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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到 2009年 12月，我国已在 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传播中华文化的

554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于是又感动于 SHE那 3个小女生唱响的歌：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后来知道，他坐飞机太多，航空公司给他

优惠，买一般机票可以坐头等舱，而且只要旁边没人，可以给他一人三个座

位。他经常把课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常常

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飞得没了时差，一下机就演讲，偶而遇上恶劣天气，

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学生在地上已经走进课堂，杜维明呢？他到了，在

上边。他到是到了，就是下不来。真是个 Flyingman，飞人。 

 

与基辛格交流 

不论如何地疲劳奔波，只要一讲学术，就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

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个痛快淋漓。各个不同的听者，都会觉得他讲的

与自己相关――尽管他大都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

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一些是博士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原先杜维明先生讲授

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 伦理的

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

去？ 

杜维明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

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

剧院讲课。江泽民主席来哈佛演讲，就是在这里。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坐

着六七百学生。开始，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

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众。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

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通过

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

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是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

人恪守交通规则，唯独在哈佛，人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杜维

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

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

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哈佛 的 Sanders Theater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课堂那么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

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

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地

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二月。据说二月生的龙，是

抬头龙，头是昂扬的。 

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我左侧一个金发男生，杜维明讲课时他埋头作笔记，待有人发问，他才抬起

头，用手把笔横着塞在嘴里。就这么久久地用手塞着笔，好像要把杜维明的讲

课整个儿塞进去。 

我看这么一个大厅的哈佛学生，佛教徒般地虔诚。而杜维明，微偏着脑袋，右

手捂住胸口又高扬起来，掏心掏肺地真诚！台上布道，台下得道。在哈佛，我

看到了一个学术的圣殿，文化的圣殿，中国文化的圣殿。 

几百个黄头发、蓝眼睛，把眼睛的追光跟着杜维明移动，身子是不动的。几百

个人就是几百座雕像。我很想拍两张杜维明演讲的照片。可是这里除了杜维明

那很有磁性吸力的声音，再没有一丝杂音。如果按动快门，咔嚓一声，那都会

声惊四座。那简直是太没公德的野蛮行为。可是，我应该把儒家文化的布道者

照下来呵！ 

在这种场合发出咔嚓声，简直是当众出丑。我狠狠心，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

一下。好像 007溜进保密室偷拍文件。而且立即被发现了――周围的学生全都

惊愕地转过头来看我。我也才知道，这些“雕像”原来会转动。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他

在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指点，全都活

了过来。 

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

的身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她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

方文化的神秘的云雾里。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

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

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名哈

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康桥，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

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的演讲从来没有讲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讲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问题。

台下一位牧师问身边的人：这位杜先生的灵修问题有没有解决？就是说，杜维

明有没有加入教会？旁人说没有。牧师说，杜先生要是给我们布道，效果一定

好极了。 

英文世界里，传道士意味着代表上帝布道，意味着使命感。很多西方学者称赞

杜维明像传道士，杜维明就不愿接受了。因为，中文世界里讲及这个词，似乎

并不必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 

 

杜维明在课堂上 

杜维明在大讲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

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件西

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

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

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北京也不无

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 

那么，我想，这个洞就是著名一洞了。 

世人看来最风光的人，往往都过不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次杜维明先生主持召开

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资金一时没到。杜维明和他的助手只好拿出自己的信用卡



先支付会议的费用。助手用自己的卡取出 3 万美元。再用杜维明给她的卡取，

不，取不出来了，卡上没钱了。 

杜先生，你的卡上没钱了。杜维明说，是吗？ 

我想，杜维明的生活中，一定有不少的“洞”。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

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唯去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

要不，圣诞他又要一路演讲过去―― 、香港、新加坡、北京。 

很多科学界的会议也请他去演讲。譬如生态会议，杜维明就从儒学的角度来回

应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现代人不能忽视

的有用资源。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

会。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在 21世纪的世界，中国

文化对人类可能有的贡献。 

想到他前些年提出的“工业东亚”的话题，觉得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总是和社

会变迁，世界进步有关。中国文化和现代性碰撞激发的活力，使他把儒学从书

斋引到现实世界中来。杜维明始终注意传统资源和现代化的相关性，这一点使

他的儒学研究总是具有开辟创新的能力，而他对中国文化精神血脉的坚守与弘

扬，又恰恰使他多了几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这种士大夫精神失

传，学子回到书斋里。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维明要来大陆从事儒学

活动了。那时大陆刚刚开放，一些大学对他要讲儒学还不大敢应承。以杜维明

的聪颖，怕不会没有察觉。这边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做了也

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是你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对话越来越活跃了。我想，如果有好事者把杜

