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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他这一代学者的魅力，归根到底是
中华文化的魅力。

11月19日，长沙天心阁映山楼。湖南吟诵学会会
长史鹏先生手书的“何泽翰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
悬于古褐色的屏风中央。 屏风左侧，挂着何先生一张
颔首微笑的半身旧照。

“杂花妆林草盖地，清风弄水月含山。 ”映山楼
里，何泽翰这幅格调高古的篆书作品，和亲友学生的
诗画缅怀作品，挂满四壁。 映山楼外，老城墙西侧的
古阁楹柱上，何泽翰创作并撰写的长联，与这座古阁
共迎朝阳落日……

“四十年前曾祝嘏，承公嘉许谓能诗。 今朝欲作
期颐赋，情到深时转乏辞。 …… ”18日晚，93岁的史
鹏先生写下了一首缅怀诗。 他是何泽翰的连襟，曾一
同在红墙巷21号的院子里住了27年。何泽翰字申甫，
史鹏唤他“申哥”：“申哥是一位纯粹低调的学者，很
多人不了解他。举办他的百年纪念会是我的心愿。我
想为他，也为传统文化做点什么。 因为他的求学、治
学、为人，都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 他这一
代学者的魅力，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魅力。 ”

原中国韵文学会会长、 曾任湘潭大学中文系主
任的刘庆云教授，一早就到了映山楼。 年过八旬的她
腿脚痛，不常出门，但她说一定要来参加纪念会：“何
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 他博学多才，工诗文书法，还
是吟诵大家。 他为人耿直，吹牛拍马颂圣那一套，他
是绝对不会做的。 他不媚俗、不媚上的人格精神，足
以为学习楷模。 ”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李传书是何泽翰的首届研究
生， 导师的才学与为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何先生
是通才， 他在家里给我们上课是扯谈式的， 不用讲
义，引经据典，说古论今。 当时我还有点疑惑，先生怎
么不分门别类地讲呢？ 其实他是把书读通了读透了，
讲的都是见解独到的干货。 他不迷信权威，有一次谈
到一位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他随手拿起这位学者
写的一本图书批评：有的地方写得不对嘛。 ”

何泽翰率真耿直，但论人谈艺惜字如金，并不轻
易品评。 史鹏总结其“月旦评”的特色：论人，“不讨
嫌”是最高评价，微笑点头是二等奖，沉默不语是三
等奖，最末等，就是摇头了。 说艺，“脱俗”为最高，“朴
素”次之，最差的，就是一个字：“俗”。

“人们有时觉得他有点傲。 其实，他只是太爱这
个社会了。 ”史鹏说。

他更愿意享受纯粹的读书之乐；
儿子一听到父亲吟诵古诗心就静了

何禹平最深的童年记忆，是陪着父亲灯下夜读：
“父亲每天看书看到很晚， 我趴在书桌边不吵不闹，
他也从不赶我去睡觉。 父亲一辈子淡泊名利，就是喜
欢读书、教书的一介平凡书生。 1939年，他从湖南国
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老师， 易祖洛推荐他担
任第九战区长官薛岳的文字秘书，但他只做了8个月
就辞职了。 他骨子里还是喜欢安静地做学问。 ”

出生于1917年的何泽翰， 从小走的是拜师求学
的传统路径。 他的启蒙老师是梁启超的秘书、著名国
学家李肖聃。 李肖聃喜爱这个聪慧过人的弟子，将其
推荐给著名语言学大师杨树达。 杨树达十分器重何
泽翰，甚至想把女儿嫁给他。 杨树达去世后，何泽翰
仍像先生在世时一样，逢年过节都去问候杨师母。 何
禹平记得，有一次他和父亲一起去探望，父亲发现师
母的垫被比较薄，立刻买了一床厚被子送过去。

何泽翰的另一位老师， 是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的
族弟、著名书画家徐桢立。 徐桢立诗、书、画、印无不
精能，是闲云野鹤一般的隐士高人，何泽翰很佩服。

