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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2 年入学清华，是院系调整后

建筑系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中学时大家都

怀着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大多数

同学都报考理工科。学生们当时已熟知梁

思成先生大名，慕名报考清华建筑系的同

学不少，仅我所在的杭州高级中学，这一

届就有四名考取。

进了清华后却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位名

满全国的教授，他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

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却影响了我们整整六

年。当时“中国建筑史”的授课老师是莫

宗江教授，辅导老师是黄报青、李承祚。

梁先生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但

他确实像神一样立在学生们的心中：任公

长子、梁林佳话、营造学社、保护古都、

清华创系、古建研究、李庄生活、参与联

合国大厦设计……这些都打动着我们年轻

人的心，对他十分崇敬。

雨露滋润  铭记师恩

——纪念先师梁思成先生诞辰 120 周年

○奚树祥（1958 届建筑）

系里偶尔有活动，我们才有机会见到

这位身着中山装、手执拐杖、腰背微驼、

笑容可掬的长者。有一年埃及建筑师代表

团访华，团长被请到清华来演讲，起初汪

坦老师任口译，过程中，梁先生可能感到

汪老师的翻译忠实有余而生动不足，于是

主动要求代劳。他语言幽默诙谐，成语信

手拈来，令所有在场的师生都深为折服，

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埃及教授也被

现场的气氛所感染。这是我在清华求学六

年，唯一一次领略他的风采。

梁先生对年轻人爱护有加。1958年北

京设电视台，次年要召开第一届全运会，

系里许多青年教师缠着梁先生，要他送一

台黑白电视给系里。这在当时属于高档消

费品，对梁先生这样的一级教授，也属价

格不菲，但他竟也慨然应允。

从清华园到东华门路途遥远，当时要

乘学校烧木炭作动力的班车，周末进城很

不方便。梁先生回国时带回一辆被学生

称作“小臭虫”的Chrysler轿车，开始自

己开，后来送给清华，进城由学校派司机

接送。青年教师经常“揩油”，搭他的便

车。梁先生好说话，来者不拒，所以每次

进城，小车都超载，挤满了年轻人。梁先

生后来提起此事时笑着对我说：“开始我

的小臭虫夹带‘小黄鱼’，后来大家都变

成了沙丁鱼。”梁先生说话向来幽默风趣。

无疑，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大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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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是一位有人情味、通人性的普通人。

因为他的谦和，总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所

以特别能团结人，上至领导下到售票员、

小商贩，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1959 年，我回母校建筑历史教研室

进修，有幸随侍他将近两年，从没有听他

说过任何人的不是。他爱才如命，惜才如

宝。高庄教授性格孤傲，在系里有些落

寞，梁先生有一次在教师会上说：“高庄

教授有学问，从我起，大家让他三分。”