维明乘坐的飞机的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地记录下来，那么大

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世人瞩目，事业的代价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这样的飞行

客，机票大体自理，文章却很少有时间“自理”了，文债累累。以前，人家逼

“债”，他还可以推说明天就寄出。于是当夜赶稿。如今对方总是要他 E-mail

过去。糟了！ 



实在是，牺牲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 

他的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她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他说：我这

样都不发牢骚，我焦头烂额到什么地步了？要在哈佛当学子，就只能作和尚尼

姑！这种“和尚尼姑”的决心，是怎样执著的激情！但他是感情内敛的人，于

是人们从表面看到的往往只是他的理性。 

杜维明的学问是动态的学问，是知和行合一的学问。虽然因之少了皓首书斋构

建体系的时间，却使他那儒学能够面对当代世界，与各种思潮建立沟通，接受

现代性的新模式的挑战，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黄头发白头发。他的黑发里

也偶有银丝了。但是他在任何会上都是最年轻的――我是说，他的心态。 

他讲话很快，沉醉于他的学术观点，说话没有句号。他喜欢倾听，别人讲话，

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作笔记。作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

在裤兜里。他什么时候都有一分书生的儒雅。 

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

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

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国华裔的孩子，往往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不知读了有什么用，下了

课再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

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说：“我爱我的文化！”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

孩恰恰并不是纯华裔后代。父亲是中国人而母亲是美国人。不过这两个女孩的

父亲，叫：杜维明。 

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以中国人自居，能背 ，背《逍遥游》。当然，她们同

时又是洋生洋长的美国孩子。如果家有中国客人，杜维明讲中文，讲得客人大

笑，女儿就抗议：爸爸，你讲学术就讲中文，你讲笑话得讲英文，否则我不知

道你们笑什么，我不就像傻瓜了？你这是忽视我的存在！  

“哈佛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的道场” 

早上醒来，拉开窗帘，下雪了！平白无故地下雪了！我是说，我怎么也没想

到，2月 25日了，下起了这么大的雪。雪片好像不是一片一片飘下，是一朵一

朵坠下。 

梦溪(作者爱人)下午四点在哈佛燕京有个演讲：《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

学术》。但是，厚厚的积雪里，车开不动了，人走不动了。小会议厅里，稀稀

落落的只几个人，好像老太婆的一口牙，稀稀落落地空缺着，只剩几颗了。 



那是我想象中的雪中开会的情景。其实会议室是满满的人，最后一个人没座位

了，只好高高地坐在沙发间的茶几上，好像突起了一只虎牙。 

有时候一只虎牙如同点睛之笔，带来些许活泼，些许生动。这只虎牙，使会场

有了立体感和动感。 

梦溪讲晚清以来，20 世纪中国学术的新的高峰期，讲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

所起的作用，讲陈寅恪的家世与情感，讲他的深沉的“家国旧情”，讲他对明

清到民国的“兴亡遗恨”，讲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深度。这是做学问的通达之

路，是独立精神和通儒大家所立的风范。这几年国内学术的拓展，与承继王国

维、陈寅恪的传统不无关系。 

杜维明插话：可以通到剑桥来。 

 

 

