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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梁思成之路：失忆的李庄
张 泉

神庙空寂

如旧，并不容易。

的是南溪县，却遭到婉拒。举

东岳庙始建于明朝正德年

神像其实早已不知去向，

棋不定之际，一纸十六字电文

间，现存的建筑在清道光七年

窗棂将阳光借进空寂的建筑，

却从偏僻的李庄发出，“同济

（１８２７年）重建。屋脊坍塌后，

镂下斑驳的花纹。１９４０ 年冬天，

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

暂时停止开放。每天都有乡邻

东岳庙的神像被抬出，再也没

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

来坐坐聊天，紫砂壶中，藏茶

有抬回来。

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

更换得勤，味道永远粗粝悠长。

那一年，在抗日战争的隆

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

从成都请的修复专家们还

隆炮火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

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

有一周就要入驻东岳庙。每次

徙，最终落地李庄。乡民们请

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

修复都大费周章。许多传统技

走神像，放进桌椅黑板，东岳

庄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

艺已经失传，就连砌砖这种最

庙做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校舍。

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

基本的步骤都不同了，从前要

作为回报，工学院架起电线，

化，得以延续一线生机。

用糯米浆加石灰，如今人们却

李庄人用上电灯，比南溪县城

习惯用水泥。砖石的质地和规

还要早十多年。

格更是难以复原，要保证修旧

同济大学迁校，最初看中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
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所、 中 央 博 物
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他们
如同蒲公英一般四散进李庄的
土地，同济大学占据了镇中心
的各种古建筑，史语所去了板
栗坳，中国营造学社则搬到上
坝。几个月间，李庄人口就从
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万五千人。
从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
李庄的名字，后来，从世界各
地寄出的信件，只需写上“中
国李庄”四个字，就可以顺利
抵达。
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
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随着人潮离
开昆明，来到李庄。他们不肯

营造学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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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动荡中迎向未知的命运。
最奢侈的味道
李庄上坝的这处梁、林故
居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门外的竹林深处，能
找到刚刚成熟的柚子，只是味
道有些蹊跷，不甜不酸也不苦，
与寡淡的时代不谋而合。
院子里那棵大桂圆树已经
不知所踪。据说当年梁思成一
住下来，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
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带着年
轻人反复爬竹竿。到野外测绘
古建筑时，攀爬是基本功，一
天也不容荒废。
梁思成与刘敦桢是中国营
造学社的两大支柱，分别担任
法式组主任和文献组主任。小

营造学社在李庄农舍中绘图

小的院落里，梁家与刘家的住
所占据两侧，中间是长长的办

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

公室，几张旧桌椅摆放得挺整

如今，当初这些年轻人都已不

齐，每走一步，木地板也会随

在人世。

着吱呀作响，仿佛时光沉闷的

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倘 若 生 计 还 是 难 以 维 持，
梁 思 成 就 得 去 宜 宾， 把 衣 服

川南多雨，房间里永远潮

当 掉， 换 些 食 物 回 来。 被 当

湿、阴暗，老鼠和蛇时常造访，

掉的还有他钟爱的派克笔和

臭虫更是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

手表，那时他就会开玩笑说，

年住着中国营造学社的三个年

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优待，

把 这 只 表 红 烧 了， 把 那 件 衣

轻的工作人员——卢绳、王世

有一个帆布床，其他人都只能

服清炖了吧。

襄和罗哲文。空间都很小，只

睡光板和竹席。物资紧缺，物

考古学家董作宾，当年也

能容下一张床、一个小桌。罗

价仍在飞涨。每个月梁思成收

随史语所寓居李庄。他的儿子

哲文的屋子正中还竖着一根立

到薪金，就得立刻买米买油，

董敏保存着一本简陋的小本子。

柱，每次上下床估计都得把身

稍有延迟，它们就可能变成一

那时，父辈们偶尔会信手画上

躯蜷缩起来。

堆废纸。梁思成开始学习蒸馒

几笔，给小孩子们玩。梁思成

院落的布局是根据罗哲文

头、做饭、做菜、腌菜，林徽

画的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

的记忆复原的。当年罗哲文是

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

小碗，盛着番茄蛋汤。梁思成

中国营造学社招聘的练习生，

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

在旁边写道：希望在胜利后，

梁思成曾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绘

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

能喝这样一碗。

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

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

仪器，多年后，罗哲文成为国

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

回声。
进院的三个小房间里，当

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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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纸上登的都是旧闻，

