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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俊、郎秋红、孟含琪

长春市东中华路，没有长安街显赫，也没有宽
窄巷子喧嚣，幽静而普通。

如果不是为了查清辖区人口户籍，牡丹园社
区新任党委书记张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条不
足千米长的街道，曾藏龙卧虎，泰斗云集。

如果不是街道两侧突然出现了一长串的名人
浮雕，人们也不会意识到，穿越近 70 年时光，他们
曾经与那么多大师为邻。

吕振羽、匡亚明、唐敖庆、吴式枢、王湘浩、于
省吾、公木、成仿吾、高鼎三、高清海、朱光亚、废
名、余瑞璜、金景芳、王惠岩、关梦觉……

这条长春市最短之一的街道，曾居住过新中
国一流的数学大师、物理大师、化学大师、古文字
大家、词作家……他们从四面八方，为新中国建设
而来，在东北播撒下科学和人文的种子，在这片厚
重的黑土地上绵延不绝。

他们或短居，或长住，在这里度过一段如歌的
岁月，也为这里留下无尽的财富。

大师们的身影早已远去，但是他们的精神之
火仍在燃烧。

群贤毕至

4 岁的佟多人在沈阳开往长春的火车上玩得
很开心。多年后她才知晓，她的父亲佟冬从东北工
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
学前身)担任历史系主任。直到 70 岁时，她仍对这
种安排不太理解，但她从没看出父亲有什么不愉
快。她想，那个年代的人可能都这样，服从国家需
要，服从组织分配。

那一年，是 1953 年。
两年后，佟冬担任东北人民大学副校长，佟多

人的家搬到东中华路上。从此她的一生和东中华
路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东中华路，没有车水马龙，
安然幽静。道路两侧坐落着十几幢风格迥异的小
楼，每个庭院前都长着合抱粗的杨树和柳树。行人
走在杨柳下，冬可避雪，夏可乘凉。

佟家的邻居是一户姓唐的人家。每当天气好
时，家里的孩子们就跑到院子里玩耍，大人们就
笑着说，“又放羊了”。好奇的佟多人悄悄跑到对
面院子，放眼一看还真是满院子的“小羊”。原来，
这户姓唐的人家有六个孩子，每个都穿着干净的
白色罩衣，在院子里欢快地跑动，真像群小羊。

佟多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唐先生对夫人很
好，下班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妈妈
呢？”每每与夫人站在一起，眼底里写满温柔。再长
大一些，她才知道这位唐先生竟是中国现代理论
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
唐敖庆。

1952 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响应国
家号召，刚刚回国不久的唐敖庆毫不犹豫地从北
京大学前往东北人民大学创办化学系，与他一同
来白手起家开创事业的，还有数学家王湘浩，物理
学家余瑞璜……

有时，佟多人写作业时抬头会发现一位老伯
伯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她，时不时会抚平沙发
上皱了的毛巾，偶尔还会指点她读书识字。他是于
省吾，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

佟多人听她的父亲讲过，于省吾是被东北人
民大学校长匡亚明“三顾茅庐”请来的。为了“办一
个像样子的大学”，匡亚明首先想到的是要找“像
样子的老师”，他将目光瞄准了北京，于省吾就是
他垂青的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

可面对匡亚明的邀请，于省吾却拒绝了。他
说，自己已经是 60 岁的老人了，不期望人生再有
波折。可匡亚明不气馁，他和佟冬直奔北京于省吾
的家，与于省吾真诚交流教育主张，将东北描绘得
像花儿一样好。最终，于省吾被匡亚明所感动，打
点行装，奔赴东北。

渐渐地，佟多人身边有了更多陌生人的身影。
只是她不知道，那位长相憨厚朴实的伯伯竟然是
长征 3 万多红军将士中唯一的教授、无产阶级革
命家和教育家成仿吾；那位家里盘着小火炕，见到
孩子们总是笑着点头的冯先生，是“京派文学”的
鼻祖、20 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废名