这种气度和胸怀，使他团结了一大批优秀

教师，使清华建筑系人才荟集，如吴冠

中、关广志、刘致平、莫宗江、吴良镛、

汪坦……抗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

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约而同地

先后都投奔了梁先生，成为初创清华的教

学骨干。

我在母校进修期间的指导教授是赵正

之先生（名法参，字以行），但同时受学

校安排，担任梁先生的助理，因此也有幸

忝为他的学生。赵先生对元大都深有研

究，但身体欠佳，所以我和梁先生的接触

反而较多，除了进修外，还从系里代他收

取工资和信件，基本上两三天就要去12公

寓他府上一次。那时林徽因先生已谢世四

年，梁先生还没有续弦，子女都不在身

边，困难时期朋友们很少走动，学生们忙

于功课，所以这段时间他非常寂寞。我就

成了与他接触比较多的少数人之一，也因

此有幸更多地受教于他。

艺术大师

梁师是一位建筑大家，同时也是一位

精通绘画、雕塑、戏曲、舞蹈、音乐的

艺术大师。我看过他1940 年代画的建筑

画，用笔流畅，挥洒自如。谈起古典音乐

和音乐家，他都能如数家珍。

他常说：“不崇尚美、不追求美的建

筑师不可能创造出美的建筑。” 他认为

美渗透在生活各个方面，他虽不像朱光

潜、蔡仪等美学家那样擅长理论，但他的

生活美学感悟很深。和梁先生相处使我逐

渐懂得了生活美学，知道了“处处留心

皆学问”的道理，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和

领悟。

 梁先生精通传统的金石书画，有一

次他拿出一件汉代明器和一张唐代陶俑图

片要我分析。他给我上课时，常拿出汉

阙、石刻、经幢、碑亭、石桥、华表、牌

楼等图片，分析它们的造型和纹样，告诉

我它们的年代特征。梁先生上课妙趣横

生，喜欢引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之类的诗词来解说建筑与环境的关

系。他的教化使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和书

本里没有的知识。

人大、政协常有庆祝或招待活动，每

次送两张券，梁先生当时是单身，所以有

时会带我参加。我曾见到周培源、张奚

若、华罗庚等许多名人，他们误以为我是

梁先生哲嗣从诫，有一次民盟“七君子”

建筑历史教研组开会。右起：奚树祥、

莫宗江、吴光祖、赵正之、吴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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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史良先生又一次追问，引得他哈哈

大笑，回答说：“他不是小犬从诫，是我

的小助教。”

梁先生有一个评论的习惯，每次利用

演出中场休息时，会在节目单上写下他的

评论，他对音乐、表演，甚至演员的服

饰、颜色搭配和舞台美术都有许多自己的

看法。

有一次他带我去民族文化宫看芭蕾舞

剧《鱼美人》，中场休息时，对我小声

“吐槽”说：“张肖虎写的舞曲缺乏‘知

鱼之乐’。”观演过程中，他特地把自己

的小望远镜递给我，要我观察舞台上的演

员，“你看她们的脖杆儿很美。脖杆儿对

人体的比例很重要，太短太长都不行”。

梁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美的精鉴，在审

美问题上敢于直抒己见，由此可见一斑。

但正是这些追求和他率真的性格，日后给

他的命运带来了灾难。

梁先生博学多闻、兴趣广泛，听他谈

天说地是一种享受。他谈学术能举重若

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令

听者难忘。例如他发现我常搞错清朝

的年号，便教我口诀“努尔哈赤皇顺

康、雍乾嘉道咸同光”，朗朗上口容

易记住。

梁先生对北京城和故宫布局极为

熟悉，形容故宫是中国的一座“高级

监狱”，说有文字记载可查，每年修

缮都要失踪几名工匠——他们是被宫

女们私“藏”，最后又遭灭迹。他告

诉我在北京一定要去逛大栅栏，体会

那里的市井文化；去颐和园时应注意

后山、后湖，说这一带的布局非常精

彩。

有一回讨论藏式建筑，梁先生特

意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当年文成公

主是怎么进藏的，她对西藏文化的贡献。

他要我去承德参观外八庙，于是我去了承

德五天，回来后要我谈见闻和参观心得。

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中国历史上拓跋氏

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他在分析故宫布局时，要我从满清的

礼仪制度、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几方面

入手。后来我在波士顿大学接受“再教育”，

写论文时就用了梁先生的这一套方法。

1960年夏天，在建研院召开有关中国

建筑史稿讨论会，学校派我和吴光祖参

加，我们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引

起争论。回到学校梁先生听我说了情况之

后表示，他们为出版这本书已经讨论了

好几稿，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年轻人

参加这种学术会议应该多听、多看、多学

习，学术上要尊重刘敦桢先生的意见，把

我批评了一顿。

他指导我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和工具

书的利用。他要我多读《资治通鉴》，研

究中国建筑必须静下心来读史料，说拾别

清华进修结束时，同寝室欢送奚树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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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牙慧成不了“大家”。他发现我的古汉