新中国成立后， 何泽翰到武汉图书馆工作， 遇
到了另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名师陈病树。 陈病树是
清代进士、大书法家陈孚恩曾孙，也是桐城派名家。
受到陈病树的鼓励，何泽翰潜心研究《儒林外史》中
的人物原型，撰写了《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此书
稿被著名学者、 编辑家何满子从自由来稿里挑中，
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著名历史学家
周谷城先生称赞此书“考证精确、材料丰富”，一时成
为《儒林外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受教于数位名师， 何泽翰有着深厚扎实的传统
文化功底，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文
系。 他能将冷僻的古汉语讲得鲜活生动，极受学生欢
迎。 但他述而不作，更愿意享受纯粹的读书之乐。 上
世纪80年代，高校评教授，两本著作是硬指标。 1983
年，《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
版。 不久，岳麓书社要为闻一多编选的唐诗出书，想
找人来注解。 史鹏很热心地为何泽翰“揽”下来：“但

他迟迟没动静。 人家钻山打洞削尖脑袋找这样的机
会，但我把机会送到眼前他都不要。 评不评教授他不
在乎。 ”

在何禹平眼中，父亲不喝酒不打牌不听戏，吟诗
作对、读书写字就是最大的享受，累了就练练太极：

“他爱吟诵古诗。 我听他吟过《长恨歌》，抑扬顿挫，中
气很足，隔壁邻居都听得到，说何老师‘唱诗’蛮好
听。 ”何泽翰在某个会议现场吟诵的杜甫《曲江二首》
等数首古诗的录音， 已成为珍贵的中华诗词吟诵音
频文献资料。 何禹平将录音下载到手机里，坐公车也
戴上耳机听：“一听到父亲的吟诵心就静了。 ”

红墙巷21号

长沙红墙巷21号， 是何泽翰和史鹏住了27年的
小院子。

何泽翰爱交朋友，不看对方的权势地位，而是看
才学和品德，更同情弱者，古道热肠。 来往21号小院
的，既有名流高士，也有摆地摊卖文具的小贩、食堂
的师傅、旧书店的店主等普通人。 自身也不宽裕的何
泽翰，曾多年资助一位家境艰难的下岗工人。 著名戏
剧家董每戡被打成大右派时，人们不敢和他来往，何
泽翰却时常去看望，并不忌讳。 担任过副省长的周世
钊曾住在附近， 常提着一只菜篮子去买菜， 路过何
家，总要进门来坐一坐。 何泽翰从未开口找他办事，
两人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

陈病树先生曾在21号住了十多天。 何禹平记得：
“有一次，陈先生指着父亲说，你的诗超妙有余，傲骨
不足。 又指着父亲的朋友彭仲炎说， 你的诗傲骨有
余， 超妙不足。 你们两个要相互攻击、 切磋才有进
步。 ”

史鹏印象最深的，是何泽翰与虞逸夫的来往。
虞逸夫是江苏常州人， 曾担任一代大儒马一浮

的秘书。 何泽翰佩服他的学问，常去聊天。 后来虞逸
夫搬到红墙巷附近，两人来往更加密切。 史鹏回忆起
当年情景还觉得十分温暖：“每次申哥将一小袋花生
米或者两个小饼子放到裤兜里， 又拿个小玻璃瓶去
倒我泡的药酒， 我就知道， 他又要出门找虞老聊天
了。 申哥不喝酒，他专门拿瓶子装了好酒带给爱喝酒
的虞老。 虞老当时很艰苦， 申哥这样做给他很大安
慰。 ”

红墙巷21号也吸引了不少慕名求学的青年。 现
任长沙市书协副主席谭石光上世纪80年代曾拜“篆
刻王”谢梅奴为师。 谢梅奴告诫他要多读书，培养书
卷气，特意带他拜访虞逸夫、何泽翰。 此后，谭石光和
几位朋友每个星期天上午去何泽翰家里上课：“何先
生在床头挂一块小黑板，给我们讲文字基础、唐诗宋
词欣赏。 我们读书不多，何先生还特地刻写了讲义。
他不收一分钱，有时还留我们吃午饭，这样的免费课
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

回想起来，谭石光觉得自己最大的财富，就是有
幸跟这几位老先生面对面学习， 让他真正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壮美丰富， 提醒他对传统文化要有敬畏
之心， 要扎扎实实向传统学习：“我后来邀了几位的
朋友，每个星期固定时间聚会，屋子中间扯起一根绳
子， 每个人的书法作品都挂到绳子上， 大家相互批
评， 每人还要背一首唐诗。 这都是受何先生的影
响。 ”

