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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曾经受到胡适等学
者的推崇，被聘为西南联大的教
授，教《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
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其学生
汪曾祺回忆：由于沈从文只上过
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
一点也不懂，讲起来很零乱，缺
少系统性，而且他的普通话不标
准，带有湘西凤凰口音，声音也
很小。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
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
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
恳，甚至很天真”。最后，汪曾祺
得出一个结论：沈从文不善于讲
课，而善于谈天。沈从文虽然不
善于讲课，但他从其他方面进行
补救。

《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
年级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
国小说史》是选修课。沈从文教

《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
作文，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
就写什么。然后相当认真地批
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一大段读
后感，有时候甚至比原作还要
长。写了读后感，他还会介绍学

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文相
近似的中外名家的著作。这些书
籍都是沈从文亲自找来，带给学
生的。

他每次来上课，走进教室
时，总要在腋下夹一大摞书。学
生作文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
推荐到相关报刊发表，邮费由他
自己承担，经过他的手介绍出去
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
年前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沈从

文代寄出去的。沈从文讲《中国
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
他就自己抄录，用毛笔，筷子头
大的小行书抄录在云南竹纸上。
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不裁
断，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
发给学生。学生们内心感动之
余，又平添了几分震撼。

学生向沈从文借书，他总是
慷慨应允。据汪曾祺回回忆，联大
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
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
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
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
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
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
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
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
方了。沈从文把心血花在备课、
批改作业、课后辅导中，花在别
人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因为准
备工作做得充分，教学也有一
定的深度、广度。沈从文的学生
中之所以能出现汪曾祺这样优
秀的作家，绝非偶然。

据《世纪人物》

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留
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想
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他递上

“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
片。门卫随即
将名片呈上，
张 之 洞 一 瞧
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何人？
门卫回答是一儒生。张总督令
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叫门
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
纸上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

官，儒生妄敢称兄弟”，这分明
是一副对联的上联。孙中山微
微一笑，对出了下联，又请门
卫呈送给张之洞，张之洞看见

上书：“行千里
路，读万卷书，
布衣亦可傲王

侯”，不觉暗暗吃惊，“呀，儒生
不可小视！”于是，急命门卫打打
开中门，亲自迎接这位才华横
溢的孙中山。

据《躬耕·文化精粹》

林语堂在南方某大学讲课
时，除开设文学课外，还教授英
语课。不过，他的英语课从不考
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
生成绩时，他便坐在讲台上，拿
出 学 生 名
册 按 册 点
名。每当被
点到的学生起身，林语堂就像
相面先生一样观察同学的面部
表情，然后随即给同学们打分。
当林语堂觉得学生的“面相”不
好判断时，他就让这位同学上
讲台说上几句，然后再决定此
位同学的成绩。此事在当时颇

受争议。林语堂说：“假使我只
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五十几
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
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
终，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而

凭 这 十 个
考 题 就 定
他 们 及 格

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 !”据上
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
林语堂老师“相面”打下的分数
非常公正，甚至远超过一般以
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同学们
也觉得此方法很新鲜、有趣。

据《人民政协报》

嵇康这个人洒脱而骄傲，他
看见不喜欢的人，断然不肯敷衍，
也正因为这个性格，才招来了杀
身之祸。可他在《家诫》里却处处
教导孩子要随和，要圆滑。

鲁迅总结过嵇康的这个家
诫，大致是这样子的：“有一条
是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
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
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长官惩
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
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
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
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
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有人
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
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地拿着
杯子。”可惜儿子嵇绍偏偏不吃这
一套。

《晋书·嵇绍传》里有一多半
篇幅都是他在讲这不对、那不
对。嵇绍参加过一次宴会，权倾
天下的齐王冏听说嵇绍擅长弹
琴，就请他给大家弹一曲琴。按
照父亲的教诲，就算不愿意弹，也
应该和和气气拿着琴拨弄两下。
可是嵇绍不但不弹，反而拿起大
道理把齐王冏数落了一番，弄得
对方“大惭”。

据中国老年网

“盖世奇才”、“教授的教
授”、“太老师”，这是三十年代国
内外学术界对清华大学陈寅恪
教授常用的尊誉。陈寅恪曾对学
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
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
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
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
的。”足可见其知识的渊博。

陈寅恪曾谈到他学习多种
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
字。在清华执教时，他已名满天

下，但他仍然坚持自学西夏文和
蒙古文，并且每个星期进城两
天，向德国教授钢和泰学习梵
文。只是陈寅恪极为谦虚谨慎，
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他人，他到底
懂得了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
去世都未能有定论。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三
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后来，
陈寅恪以突厥文对碑文解释，各
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据
说，中印战争结束后，中方密拟以
麦克马洪线为准与印度谈判边界
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麦克马
洪线的内容。毛泽东思考了一整
夜后，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已
被打倒，双目早已失明，但他凭借
记忆说出某段某句在某书某页，
为我国政府的谈判提供了重要
的历史证据。 据凤凰网

有长达十余年的教职经历的
鲁迅，学生自然不少。鲁迅对求上
进的学生近乎溺爱，始终视他们
为希望所在。虽然鲁迅对这些学
生总是尽职尽责，然而并不见得
人人都会感激。比如，乡土作家许
钦文曾将自己的小说托鲁迅选
编，后来在鲁迅的资助下出版了
短篇小说集《故乡》，广受好评，作
者也成了畅销作家。在见猎心喜
的书商劝说下，许钦文将那些鲁
迅删削的小说又收集起来集成一