(冯文炳)；那位吃饭胃口很好，说话声若洪钟的金
伯伯，是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易学大师金景
芳；那位不爱说话，严肃得让她有些害怕的高老
师，是中国半导体事业开拓者之一高鼎三；那位多
才多艺、会打篮球、会拉手风琴的年轻教授是日后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中华路上，集聚了余
瑞璜、唐敖庆、朱光亚等一批自然科学家，吕振羽、
于省吾、张松如(公木)、成仿吾等一批文史学
家……他们中有延安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的老革
命，有民国时的大知识分子，还有留洋回来的大教
授……不管他们曾经有什么样的背景，为了建设
新中国，为了建设东北，他们聚集在这条东中华路
上，创造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

筚路蓝缕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东北，即便给了这些大师
们最好的待遇，物质也是极度匮乏。一年二十七尺
布票，缝一条被子就要用掉十几尺。佟多人记得，
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少女
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羡煞了不少小
朋友。

在她的印象中，蔡馏生先生仿佛是家里唯一
有地毯的人。他留洋归国，资历比唐敖庆还深，为
人却十分谦和低调。来长春时，他带着大包小裹，
里面都是微量天平、光接收器、玻璃仪器和珍贵的
化学药品，还有重要的图书资料，这是他带给东北
人民大学的“见面礼”。除此之外，他还带来了自己
的实验员。

当时，东北人民大学一穷二白，蔡馏生和唐敖
庆因陋就简，几条凳子和一块木板一搭，成了猪肉
案板一样的实验台；没有实验仪器，就拿废旧的墨
水瓶做酒精灯……在他们不懈努力下，吉林大学

（1958 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逐渐成为
全国有名的催化动力学研究中心，唐敖庆也在这样
简陋的条件下创建了我国量子化学学派。

佟多人说，尽管缺吃少穿，但是大家的精神面
貌很好。

最爱穿对襟棉袄的于省吾是众先生中年纪较
大的，却是起得最早的。凌晨两三点，东方尚未破
晓，于家小院灯光已亮。在点点灯光映射下，老先
生徜徉在浩瀚无垠的古文学世界，随着他的考释，
复杂冰冷的甲骨文字不再尘封，而拥有了现代灵
魂重现于世。中华书局出版的《甲骨文字释林》显
示，于省吾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

字本义的甲骨文约 300 字。
物理系的吴式枢先生，待人最是和气，但对

学术和学生要求之严也远近闻名。他的研究生
很少能按时毕业。有个省领导的儿子，念了 5 年
才毕业。但他学问深邃、治学严谨，学生们还是
爱考他的研究生。女儿吴姚睿一度认为，父亲爱
他的学生超过爱他们姐弟。就连临终前在重症
监护室里，他都是在批改学生的论文。当时吴姚
睿也在写博士论文，吴式枢却从不过问。

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张依群，是新华社吉
林分社的子弟，就住在东中华路。他记得，当年
新华社办公楼往东有一栋土黄色楼，三个门洞，
一个门洞住六家，简称“十八家”。里面住的都是
“很厉害”的大人物。有搞甲骨文的，有写军歌
的……

“这些人都是走路上班，拎着包。见到我们
的父母和小孩，都会打招呼。他们常散步，也会
逗小朋友玩。”张依群说，这条街学习氛围很好，
那时候缺电，家里都是点蜡烛，小孩们就在路灯
下看书。大人物们每每走过，总会指点一二。

一次，张依群和小伙伴放风筝，从“十八家”
走出来一位教授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告
诉他，方形风筝风阻大，会影响放飞的高度，如

果下面剪成半圆形，风筝受的阻力小会飞得更
高。张依群重新修改后果然放得更高了。

冬天学术大师们也会做冬储菜。东北 9 月
份已渐冷，他们穿着破棉袄在外面干活。9 月晾
菜，十一后渍酸菜。他们还在院子里挖坑埋萝
卜，待来年四月初，新菜还没下来时挖出来吃。