哈佛燕京学社 

窗外，大雪丰厚地、清洁地堆积着，积雪圈定了学术的纯洁与独立，积雪又演

绎了学术对人类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关怀。学术独立的百年情结，对学术前辈的

至诚至敬，像晶莹的白雪，净化了、升华了今人的心境与情境。 



我知道梦溪会讲好。但是主持人杜维明先生和学人们的提问，还是叫我吃惊他

们怎么一个个全是饱学之士？晚上七点钟，又来到杜维明家里围坐下，探讨儒

学问题。一屋子饱学之士和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 

一只只包放在地上，茶杯放在地上，当然，还有脚放在地上。对，是脚，不是

套着脚的鞋。进杜维明家本不须脱鞋，但今天每双鞋上都是雪。雪，塞进鞋底

的一道道凹槽里，堆在鞋面上，掉进鞋帮里。这是波士顿今年最大的一场雪，

好像老天存心要考验学人们求学的诚心和定力。我数了一下脚，15双。 

客厅有两面落地格子玻璃门和一面格子玻璃窗。从门从窗看出去，厚厚的雪压

在松树上，地面上，屋顶上。洁白的世界里，一盏盏灯越发地金黄温暖。那灯

底下的人，或许在唱圣诞歌？从哪个角度看出去，外面都像一张张美丽吉祥的

圣诞卡。 

不过不是圣诞节，是文化节，是哈佛燕京的学人们营造的中国文化的节日。杜

维明点燃了壁炉。望着壁炉美丽的火苗，学人们更加忘情地忘我地走进瑰丽的

学术世界。 

我不明白有的学人思想怎么会这么连贯，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用打印机打

出电脑里的文字稿。我不明白两位女性学者怎么这么有士大夫的饱学和关怀。

这一屋 15人，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巴黎来的，英国来的，和哈佛本校的。

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就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资源。

一位台湾女教授，右边的短发老是从前额搭下，遮住半张脸。我想她经常埋在

书本里，头发吞没了脸，如同学问吞没了她。 

和一屋子饱学之士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中文比英文难懂。因为英文只是夹

杂在中文里的短短的点缀。The history moment，是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时

刻。只是，我不知道历史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一探讨学术，他们一个个人

都历史一样地深不可测。他们讲的话，每一个字，我是知道的，只是合在一个

句子里我就不懂了。 

我不知怎么想起一个广告语，好像说女人要由里而外地美丽，现在我是由里而

外地专注。此刻我的外表也一定非常历史，恨不得一开口就说古汉语。 

我的内心，尤其地激凌起来，恨不得像打苍蝇那样去捕捉他们说的每一个字。

对不起，这个比喻太不得当。事实上我尊崇这一屋子的每一个人。而且深感文

学的浅薄和学术的浩荡。只是，今天我突然不懂中文了。 

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呢？我怎么也不能把我捕捉到的话连贯起来：学术和学术生

命的活性――历史的此岸性、此刻性――中华民族的再生――两岸三地的互

动，学术界良性循环的曙光――东西方价值取向重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儒



学的十年机缘――提供机缘本身是极大的挑战――错过十年，我们就变成西方

文明的消费国――儒家理念向外部发展的空间――softpower 软性力量――儒

家伦理和在世界范围的普世价值――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能

发出的声音――儒学重在身体力行的――知识群体的独立和尊严――今天的儒

学必须包括科学――中学西学的微妙混合――市场化社会对儒家的消解――文

化和生活方式的配置――儒家的带有宗教性的情怀――公众知识分子的角

色――我们不开创空间是我们的失职――21 世纪是不是还有只做中国学问的奢

侈――美国国会请杜维明讲《 》――世界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发什么言？ 

我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从晚上七点到午夜了，学人们还在抢话：

“我插两句。”“不好意思！”“你先说！”这次的讨论杜维明的秘书录了一

盘又一盘，后来他干脆和录音机一起坐在柜子上。 

杜维明家的狗看这么多人也没人理它，来回在学人跟前穿来穿去，想引起人们

的注意。如果说这里有一屋子的学界骄子和一个凡夫俗子，那么这条狗就可以

检测出来――注意力竟然被狗牵动的那个人，准保是凡夫俗子。It’sme，是

我。 

这场壁炉前的讨论，可以讨论到明天。哦，差不多已经是明天了――已经从晚

七点到午夜了，快到明天凌晨了。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

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壁

炉里的火，杜维明加了又加。思想的火，生生不息。在世纪末的一个短暂的时

刻――一个夜晚对于一个世纪来讲，自然短暂，在杜维明家一个壁炉前发出的

声音，有如世纪般地深沉。 

我不禁又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哈佛东亚系主任，捡起别人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吃 

1999年 2月 14日，电视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很不鲜明的字：It’sover。过去

