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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5日凌晨 1时，
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
研究家、钱锺书夫人在京病逝。一个
半月后的 7月 17日，本是她 105周
岁生辰。据了解，杨绛生前就曾说
过，如果去世，则不想成为新闻，不
想被打扰。她生前留有遗言称“火化
后再发讣告”。

如今，杨绛先生以 105岁高龄
悄然告别人世，广大读者陷入悲哀。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仨”，终于
团聚了。

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
好的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
她的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

《干校六记》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
里，杨绛除了翻译以外，还积极从事
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多项工作，取
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累累硕果。

杨绛淡淡的怀旧情绪，在她的
散文创作尤其明显，因而使她的作
品不但具有很深的文学价值，同时
还颇具史料价值。纵观杨绛全部的
叙事散文，多是在追忆往事。这种写
作时间与所写内容发生时间的间
离，或许只是个人的一种习惯而已，
但是这样一来可以不受所谓“现实”
的干扰，对所写的东西能看得清楚
透彻；二来经历岁月的冲洗，在感情
上反而更贴近记叙的对象，保持事
实的真实。所以杨绛的作品从某种
意义上讲，是阅历的产物。她的散文
作品，已经结集的有《干校六记》《将
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另有集外散
文多篇。

1980年，杨绛读了清代沈复的
《浮生六记》后，决定要写一写自己
的干校经历，题目也以《干校六记》
名之。所不同者，沈复以“闺房记乐”

“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
等命名里面的篇目；而杨绛的则是

“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冒险记幸”
“误会记妄”……

杨绛的《干校六记》是写上世纪
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生活的。她
以“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
闲”“小趋记情”“冒险记事”“误传记
妄”等片断，从容平实地折射了干校
中人与人的关系，反映了她以“静”
判动的美学追求。其实，当时学部干
校作为清查“五一六”大本营的基
地，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
作为这场运动直接受害者的亲属，
她内心肯定承受了巨大的隐痛。虽
然《干校六记》中反映的学部干校相
对和平宁静，正是体现了她的美学
追求———含蓄超脱。钱锺书为杨绛

《干校六记》所作的序言中特别点
明：“‘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
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
事的小穿插。”

随着杨绛的回忆走进她和钱锺
书当年的学部干校，那意境似又似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沧桑，
让人犹如置身冬日夕阳。没有激烈
的情绪，只是平实的叙述，体现她所
追求的大智慧、大淡泊。透过这平实
淡泊的叙述，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
对那扭曲人性的年代所生产的荒谬
的抵制、对邪恶的抗争。《干校六记》
几场送别的场面，颇能反映平和背
后的不满与无奈。

第一次是写杨绛、女儿和女婿
为作为先遣队的钱锺书送行。在那

“斗斗斗”的年代，让年老体弱又不
会照料自己生活的钱锺书独自一人
下干校，杨绛是“心有不甘的”，然而
杨绛却说：“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
站着等火车开动。……默存走到车
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
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
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
念，免得火车驰走时，让他看到我们
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
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
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

还是挤满了人。”
第二次写欢送大

队人马下干校：“文学
所和另一所最先下
放。用部队的词儿，不
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
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
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
俞平伯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
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
着队伍，奔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
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
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
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第三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离
愁别恨”的场面：“我们‘连’是 1970
年 7月 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
默存，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引者
按：原文如此，应为‘德’）。这次送我
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
前自杀去世。……阿圆送我上了火
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
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
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
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
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
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
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
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
流入肚里。”

第四次是写钱锺书夫妇送第一
批回京的同事：“回京的人动身那
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
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
一般。我虽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
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
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
她回宿舍。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
我们各自回房。”

最后一次是写钱氏夫妇作为第
二批回京人员，留下者送他们的情
景：“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
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了。……
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
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
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
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
私心的欣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
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
人在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
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
是依然故我。”

所有这些写送别的文字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尽管杨
绛的笔调格外地简净冷峻，
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
深地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的
无奈与惆怅。大音希声，不事
渲染，但这却是极其有力的抗争。

干校艰苦的锻炼，结果正如杨
绛所言，“我还是依然故我”。她常常

“睁着眼”“做我自己的梦”，通过劳
动，似乎转变了立场：“平时总觉得
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
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
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
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厌恶，
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
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杨绛同
时感到，如此“早出晚归”，似乎“渐
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
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
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可是
让这些教授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
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因为

“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
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

‘他们’”。这些“老师”对“偷拿”十分
在行：“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
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
被偷掉”，所以干校要派杨绛等人看
管田地，有时她还要追赶偷拿者：

“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
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在杨
绛看来，贫下中农的生活太苦了。她
的仁慈善良之心处处得到体现。

《干校六记》写的是作者的所见
所闻，大多采用的是白描手法，较少

修饰乃至于不修饰，虽则尽管是日
常琐闻，而视野却十分广阔深邃，处
处体现了她的深沉、实在、朴素、含
蓄，读来使人感到：去接受不能改变
的一切，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一切。洞
彻久远，傲视当今。《干校六记》一如
杨绛往昔的风格，不乏调侃、幽默，
人们在看似轻松的阅读中，体会深
邃、体会冷峻，体会杨绛她那独特的
充满回味的浅笑。

《干校六记》写成后，杨绛自信
这部作品将超过她以前的作品。在
写作前，她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钱
锺书，钱锺书却“泼冷水”道：写什么

“六记”，没有用的。作品完成后，钱
锺书觉得很好，立即写出一篇“小
引”。这篇“小引”，就是后来《干校六
记》出版时的“序言”。钱锺书认为，
在“干校”里少不了三类人：一类是

