物的临摹，使得学生们在第一时间体会到了他
的创作激情和热情。讲座结束后，学生们都表
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了解中国书法传统艺术，

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使中国、韩国的传统艺术进
行交流，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韩美林老师的作品将古代和现代连接起
来，最早是通过古代岩画实现的。岩画是远古时
代的一种石刻文化，岩画不仅是一种绘画形式，

它还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 以纯朴的艺术语言
打动人心。我这么多年从事美术策展工作，还从
来没遇到过一种古代艺术能像岩画那样直接与
现代艺术联系和沟通。 韩美林先生正是从这种
远古的艺术中获得灵感， 并将它们以现代的方
式表达出来， 这就仿佛在告诉我们： 历史还活

着，历史还将继续下去。

还有韩美林先生的“天书”，是一种对生命符
号的概念性的提炼，形象而富有诗意，动感且充
满了美的创造力，让人的眼睛看过去第一眼的感
觉是好玩，第二眼的感觉是原来里面融合了这么
多的古代文化元素， 在不知不觉中便受到了熏
陶，不刻意却受益匪浅。我过去一直在想：现代艺
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韩美林老师的作品给了我
答案。

总之，在我看来，韩老师的作品，既是古老的
现代，也是古老的未来。

2018年 12 月 28 日， 上海举办了面
向全国的“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
研讨会”。在访谈环节中，不同年代的学生
代表分别回忆了于漪老师的教育往事。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葛起裕（20 世纪 50 年代学生代表，

原闸北区二中心小学校长）

我是于老师 60 年前任教语文的 “开山弟
子”。记得 1958 年 9 月开学的第一天，一位身穿
青灰色青年装、系着腰带、剪着齐耳短发、抿着嘴
微笑着的年轻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

于老师讲课语言流利动听，没有废话，入耳入
心，深受学生的喜爱，为了听于老师的课，大家争
着坐在前排。于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总是要我们先
自习一遍，然后要求我们谈感受、提问题。在她的
启发、引导下，大家会七嘴八舌地提出一箩筐的问
题。这时她有个习惯：常常用粉笔在讲台角上写一
些字或做个符号，我一直很好奇她在记些什么。直
到五六十年以后，我向于老师问起此事，原来她是
在记下不同学生的问题，她说教育要有针对性，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 记下问题， 针对学生的不同情
况，才能有的放矢地启发思考，帮助解决问题。

备课备人，教人教心
曹中柱（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代表，

杨浦区卫生医药监管局原局长）

课堂的知识教育和怎样做人、做事的理想品
德教育相结合，是于老师一贯的教学风格。记得
在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于老师逐字逐句地

讲解了“春和景明”“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景色，以及
作者用词的精美，她还充满激情地讲述了作者“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
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情怀。尤其是讲到范仲淹被
贬之后还对国家如此忠诚的高尚品德，这些话至今
仍让我记忆犹新，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思想植根于我们的心中。

用心良苦，动足脑筋
田盛松（20世纪 70年代学生代表，上海

同济协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我进中学时是“文革”末期，“读书无用”的思想笼罩
家庭与学校，学校里逃课、捣乱、打架等现象屡见不鲜。

面对这种状况，身为 77届年级组组长的于漪老师没有
退缩，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大胆地抓纪律，抓文化学习。

于老师组织教师和班主任想方设法稳定教学秩
序，坚持把课上好，又组织各个班级开展“要我学还
是我要学”的讨论，使学生明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对
今后人生的重要。与此同时，于漪老师还组织各班小
干部成立哲学小组，每周半天，坚持了数年。许多年
后，我才明白于老师的用心良苦：在那个“知识越多
越反动” 的特定时代， 于老师是冒着被扣帽子的风
险，想出妙招，使学生的人生观、文化知识双提高。

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王伟（20 世纪 80 年代学生代表，杨浦

高级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36年前，于漪老师上第一节语
文课《习惯说》时的情景。不仅因为这是我学习的第一
篇文言文，更因为这篇短小的文章告诉我的道理，一直