了。克林顿的“外传”，从任何方面都写到了极致，话剧在演出，电视在搞

笑，集美国文化之大成。不过未必有人来细析这个折腾全世界这么久的故事，

因为，It’sover。人们提着精神的时候，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美

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只是现在进行时，只是过程。一旦 over，过去的就过去

了。 

我就觉得，政治短暂而文化恒久。 

还有四天就是大年初一，这天是阴历二十七，杜维明邀所有来燕京学社的访问

学者和家属，都去他家包饺子过年。那得多少人呵？100多人，有人说。不到

100人，有人说。客人们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谁也搞不清有多少人，



谁也没想跑上跑下去点人数。后来听杜维明讲，是 80多人。他楼上楼下地数

了。 

杜维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那感觉，还是在哈佛大礼堂的讲

台上，一个永远的演讲者。他的周围总是一些学人，总是儒家文化的探讨。总

算他来到地下室，那里更多的是妇人和孩子。妇人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看录

相――好莱坞的卡通片《木兰》。这部卡通片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达

2300万美元。影片为中国的花木兰注入了美国电影文化的卖点，更为迪斯尼注

入了东方文化的活力。杜维明走来盛赞这部卡通。我想，《木兰》里忠孝两

全，那是儒家文化的好莱坞式的弘扬。 

杜维明家的春节 Party，那是中国文化的国际盛会。有各国来的中国人，有会

讲或多或少中国话的外国人，也有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一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妇女，那么情真意切地对我说起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

孩。领养的时候，那女孩才 4个月，现在已经 12岁了。女孩小时候可漂亮了，

现在也漂亮。她掏出显然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女孩的照片给我看。她说女儿就是

不肯学中文。所以她一定要带她到中国走走，一定要让她会讲中国话。她说着

双手捂胸，好动感情！杜维明说，这是个过程，到一定时候她自己就会想学中

文。 

波士顿有好几百人领养中国女孩。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的唐人街上，前边走着一

对美国夫妇，他们中间是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女孩。她一手拉着美国妈妈，一手

拉着美国爸爸。女孩短短的花格呢子裙，长长的黑袜子，嫩黄的羽绒服，长长

的披肩发。这个生动可人的背景叫我爱得不行。她的美国父母一边走一边弯腰

和她说着话，更是把她爱得不行。我没有时间去探究为什么波士顿人领养中国

女孩成风。我想，“木兰”移民美国后，会有更多的波士顿人领养小木兰。 

波士顿这些小木兰的美国父母们自己组织起来，呼吁波士顿的中小学开中文

课。那位对我倾诉的美国妇女，那么希望我去她家作客，她给我写下了电话、

地址、名字。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太爱她的中国女儿，看见中国人就

像遇到亲戚似的。 

那些日子我竟是安排不出时间去。我想，下次，下次，会有下一次的。我想，

等我去的时候，她的中国女儿一定已经会讲中国话了。 

在波士顿，在哈佛，很有一些不愿学中文的中国孩子，更有通晓中文的外国朋

友。杜维明家的 Party 上不少“老外”（当然，在这里不知道他们是“老外”

还是我是老外）用筷子，都比我强。这个 80 多人的中式自助餐,几乎是个筷子

Show。 

杜维明常讲善缘。我想，“缘”和“圆”同音，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圆吧。

在这个 Party上，因此有了这么圆圆满满的中国缘。 



杜维明是最后一个端了盘子去拿菜的。那时长长的餐桌上已经没人了，只有一

个饭粒。我是说，他的视象，放大了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他捡起这个饭粒放

进自己的餐盘里。当时，80几个人也不会有人看到这个细节，除了我。没饭吃

的人捡米粒那是当然，哈佛东亚系主任在自己举办的 Party上捡米粒吃，那就

令我震撼了。 

那么多的菜吃也吃不完，怎么就先捡饭粒吃？这个时候，比起他在大教室演讲

更像一个儒家文化的布道士。我想起杜维明爱讲的内化，他是把学养内化进人

格里了。 

1928年以来，号称百年以来，杜维明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个华人系主任。有的

时候，一个人就改变一个格局。壁炉里的火，热烈又并不张扬地燃烧着。窗

外，风雪装扮着新英格兰的红砖墙，一簇簇金黄的灯火，好像一个个雪地里升

起的壁炉…… 

后来，不久前，北京大学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叫：杜维明。 

也是不久前，2010年 1月 4日《文汇报》报道，美国留学中国的人数 10年?长

6倍，2008 年世界各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达 20万。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在未来 4

年送 10 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大专院校每天平均有超过 51500 名学生

在学中文。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全球中国连接”，哈佛、耶鲁、康耐尔

大学、牛津大学等 40 多所全球顶尖名校纷纷设立分部。 

中国文化的课堂有多大？ 

文章来源北大博雅好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