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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老师陈寅恪
季羡林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

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

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

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

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

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

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

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

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

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 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

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

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

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

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

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

“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

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

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

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

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

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

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

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

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

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

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

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

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 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

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

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

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 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

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

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 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

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

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

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

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

有会于心。

导和薰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

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

己的学殖瘠薄，又限于天赋，虽还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

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

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

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

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

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

我于一九三 O 年考入国立清华大

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

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

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

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

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

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

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

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

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

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

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

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

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

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

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

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

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

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

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

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

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

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

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

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

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

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

《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

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

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

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

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

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

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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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

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

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

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

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

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

受益无穷。

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

离开了水木清华，

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

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

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

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

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

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

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

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

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

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 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
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

回答不上来了。

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

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

饥饿，到了一九四五年，在我来到

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

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

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

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

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

攻占哥廷根，后来英国人来接管。

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

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

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

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

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

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

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

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

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

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 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
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
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
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
再赘述了。
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
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
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
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
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
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
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之流中，会
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
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
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
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
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十年。国家为
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 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

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

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

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

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

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

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

回看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

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

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

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

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

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

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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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
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
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
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
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
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
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
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任教而会
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
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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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
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
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
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
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
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
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
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
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

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

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

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

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

护。

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
不 记 得 是 在 什 么 时 候， 寅 恪

良、王永兴、汪筏等，知道先生爱

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

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

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

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

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

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

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

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

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浅、

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

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

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

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

难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

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

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

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
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
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
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

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

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

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

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

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

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

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

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
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
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按

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

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

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

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

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

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

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

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

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

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

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

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

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

快的时刻。

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

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

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

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

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

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

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

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

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

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

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

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

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 0 还

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

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

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

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

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

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了。

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

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

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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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

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

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

生的美元。于是适之

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

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

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

车——顺便说一句，

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

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

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见，北大只有校长的

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

一辆——让我到清华

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

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

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

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

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

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

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

书。 陈 先 生 只 有 收

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

二千美元。这个数目

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

在当时虽不算少，然

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

而同书比起来，还是

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

微不足道的。在这一

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

批书中，仅一部《圣

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

彼得堡梵德大词典》

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

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

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

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

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

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

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

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

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

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

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陈寅恪摄于德国柏林（1925 年 4 月）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

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爱护确有成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

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军把北

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

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

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

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

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

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

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

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 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

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

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

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

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

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

这又成了某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

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

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

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

登龙门，身价十倍”的威风。我自

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

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

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

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

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

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

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

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

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

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

恪 先 生 一 笔 数 目 颇 大 的 美 元。 但

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

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

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

界同行们的赞许。

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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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
智表示敬佩吗？至于对国民党的态
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
态度上。一九四 ○ 年，他在《庚辰
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
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
最高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
“寅恪赴渝，
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
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
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
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
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即“看

1939 年秋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篔、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
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

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

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

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

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

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

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

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

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

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

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

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

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

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

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

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提携的

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

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

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

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

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
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
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
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
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我不得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 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
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

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

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

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

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痒，成了

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

私交极深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

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毕至。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
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师
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
到很大的慰藉。国内外研究陈寅恪
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
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
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
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
问题和感情问题。我现在是“后已
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

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

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

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在这

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

感到无限的空漠，这个空漠是无论

方面，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

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

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

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

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

不禁老泪纵横矣。

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

“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

（本文写于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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