茶山村里的晚年时光

上世纪90年代， 已退休的何泽翰搬到了河西二
里半的茶山村，读书，教课，看朋友，仍是他生活的主

要内容。 中华吟诵学会理事、湖南吟诵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曹琴，见证了这位老先生的晚年时光。

曹琴的养父是著名教育家曹典球的儿子曹陶
仙。 曹陶仙曾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教英文，和
何泽翰是老朋友。曹琴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
家住城北司马里， 何先生住河西二里半， 他常来我
家，左手拄杖，右手提一罐银耳莲子羹，和养父谈天
说地，兴致勃勃。 坐久了，养父就叫我去街上的‘常青
汤圆店’端汤圆招待。 ”

2002年到2005年，曹琴每周都花两个晚上去何
先生家里学习两个小时：“客厅中的方桌堆满了几排
书，约有1米高。 先生中等个头，戴着眼镜，身影常藏
在书后。 我坐对面一字一句地啃着一篇篇古文，有时
断句不准，有时遇见生僻、繁体字，就像嘴中含了石
头，结结巴巴。先生眯着眼睛听着，一语不发。我将一
篇文章啃过三遍， 他才睁开眼睛笑骂说我‘狗啃螺
陀’不像读书，并示范地念读一遍。 他告诉我诵读文
言文必须这样，坚持一年半载后会有明显的提高。 先
生还常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不能见异思迁；更
要多思，究其根源，考证精准。 ”

2005年，88岁的何泽翰数次住院， 但他依然乐
观，还给护士们背《岳阳楼记》，惦记着要以行、楷、篆
等五种字体来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 5月13日上午
10点，这位满腹诗学的老先生安然仙逝。 茶山村里，
那个常常拄着拐杖，坐公交车去看朋友，去旧书店淘
书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怀念他的人们心中。

默默者的本色
也要有人懂

肖欣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句诗
出自元代画家、诗人王冕。《儒林外史》的第一章，即
以王冕高洁清正的故事来“隐括全文”。在观照吴敬
梓笔下士人众相的同时，身处士林中的何泽翰也划
定了自我的标高。他对学问对人生一以贯之的真诚
笃实之心，甚至不太为人理解的“傲气”，凸显了一
名真正的学者应有的超越性、独立性。

心无旁骛，超凡脱俗，不曲学阿世，这是以学问
为立身之本者应有的朴素本色。鲁迅先生曾针对有
些人说《儒林外史》“不永久，也不伟大”的论调说：
“伟大也要有人懂。”借用先生这句感慨，我以为，在
喧闹与浮华的世情时风里，默默者如何泽翰的朴素
本色，也要有人懂。尤其，是这份本色里深蕴着中华
优秀文化的精气神。

深冬的雨幕里，穿过那条已经是小商铺林立的
红墙巷，我怀想当年21号小院里往来有鸿儒、谈笑
也有白丁的动人情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穿越，我
可以同去听何先生讲唐诗宋词， 并拜访虞先生，陪
他就着花生米喝点小酒，甚至还能随青少年时代的
何先生一起，亲炙于李肖聃、杨树达、徐桢立等老先
生，那将是怎样的幸福啊？

“想望风流倍怅惆，遗踪直欲访山斋。 ”当年何
泽翰听闻吴敬梓纪念馆落成时写下的诗句，也恰是
此刻我怀想长沙这些老先生们的心情。

人生在世， 正常的人都祈望有
“得”，只是祈望“得”的内容不同、层
次不一。 有人祈望得民心、得称颂、
得尊重，乃是超凡之“得”；有人祈望
得功名、得地位、得事业，乃是脱俗
之“得”； 有人祈望得知识、得学问、
得才干，乃是高雅之“得”；更多的人
则是祈望得衣食、得健康、得安全，
乃是起码之“得”、普通之“得”、必需
之“得”。 但人们追求“得”的轨迹却
逃不出马斯诺的需要层次论， 一级
一级往上求：力保基本的，力争高雅
的，追求脱俗的，向往超凡的，从生
存到发展，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
精神， 从外在到内在， 从平凡到卓
越，从卑微到崇高。 不管求什么，也
不管要追求哪一层级， 只要不妨害
社会和他人，都是无可厚非的，甚至
还可被看着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
求、有进取、有作为的表现。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 有些人不
愿付出和劳作，却盼望不劳而获，梦
想“天上掉馅饼”，或是希望一夜暴
富、一举成名、一步登天，兴许一时
能获取别人的理解、同情和施舍，但
终究是好景不长， 并会沦为社会的
负担和笑柄。 有些人虽然身体力行，
由于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制约，付
出与得到却不成比例， 甚至是劳而
不得，但比起前者却是一个进步，因
为这些人要么心智得到了启迪，要
么肌肤得到了强健， “功夫不负有
心人” 的铁律最终会帮助这些人收
获应有的所“得”。 更多的人则会“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几分付出就
有几分收获，会是劳而有“得”。