尽管已经是学术泰斗，但这些大人物也有
一颗未泯童心。那时新华社的机要件由邮递员
骑挎斗摩托来送，办事员进社里登记要十多分
钟。司机就带着附近的小孩子骑摩托绕圈。“十
八家”的老教授有的赶上看到了，也会跟着孩子
一起坐摩托车，一起开心地拍手大笑。

那时家家养鸡，小孩就去东中华路西侧的
地质宫广场抓蜻蜓，红色尾巴的是红辣椒，通身
金黄色的是大黄豆，还有尾巴带钩的大绿豆。自
己抓了养一段，然后喂鸡。有位老教授路过看见
了，就告诉张依群他们，蜻蜓是益虫，蜻蜓少了
蚊子就多了。“我们以后就改抓蚂蚱了。”张依群
说，这些已记不清名字的老教授们对他的教诲
贯穿整个童年，却受益终生。

精神绵长

岁月辗转成歌。东中华路落叶缤纷，秋意渐
浓。已是满头银丝的佟多人望着墙上的 16幅名
仕浮雕，仿佛重回少女时光。

寻找人物，深挖故事，拜访家属……在张旭
等人的努力下，东中华路所在的牡丹园社区制
作了 16幅名仕浮雕，缅怀这些曾在中国科学文
化学术领域留下宝贵财富的学界泰斗。

张旭说，这 16位大师只是她们挖掘整理的
一部分人物。未来的日子里，她们还会继续寻
找。“老一辈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故事不该被时间
掩埋。这个时代需要真正的大师和精神领袖。”

在匡亚明、废名、朱光亚等人的浮雕前，常
有过往路人停留驻足。特别是年轻人，望着浮
雕，眼含星光。

大师远去，但大师们的精神深远绵长。
60多年前，在校长成仿吾的安排下，东北师

范大学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中国革命史四门政
治理论课。他极为重视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
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东北师范大学以培养人
才品行兼优成为全国师范类大学中的佼佼者。

今天的吉林大学化学系，老师上课不拿讲
义，不看讲稿。无论多么牛的专家教授，都会给
本科生讲课。这些传统始于唐敖庆创系时期。因
为唐敖庆有 2000 多度的高度近视，上课看不清
黑板，所有的公式定理全靠博闻强记……

年过耄耋的中科院院士徐如人、沈家骢近
年来陆续向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捐款数百
万。60 多年前，他们告别四季如春的家乡浙江，
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东北，与唐敖庆亦师亦友，共
同奋斗，一扎根就是一生。他们的信念影响了一
代代学生。面对各种唱衰东北的声音，面对其他
地方抛出更高薪酬的橄榄枝，以“60 后院士”于
吉红为代表的化学大家，坚持留在东北与恩师
共同奋斗。

吴姚睿心中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父亲
始终将教书作为非常伟大的事业。如今，她在吉
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任教，将父亲的
言传身教贯穿到工作的每个细节：她备课总是
最认真的，重新教授一门课程时必然重新制作
讲义，甚至会给渴望多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开
小灶”。“父亲也曾试探过，让我离开东北去发达
城市，但我觉得与他并肩作战是件很酷的事。”
吴姚睿说，“父亲听了我的选择后，特别开心。这
里就是他的根。”

佟多人、吴姚睿，还有著名的政治学家、法
学家王惠岩孙女王思拓等等大师后辈们都选择
留在吉林大学，守住祖父和父亲心里的根。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吉林
大地上，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从
化学、物理学、数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依然能
感受到生生不息的力量。

地质宫广场又到了风筝飞舞的季节，张依
群依稀看到，那些他叫不上名字的爷爷、伯伯指
点他，风筝如何才能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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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饼已经不再是大人、孩子们梦寐以求
的食物时，中秋丢了魂儿。超市里的月饼销量大
不如以前，家里别人送的月饼懒得打开。被古人
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的中秋，只剩下了吃月
饼这么一个有点仪式感的事情，如今也没多少
人重视了。

你问孩子吃月饼吗，孩子给出的反应通常
是摇摇头，硬塞到他们手里是不行的，这一代孩
子特别有原则，他们只吃自己爱吃的东西，你在
一种食品上植入多少历史、文化、乡愁，他们统
统不管、不理、不在意。被孩子拒绝之后，你会有
些失落吧，咬了一口月饼慢慢地咀嚼几口，失落
之余未免还有点伤感。