语基础不够扎实，读典籍有一定困难，于

是指示我补课，要我“十年磨一剑”，说

这是“打基础的活儿”。这对我后来研究

《中国旅邸考》帮助极大。在他身边的两

年是我在建筑史领域最长知识的两年。

仁者爱人

梁先生对规划教研组程应铨老师一直

非常欣赏。他从美国回来后对都市规划有

了新的认识，对程老师的工作更加重视。

程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是吴良镛

先生的同班同学，他才气横溢，英、俄文

都很好，1956年跟梁先生一起访问波兰，

考察战后波兰的城市建设，回来后又开始

自学波兰文。当时国内的城市规划大学教

材就是他编写的。十分不幸，程老师因为

支持“梁陈方案”以及为陈占祥、华揽洪

被批判鸣不平，1957年被打成“右派”。

梁先生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程当时和

我同住一个公寓同一层楼，他孤身一人住

一间，很少与人往来，所以梁先生有时会

向我了解程老师的近况。我曾受梁先生嘱

托，特地上门看望程老师两次。知道程喜

欢集邮，梁先生细心地让我将他搜集到的

外国邮票带去给他。梁先生的关心和惠赠

令困境中的程老师深受感动，一再嘱我回

谢梁公。

梁先生对清华在“反右”运动中落难

的教授们也很同情。钱伟长1950年代初曾

在苏联《星火》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中国建

筑的科普文章，当时系里有人讽刺钱为

“万能博士”，对他“跨界”有非议。我

和梁先生谈起此事，他反问：“大家都来

关心中国建筑是值得高兴的，钱先生跨界

有什么不好？”当我告诉他前几天看到钱

伟长在教工食堂帮厨卖啤酒，以及听到在

“除四害”运动中右派孟昭英教授上树打

麻雀时，他沉默了很久。

梁先生对当时南京工学院的童寯、刘

敦桢、杨廷宝三位同辈大家怀有极高的敬

意。我从他那里也听到一些有关往事。

在东北大学办建筑系时，梁先生曾与

童寯先生默契合作，自己离开沈阳任职营

造学社后，曾请童先生代理系务。日本侵

占东北后，童先生带学生入关去上海完成

学业，梁先生也曾给予支持。解放军刚进

清华园，北平尚未解放时，梁先生就函邀

童先生赴京共事，一起建设新北京。

杨廷宝先生和梁先生在美国宾大就读

时就是同门师兄弟，梁先生说杨当时是

“内韧外秀”的模范生，是他钦佩的学

长。梁先生归国时，杨先生推荐他任东北

大学建筑系首任主任。

刘敦桢先生和梁先生是营造学社文献

部和法式部的两员主帅，关系融洽。抗战

后期，刘老离开李庄去重庆任职，分手前

两人促膝谈心到深夜，临别时两人抱头痛

哭，依依不舍，梁先生后来每次去重庆“化

缘”筹钱，都会去看望甚至住在刘家。清

华学生因此也都尊称刘敦桢先生为“大刘

公”。

伉俪情深

梁先生也深爱着林徽因先生。有一天

晚上我去12公寓，他正低头在抄写林先生

的诗作。我开玩笑说：“梁先生想林先生

了？”他说：“是啊，如果她听医生的话

还可以多活几年。”他说林先生是性情中

人，重病在身本该卧床休息，但她固执，

一旦有了灵感和创作冲动，不管多晚都会

披衣而起秉灯疾书，一口气写完，甚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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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达旦。梁先生说林先生写诗不完全为了

发表，而是一种情感宣泄。

那天他从《诗经》谈到古诗和新诗的

异同，举“椽桷之端，悉垂铃佩”，动情

地背诵林老师生前的诗作《宝塔风铃》。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

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诗情

画意尽在朗朗声中，他还说储藏室里还堆

着许多林先生的手稿，自己没有精力，也

没有人帮忙整理。

当时我很想自告奋勇帮梁先生，只是

进修任务太重，实在没有时间，现在想来

真是遗憾，其实整理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

的机会。那天他还讲了很多林先生的趣

事，说她在朋友中谈笑风生、滔滔不绝，

使她赢得了众多朋友的喜爱。他说：“你

别看我话多，在林先生面前我没有说话的

机会，她反应之快让人无法插嘴。”他还

夸林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静如淑

女，动若狡兔”。当年野外调查时，男生

不敢爬的梁架她都敢爬，“穿着旗袍就上

去了”，任何有助于考证建筑物历史的线

索遗迹，她都不会放过，再累、再险，她

都不怕。19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

城，她会顶撞领导、舌战群儒。梁先生不

无余悸地说：“如果林先生活到‘整风反

右’，不知道能否扛得过去？”