影响着我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我想，于老师之所以挑选
清代刘蓉的《习惯说》作为她的第一课，就是想告诉我
们“君子之学，贵乎慎始”。不仅仅是治学，做任何事情
一开始就要慎重，习惯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

我在于老师的课堂上第一次知道，学生可以在课
堂上提问，向老师提出挑战。于老师教了我 3年，这 3

年里的每一堂课都是公开课， 而且是真正的公开课，

没有预设，没有预演。每堂课前，于老师只布置一个任
务———预习课文，认真朗读课文，仔细阅读课文，课堂
上提出自己的问题，最好能提出难住老师的问题。

以生为本，奠基终身
卜健（20 世纪 90 年代学生代表，杨浦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老干部局局长）

我是第二师范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于漪老师当
时是学校校长。

于漪校长通过校园劳动推行学生自主管理。二
师校园面积约有 66亩，当时全校不请保洁工，校园
的保洁工作全部由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值完成。我
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学生们两个人一组，扛着
扁担，挑着木桶，到隔壁小区的粪池里“挑大粪”，为
绿化带的麦冬沤肥。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
生在大城市里的学生实在想不通，发牢骚的同学不
在少数，但于校长亲自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语重心
长，循循善诱，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要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培养责任意识、家国情怀。

此外，于漪校长还把日常出操、运动会、文艺会演、接
待活动等都交给学生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 一段时间下
来，学生不仅变得“肩能扛手能提”，而且个个能量无限。

我们学生由被动的执行者，变成了主动的策划实施者，由
二师的“保洁工”成长为校园各类活动的“操盘手”。

■ 王振忠

不久前，央视热播的《国家宝
藏》中，讲述了苏州望族潘家保护
和捐赠国宝大克鼎的故事。那么，

捐赠大克鼎的苏州潘家是个什么
样的家族呢？ 请听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在由上
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
“能不忆江南” 东方讲坛·文化江
南系列讲座中，为我们一探究竟。

苏州的名门望族潘氏家族，祖上其实
是徽商。

“徽商”这个词在历史文献中较早出
现于 16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到 16世纪
后期至 17 世纪前期的万历年间，“徽商”

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反
映了徽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的活动，特别是
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日趋频繁。 可以说，徽
州商人在明代中叶以后，以极具竞争力的
商人群体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徽州属皖南山区，土地少，人口多，所以
明清的时候当地有这样一句俗谚：“前世不
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人自
嘲说是前世作孽生在徽州这样一个非常不
好的地方，到十二三岁，父母就把孩子送出
去做生意了。太平天国前后学者汪士铎说得
更直接，他说徽州的土特产就是“买卖人”。

明清时期，徽州府包括歙县、绩溪、黟
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六县的商人虽
然统称为“徽商”，但各县的侧重点有所不
同。歙县主要以盐商为主，尤其是扬州的
盐商与杭州的盐商很多都是歙县商人；休
宁人擅长于典当业； 婺源主要是木商、墨
商和茶商； 绩溪人则以小商小贩居多，主
要从事徽馆业，也就是徽菜馆和徽面馆。

胡适先生是徽州绩溪人，他在《口述
自传》中曾经说过：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
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尤其是徽州盐
商，将近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垄断
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日常必需
品，贸易量非常大，所以盐商赚了很多钱。

据记载， 清朝乾隆年间盐业非常兴盛，仅
扬州一地的盐商资本就达到七八千万两
白银的规模。这是什么样的规模？乾隆三
十七年，也就是 1772年，当时中央户部所
存的库银也不过是七千八百万两白银。说
徽州盐商富可敌国，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回过头来看，苏州有名的潘氏家
族，正是来自徽州歙县的大阜村。在徽州
当地，有“周漆吴茶潘酱园”的说法，说的
是当地的周氏是做漆业的，吴氏是做茶叶
的，潘氏是做酱业的。在传统时代，盐商与
酱商是二位一体的，因为做酱最主要的原
料就是盐。