“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
们”，假若他们来写干校生活，应当
是“记屈”或“记愤”；一类是一般的
群众，“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
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
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
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
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
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
运动不很积极参加”。还有一类人，

“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
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
去大判‘葫芦案’”。所以，钱锺书认
为作者“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
为《运动记愧》”。这篇“小引”写成于
当年十二月，反思个人在这场运动
中的所为，应该说钱锺书走在了许
多人的前面。

由于数十年的文风影响，当时人
们还习惯于用严厉或高亢的笔调批
判“文革”或过往，《干校六记》这种以
委婉笔触写出的反思文字，还不大为
人们所接受。当时，甚至有一位著名
女作家这样评价：《班主任》是小学级
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的；

《干校六记》则是大学级的。香港的一
位编辑有意出版此作，但当时内地与
香港联系起来还颇费周折，这位编辑

就让杨绛将书稿送交与海外
有联系的三联书店负责人范
用，请他转寄香港。

范用接到《干校六记》书
稿后，自己先作浏览，印象很
好。作为出版家，有好稿在

手，当然不愿意让海外先得到发表
权，稿子就在范用手里搁了一段时
间。但能不能用，敢不敢用，范用一
时也拿不准。香港那边等不及了，那
位编辑给范用发电报说，“如果你再
不把《干校六记》书稿寄我，我就专
程飞到北京来取稿子了”。无奈，范
用只好将书稿寄出。

在出版单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
行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杂志上
刊登了出来，被一贯注重意识形态动
向的胡乔木读到了。他随即让邓绍基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传
话给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
人许觉民，认为这些文字应该在大陆
出版。不久，美国著名的华裔语言学
家赵元任先生回国，在国家领导人举
行的招待宴会上，胡乔木见到了钱锺
书。他郑重地对钱锺书谈到了《干校
六记》的出版问题，并对这部作品给
出了十六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
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干校六记》能在国内出版，当
然是杨绛所希望的。何况，这部作品
中的丰富意味，国内的读者体会起
来，定较海外读者更为深切。听到钱
锺书告知胡乔木的评价和对出版的
意见，杨绛马上想到范用（之前范用
曾跟她提及出版的意愿），便给三联
书店的董秀玉发去一函，当然，也有

给《干校六记》出版者
打气，使他们减少政
治包袱的意思：“昨晚
乔木同志遇见锺书，
嘱他向我传话，说他

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
有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
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他认为国
内也当出。我记起范用同志也曾说
过国内可出……请转问范用同志，
三联书店是否愿出？”

接到杨绛来信的第二天，范用
立即写出了一份选题报告：“杨绛同
志近作《干校六记》，经我的手转寄
香港，原来是说出版单行本，未料

《广角镜》杂志先发表了。”接着范用
谈到自己对出版这类作品的一些认
识：“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
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
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以看作‘历史
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类
作品，作者对它有感情。对后人，对
了解历史多少有些作用。犹如正史
之外的野史、笔记之类（不完全恰
当，是指它的作用而言）。题（体）裁
不拘，但要求是真实的记录，不必完
全视作文学作品（因为它是真实的，
不能有半点虚构）……杨绛的《干校
六记》也可列入。”范用还强调了眼
下准备出版该书的具体情形：“此事
原拟在讨论三联方针、任务、选题时
提出，因杨绛来信，并候回音，所以
先单独提请考虑。”同时，范用还附
上了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评语，
作为在国内出版政治上的保险杠。

随后的办事效率很高，选题报
告送上去的当天，人民出版社的负责
人曾彦修便读了大部分作品，并签署
了自己的意见：“杨绛同志当然不会
假借别人名义讲话，我看了前五段，
觉得比较平淡，评价不如乔木同志之
高……我觉得三联可以出版，但恐怕
不会如何轰动。”当然，这些判断从以
后的情况来看，略有不足。《干校六
记》即使今天看来也仍不“平淡”，它
在海内外均产生了较大反响。

当年五月范用提交选题报告，
到七月，《干校六记》第一版便印出
两万册发行了。这一版的封面，请了
在北大荒待过多年的画家丁聪先生
设计：近前是伸向远方的一片白桦

林，另一侧下角有几排整齐却简陋
的宿舍———这应该是丁聪心中和记
忆里“干校”的情形。书名由钱锺书
题写———他们夫妇曾有“互题书名”
的约定。

但对于这一版的封面设计，范
用及作者杨绛都不够满意。后来谈
到这个封面时，范用说：“第一版的
封面是请丁聪设计的。丁聪是大
家，但这次设计是失败的。杨（绛）
先生也不满意。再版时我就重新设
计了……设计其实很简单，画一个
框，框上再压一个专色框，用作者手
书签名。杨先生对这个封面是满意
的。”范用亲自设计的这个封面，简朴
雅洁，看去十分爽目。可惜书名用了
标准字体，没有继续用钱锺书那潇洒
的手迹，只是作者签名用了杨绛自己
的字迹，算是略略别具风味吧。

虽然该书在香港、内地几乎同时
出版，可毕竟香港方面先拿到稿件并
先行在杂志上刊出，所以范用还是与
香港方面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协
议：“国内版”不要出口，免得影响“港
版”的销路。为此，范用特地向“三联”
出版部发一内部通知单：“据此，请将
此书列为‘不出口’。”

《干校六记》写于 1980年，1981
年甫一出版，立即引起读书界的热
烈反响。它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
俄文等外文。2000年 9月，它与钱
锺书的《围城》被一起遴选为“百年
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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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与心境

刊头书法 叶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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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舞九天（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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