梁师受批判时，林先生身体已经非常

不好，久卧在床，但她还一直关心、同情

并支持梁先生，使他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人

的温暖。令梁先生难以释怀的是，林先生

临终的前夜，曾要护士请梁先生到她病

房，她有话说，护士因为怕影响梁先生休

息，建议次日安排，不幸的是次日凌晨林

先生就溘然长逝。梁先生不知林先生最后

还有何牵挂或嘱咐，为此自责不已。

 拉拉“警报”

1959 年梁先生入了党。有一段时间

我注意到他心事重重，但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直到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和吴

光祖参加一个少数人参加的生活会，听梁

先生检讨和大家“帮助”他提高认识，最

后校党委副书记胡健总结。我因不了解情

况，没吱声。结束后我不放心，陪他走回

家，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该说什么。

过了两天我去他家，他的情绪平定下

来，谈起那天的会，我说，“挖根源”时

有没有必要把家庭根源讲得这么细？梁先

生说，他的检查是认真的，“挖根源”就

必然要涉及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会涉

及一些事。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我也

犯过错误，“鸣放反右”时因为右倾，也

被处分过，撤去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谈

到“鸣放反右”，他很快接过话题谈到 

1957年他也差一点“卷进去”，是市委领

导及时警告了他，知道即将“反右”，所

以在“鸣放”时就非常谨慎。

回忆当时，每天晚饭后，明斋东入口

20 世纪 50 年代初，梁思成、

林徽因摄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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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鸣放论坛，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参加，

人很多，距离我住的新斋很近。一天晚上

跑过去看，梁先生正在台上发言，我就挤

进去听，只听到他讲自己拥护党的领导，

“我就是但丁派，我就是歌德派。”所以

我趁机问他，当年怎么想到要去参加这个

鸣放论坛？为什么自称是但丁、歌德？他

说，自从得到预警后，他开始替那些年轻

人担心，于是决心去论坛拉拉“警报”。

以前我和梁师很少谈政治，这次坦率

交流，使我们师生感情更加密切。有一次

他感慨地跟我说：“人这一生不可能都

顺，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人要

遭过罪才懂得珍惜，倒下去也就完了。”

他又说：“人有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但

只有一张嘴，意味着做人要多看、多听、

多想、少讲。”这大概是他要与我分享的

一生的感悟和教训吧。梁先生这些话深深

印在我的脑子里。

党和政府对梁先生一直是非常关心和

保护的，他自己也知道，也非常感恩。无

论哪次批判，他都会认真检讨自己，尽管

有时会“过头”，但基本上都是严格要求

自己的结果，他始终是这个态度。细想起

来，当年我自己受批判时，心态也一样，

狠批自己以求过关。

永别

清华进修即将结束，系里曾征求我的

意见，希望我留在清华。开始我犹豫，因

为进修的目的是为了回去开课，留下有点

说不过去，况且新学校才有发展的机会。

当我把这些考虑告诉梁先生时，他表示

支持我回到内蒙古，说：“呼和浩特离北

京不远，有机会去看你。”梁先生在我临

走之前向我交代了一个课题，说呼和浩特

和北京之间有个山西大同，一度是北魏首

都，要我安排时间去云岗石窟研究一下希

腊、印度、波斯等外来文化对中国石窟艺

术的影响。

“文革”前期，我一直关注梁先生

的情况，得知他被批斗甚至戴高帽、游

街……想到他那瘦小的身躯，身上的铁马

甲，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我心中十分焦

虑和不安，后来知道他遭难的时候，多亏

林洙老师一旁照顾，为此我对林洙老师是

充满感激的。

1972 年 1 月 9 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知道恩师谢世已是一段时间之后的

事，悲痛难忍，写下了以下小诗以兹纪念：

鸿著传万代，泪血诉千声。
引我青春路，今日恸恩师。

许虹进，1952年4月出生，建工系

房2班学生，1975年12月毕业后自愿参

加青藏线建设，1979年回京在铁道部

工作，1983年至1986年赴日本进修，

1993年至1998年在外企工作。之后创

立欧风博雅工作室从事设计工作。

2019年4月7日因病去世。

七绝·怀念虹进同学

○柏占山（1972 级建工）

数载冰天又饮风，
只为京藏两相通。
而今雪域驰专列，
微笑留存遗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