本出版，让鲁迅大摇其头：他当初
替许钦文费了不少心血选择，保
证了其每种代表作都有，其他正
是他觉得并不太成功的作品。之
后许钦文再要拿自己稿子来请鲁
迅看稿，鲁迅也只能搁起来，不敢
再帮他编辑了。

但和学生中的奇葩廖立峨比
起来，许钦文也只算是有一些文
人小脾气。廖立峨是从厦大开始
跟随鲁迅的学生，等鲁迅和许广
平搬到了上海之后，此人也跟随

而至——— 但是不是一个人，是3个
人：他自己、他爱人和他爱人的哥
哥。据说是为了避免家里逼婚出
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哥哥也要
跟着出走。总之3个人就在鲁迅上
海的住所住下，要求鲁迅出钱供
其读书。但刚到上海的鲁迅哪有
如此财力，只能婉言拒绝。帮他们
找工作又不愿意，就这么吃了鲁
迅几个月之后，哥哥先回去了，只
剩廖立峨和他爱人。

又过了好几个月许广平才在
他爱人口里弄明白，原来廖立峨
是要来给鲁迅做“儿子”的，原本
以为两人过来就可以享福，但是

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只是外强中
干，其实没有什么钱。于是夫妻俩
决定回老家，还要求鲁迅出路费。
一向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居
然就这么忍气吞声打算替他们筹
措100多元的路费！可这还没完，
廖立峨提出他们这次出来是卖了
田地的，现在回去要生活，要重新
买田地，所以鲁迅先生应该给他
们买田地的钱。最终鲁迅实在没
钱，两人才不欢而散，如果拿得
出，真不知道鲁迅会不会给出去？
也难怪气得许广平大骂他“愚不
可及”，“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呆
子吗”？ 据新华网

沈从文不擅讲课，擅谈天

林语堂用“相面”定成绩

嵇康训儿

陈寅恪凭记忆说出麦克马洪线内容

鲁迅常被学生伤害

许世友被耿飚嘲笑
“不是对手”

许世友以武功著称，一生
练武不辍，只要听说谁武功
好，就会去找他切磋，一次，他
就找上了国防部长耿飚。当
然，国防部长是耿飚在建国后
的职务，许世友找他的时候，
还是在红军时期，正担任红1
军团第1师参谋长。

那天，许世友去找耿飚，要
当众比武，耿飚耿直，直接说：

“不用比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许世友当然不同意，缠着他非
要比试。那么，比了没有呢？没
有，好像是当时上面通知紧急
开会，把这事儿给耽搁了。

耿飚为什么敢说许世友
不是他的对手？当然也不是没
有原因的，许世友虽然号称出
身少林，但实际上并非正式的
少林弟子，而是去打杂的，当
然，许世友天赋异禀，就像少
林寺火工头陀一样，照样练就
了一身惊人的武功。

再看耿飚，他的父亲可是
当时非常有名望的武林豪杰，
还曾被慈禧召进宫，担任大内
保镖，并被皇上赏赐了一对虎
头双钩，人称“双钩大侠”。耿
飚从小跟着父亲闯荡江湖，十
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小小年纪
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武林高手。
因此，耿飚是有底气跟许世友
说那样的话的。 据凤凰历史

孙中山妙联入督府

黄永玉成名后，其书画价格
飙升，不少人都想沾光，挖空心
思来免费索画，他于是在湖南凤
凰家里的中堂左壁上挂了这样
一则“启事”：

“一、热烈欢迎各界老少男
女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
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
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
扶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
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
姓、洋人土人……不欺。三、画、
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
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食
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
轻微‘老花’，仍然是雪亮的，钞
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
法规矩……六、所得款项作修缮
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
用。” 据《北方人》

钞票面前人人平等

马公愚强装伏虎

现代著名书画家马公愚
爱菊嗜酒，性格幽默，一生留
下了许多的趣事。

1932年，国画大师张大
千与张善子兄弟寓居苏州网
师园，将画室设在淡雅柔和
的小院“殿春簃”。张善子以
画虎著称，自号“虎痴”，时人
称为“虎公”。他为了以老虎
为模特，在园中放养着一头
不系锁链的幼虎，名唤虎儿。

驯良乖巧的虎儿一切听
从张善子指挥，十分可爱。一
次，张善子让虎儿张开大口，
然后他把头伸进虎口，旁人
看了无不大惊失色，可张善
子却若无其事。一天，张氏兄
弟请马公愚到网师园游玩，
张善子特意叫来虎儿，请马
公愚骑在虎背上，说绝对保
证安全，由摄影大师郎静山
拍照留念。马公愚连马都未
骑过，更别谈骑虎了，虽然害
怕但又不能说不敢，于是口
称“姑妄试之”地上了虎背，
但一坐上去就瑟缩发抖，脸
上却不得不微笑着，强装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好似武松
打虎一般。可一等郎静山拍
完照，马公愚赶紧以最快的速
度爬了下来，然后跑到安全地
带去大抚胸口。虽然心有余
悸，可他嘴上还要说着硬话：

“我虽没有降龙，却已经伏虎。
俗话说骑虎难下，在我看来，
是没有这回事的。”马公愚这
张骑在虎儿身上的照片，后
来在上海南京路上四大公司
之首的永安公司创办的《永
安月刊》上发表，题为《伏虎
图》。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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