潘氏家族迁居苏州以后，除了经营盐
业、酱业，还从事海外贸易。因为清政府要
到日本去买东洋的铜用来铸铜币，所以潘
家也到日本去做海外贸易。他们在经商致
富以后， 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成
为苏州乃至江南一带著名的文化世家。

潘氏家族中最有名的是清朝名臣潘
世恩，状元出身的他一生做官 50多年，历
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
朝元老。潘家后世中出了不少收藏家和学
问大师，如今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
克鼎，正是潘世恩的孙子、官至工部尚书
的潘祖荫重金收购并予以收藏的。

与其他地方的商人不同，徽商以“贾而
好儒、富而好礼”的形象著称。贾而好儒，是
指不少徽商都是有文化的，喜欢读书，喜欢
文化事业。 富而好礼， 是指徽商虽然很有
钱，但他们不是暴发户，而是很有修养。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徽州人外出务工
经商，在文化上也很有意义。由于长期居
于大城市， 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
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所以他们的
眼界就广阔得多。

明清徽商的活动还曾经引起了江南社
会风尚的重要变化。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在
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购古玩文物。最初，很
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对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
的一种盲目模仿，所以他们不惜重金、动辄
成百上千件地收购古玩的举动， 曾经受到
嘲笑。但是，到了 16世纪，因为接触的赝品
和真品越来越多， 徽商的鉴赏水平越来越
高， 涌现出了不少鉴赏名家。 在文化市场
上，徽州商人渐渐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因
为独具慧眼、赏鉴到位，以至于整个收藏
界的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江南太仓这一带很有名的文人王
世贞曾经说：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
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
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
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
还，“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
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
徽人导之。”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代
了苏州人，主导了鉴赏时尚变化。

总之，徽商虽然是外来者，但他们在江
南聚居，逐渐开枝散叶，生根发芽。同时，他
们为江南输入了大批人才， 带来了财富和
规范，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对于明清江南的
社会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去年，我曾发出一份红色警报，过去
一年全球面临的威胁在 2019年将继续存
在。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焦虑
的时刻，全世界都在经历压力测试。例如，

气候变化的速度远超我们的应对措施，不
断深化的地缘政治分歧使冲突变得更加难
以解决。 寻求安全和保护的人数达到了空
前多数，不平等、不容忍现象不断增长，而
信任正在减少。然而，尽管全球性的挑战日
益严峻，我们仍有理由抱有希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这样说道。

“从 2010年至 2018年， 我担任博鳌
亚洲论坛理事长，被称为日本对博鳌亚洲
论坛‘最熟悉的人’。能亲身感受中国迅速
发展的脉动，我感到非常欣慰。去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40 周年。在过去 40 年间，中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
著提高。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世界迫切希望听到中国方案。”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近日在接
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为什么学术不端问题时有发生？ 因为
戴着人才‘帽子’和没戴上‘帽子’的，其待遇
差别较大；对科研人员重复奖励等，诱使一
些科研人员快出成果；再加上学术不端行为
的风险与收获不相称，所以才有一些人对此
趋之若鹜。必须建立一套公平、透明、具有可
操作性的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程序和
规则，从而逐渐形成长效机制。”

———在中科院学部日前举行的“重大学
术不端事件的应对机制与管理”研讨会上，清
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这样表示。

“30多年来， 中国女排收获过成功与
荣耀，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但女排
精神历久弥新，成为改革浪潮中激励人们
奋勇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源泉，在新时代
焕发着新的光彩。从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
世界冠军， 我们就一直说：‘走下领奖台，

一切从零开始’， 女排的冠军之路和我们
为之拼搏奋斗的事业，永远在路上。”

———近日，“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郎
平在个人社交网络上发表了题为《我们永
远在路上》的文章。

“女生的冒险精神还是差了点， 我的学生
中，10个男生有 6个会冒险，但是 10个女生中
只有 1个会冒险，女性应该更大胆一点，创新
才有可能。女性还是要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
求地位。到了一定的层次，别人不会因为你是
女性歧视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女性来照顾你。”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近日来
到上海师范大学与女博士们面对面，她这
样向女博士们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