但劳什么、以什么方式“得”，却
展现人的境界、体现人的品质、彰显
人的大小，也决定“得”的性质。

以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损人利
己的方式去谋“得”，得之越多，他人
和社会损之越多， 这属缺“德”之
“得”。 以这种方式求“得”，兴许会得
逞一时、风光一阵，但“不是不报，时
候未到”的因果规律终会发生效应。
这种人自然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
处，或者会得到舆论的谴责和唾弃。
像那些不择手段捞权、 捞钱的贪官
污吏，像那些欺世盗名的伪专家、伪
权威，像那些将己“得”建立在别人
痛苦之上的卑鄙之徒， 莫不是缺
“德”之“得”者，终究不会有好的下
场。 这种人看似“得”了，最终却失去
了民心、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品格、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根
本。 此所谓，缺“德”之“得”者，小人
也。

而以利他、利社会、利国家之方
式求“得”，“得”之越多，他人与社会
也会随之受益越多。 这是有“德”之
“得”。 这种方式的求“得”之人，其本
人兴许会一时“得” 得很苦、 甚至
“得”不偿失，但终究会受到人们的
赞许和爱戴， 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
敬。 像钱学森、袁隆平这类科学家，
像焦裕禄、孔繁森这类领导干部，像
雷锋、郭明义这类平凡人物，都属于
有“德”之“得”者。 他们似乎看似没
有得到什么， 实际上却收获了大大
的“得”，为万民所称颂，为社会所景
仰。 此所谓，有“德”之“得”者，君子
也。

由此看来，“德”与“得”不仅只
是音同，而且有着因果关系：“德”为
“得”之基，有“德”方有善“得”。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潮
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 人们的
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多样多变。 中华
民族正在朝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迈进。 面对这种形势，在求
“得”的方式上，更要旗帜鲜明地倡
导和褒奖以“德”求“得”、以“德”换
“得”，营造“鄙视小人、谴责小人”
“学习君子、争当君子”和“君子好
名， 求之有范”“君子爱财， 取之有
道”的社会风尚。

一个人， 拥有了良好的政治品
德，并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和家庭美德， 便自然地造就了自己
的良好品格。 以良好的个人品格去
谋“得”，坚持以“德”换“得”，自然会
得其福、得其禄、得其寿、得其喜，而
且“得”高境界、高品质、高形象，这
样的“得”方属大“得”、长“得”、真
“得”，可谓“得”得踏实、“得”得愉
悦、“得”得称道。

以
﹃
德
﹄
求
﹃
得
﹄
方
可
心
安
理
得

想望风流倍惆怅
———追忆学者何泽翰

他博学多才，师承湘学正脉，受教于著名学者李肖聃、
一代语言学大师杨树达、著名书画家徐桢立等名家；

他曾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秘书，却主动请辞,甘
当吃粉笔灰的“教书匠”。冷僻的古汉语他能讲得热气腾腾，
以一本《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被赞誉为《儒林外史》研
究的“集大成者”；

他率真、耿直，还有点“傲”，对人的最高评价惟“不讨
嫌”三字。可人们还是那么喜欢、想念这位静立于浮名之外，
已逝去12年的“好老头”。

何 泽 翰 (1917 ─
2005)， 字申甫， 号栎
翁，晚号学止翁，长沙
人。1939年毕业于湖南
国学专科学校。 先后在
长郡中学、 雅礼中学，
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中文
系任教。 一生致力于古
典文学及古代汉语研
究，著有《儒林外史人
物本事考略》等书。 工
诗文，好吟咏，擅长汉
隶及小篆，国内名胜之
地多有其石刻碑文传
世。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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