叹：
“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

遗世独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时

所幸，想读书可以去史语所借。

或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

代，也总会有丝缕微茫，能够

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迁

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

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往李庄的原因之一。简陋的家

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

里竟还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

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

营造学社却还是考察了李庄周

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慰藉着

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

边的古迹。莫宗江、卢绳测绘

困窘的时光。从史语所借来几

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

了李庄旋螺殿和宜宾旧州坝白

张莎剧唱片，就能让林徽因兴

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

塔，莫宗江、罗哲文和王世襄

奋得像个孩子，她会模仿劳伦

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

测绘了李庄宋墓，刘致平则调

斯·奥利弗的语调，喃喃地讲

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

查了李庄的民居和成都的清真

着 哈 姆 雷 特 那 经 典 的 念 白：

近代以来更被频发的国难烘托

寺。此外，作为中国营造学社

“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得愈发悲怆。

的代表，陈明达参与了中央博

研究经费极其微薄，中国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梁思成与林徽因心

梁思成的体重降到四十七

物院在彭山的崖墓发掘，莫宗

中，其实早有答案。生存还是

公斤，他的背比从前更驼了。

江则参与了对成都王健墓的发

死亡，根本不是问题。

回望北平的时光，时常有恍若

掘。抗战胜利看起来遥遥无期，

隔世之感，他在信中写道：“有

工作可以消解每一天的焦虑与

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

期望。

沙漠中的金鱼
流亡之中，故人并没有失
去联系。
这一年的 １１ 月，费正清来

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
面对奇迹一样。”

１９４３ 年初夏，李约瑟来到
李庄，在梁家受到“煎鸭子的

所 幸， 流 亡 的 日 子 里，

款待”。当时童第周在同济大

到李庄，他生了重病，一直卧床，

他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

学任教，李约瑟对这位蜚声海

傍晚五点半就要点起菜油灯和

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

外的中国科学家同样心生好奇，

蜡烛，天黑得早。李庄的艰苦

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

执意要看看他的实验室。不料，

远远超出费正清的想象，他感

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

他只看见一台旧显微镜，以及
几尾金鱼。那台德国造的显微
镜是从旧货店买来的，花了童
第周夫妇两年的工资。童第周
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
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
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
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
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而他自
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
中的金鱼。
中国营造学社同样被“困
在沙漠中”。李约瑟离开几个
月后，刘敦桢也向学社的同仁
们辞行。迫于生计，他接受了

林徽因在李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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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重庆。陈明达则前往西南

稿。为了减轻脊椎的

公路局工作。中国营造学社只

压力，梁思成用一个

剩下四人。林徽因写信向费慰

花瓶抵住下颌。他们

梅哀叹：“现在刘先生一走，

每天工作到深夜，在

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昏暗的菜油灯下，与

中国营造学社却没有作鸟

命运较量。写作让他

兽散。１９４４ 年，梁思成甚至恢

们短暂地忘记了现实

复了停办八年的汇刊。同样在

的苦厄，一次次重返

这间昏暗的房子里，他们将论

那些传说中的黄金时

文编排好，在药纸上誊抄，绘图，

代。许多年后，人们

再用石印印在土纸上，自己折

说，梁思成与林徽因

页、装订。梁思成在复刊词中

的时代，同样是中国

描述了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在

的黄金时代。

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
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梁思成、林徽因摄于清华园

时钟重启

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

１９９９ 年，作家岱峻几经辗

张访琴、杨君慧等乡绅领袖则

调查”，两期汇刊中有多篇文

转，终于在李庄上坝找到梁思

在李庄操场被当众铲除。从前

章正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的

成、林徽因的故居，满地觅食

的荣耀都已沦为伤疤，面对暧

考察成果，而战前梁思成在山

的鸡群镇定自若地从脚边溜过，

昧不清的时局，遗忘是最有效

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以及

两间房子做了鸡舍，还有一间

的方法。

费慰梅对山东武梁祠的考察，

堆满杂物，墙上有一块标牌，

当年离开李庄以前，中央

也都在这两期汇刊中有所交代。

字迹模糊——“中国营造学社

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仁们凑钱刻

旧址”。

了一块石碑，他们在“留别李

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部中
国建筑史，一直是梁思成的夙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率领

庄 栗 峰 碑 铭” 中 写 道：“江山

愿。他曾为此奔波多年，进行

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前往

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

过大量详尽的寻访、考察和测

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中国

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

绘，也曾一次次与不同时代的

营造学社的历史从此终结，一

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

古建筑狭路相逢。他做了充分

段新的旅程由此开启。

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

寓居李庄的文化人也在那

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

时陆续离开。每一艘消失在江

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

当刘敦桢专注于书写中国

流尽头的轮船，都会载走一段

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营造学社在西南考察古建筑的

记忆。李庄重新沉寂下来，成

岱峻没能找到那块碑铭。据说，

系列调查报告时，梁思成则开

为一座文化的空城。

１９６６ 年，一个姓田的社员将石

的准备，只是没有料到，起笔
时已然国难当头。

始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对于故乡显赫的往事，年

碑背走，抹平旧日的字句，去

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卢绳负

轻人并不知晓，老人们选择了

凿刻毛泽东语录。石碑从此下

责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

沉默。１９４９ 年后，前往台湾的

落不明。

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辽、宋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被看作战犯，

的文献资料并执笔，还校阅补

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成为“资产

（本文转自《文汇报》

充了《中国建筑史》的全部文

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罗南陔、

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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