如今中秋还有看月亮的人吗？看月亮也是
过中秋最简单的一个形式。城市里的人有时候
会忘了看月亮，写字楼里加班工作的人看不到
真月亮，因为从座位上起身走到楼顶或者走到
阳台打开窗户，都会耽误时间。很多人看的是晒
在朋友圈的假月亮，看到别人拍月亮拍得那么
好看，自己也想拍。可惜，这只是一个想法，紧随
这个想法之后的第二个想法是，算了，朋友圈看
看别人晒的月亮也挺好的——— 不只是中秋节，
别的节日，往往人们就用这种浮皮潦草的过客
心态，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吃月饼和看月亮麻烦吗？一点儿也不。可
是，收拾一下过中秋的心情，这个过程太麻烦

了。以前过中秋，有大段的时间收拾心情，进
了阴历的八月，就有了过中秋的味道，天气凉
了，潮水起了，灯笼亮了，桂花酒斟上了，未婚
的少女踩着月光到旁人家的菜园偷菜去了，
怀揣着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的小心事……以前
过中秋，过的不是节，过的是一种心情，一种
与节日吻合得非常紧密又妥帖的心情，这种
心情是要和节日处在同一个频率上的，不能
错，错了一点点，就会感觉这个节日过得不正
宗。

就是因为中秋节一年比一年不正宗，所
以我们才不那么重视它了吧。各种狂欢的人
造节日，虽然有调侃与抱怨，大家过得也蛮投
入的。为什么不能把中秋也当成一个这样的
节日过呢？不是没人这么想过，可是我们的中
秋，虽然被赋予了很多的美好，骨子里总有那
么一股冷清，这种冷清只会让人安静，没法让
人兴奋。你看过有谁过中秋高兴地一蹦三跳
的？小孩子也不会，在中秋，小孩子的快乐也
有点默默的成分。

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传说为了纪念
嫦娥才有了中秋节，嫦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本身就不是一个温暖的传说，李商隐写“嫦娥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其中的孤独
意味，至今读来仍有凉意。

月亮象征着团圆，吃月饼有着良好的寓
意与寄望，可依然有人在吃月饼的时候，吃着
吃着眼泪便滴了下来，愈加体会到“聚散本无

常”的无奈。关心的人都在身边，过一个团圆
的中秋节毫无疑问是好的，可是，毕竟还是有
无数人在那夜，忧思盖过了美好与幸福，成为
不眠的理由。

古代的诗人，极少有把中秋节过得“花红
柳绿”的，白居易写“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
月几回圆”，苏轼问“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
年何处看”，张九龄说“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
思”，王建叹“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刘禹锡诉“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
惆怅”……后人读着这些诗，不知不觉间就被
他们的作品代入了情境，脸上有了沉思，心底
有了惆怅。

孤独、寂寞、失落、忧郁、痛苦、心疼……
这些与情绪有关的词汇，往往因离别而生、因
思念而起，中秋节恐怕是最容易令人触景生
情的节日。在美好中有悲伤，在悲伤中又期
盼，在期盼中又许下愿望——— 中秋的日子，人
的内心是适合用“五味杂陈”来形容的。只不
过古人也好，现代人也好，人们一直都习惯了
用美好来遮掩悲伤，这么做一是不愿意自己
的心事被别人看到，二是不愿意破坏了难得
的节日气氛。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不要轻
易去打探一个人的内心，让他独自体会或沉
浸于这个节日就好了。

中秋节的晚上，抬头望月或举杯敬月的
人是有福的，愿片刻的感伤之后，取而代之的
是对生活与生命持久又美好的冲动与憧憬。

中秋节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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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民在阅读高清海的人物介绍（9 月 4 日摄）。摄影：本报记者林宏

吴重生

这辈子，冥冥之中，总觉得与月亮有
缘。传说中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砍桂花
树酿桂花酒的人名叫吴刚，就是俺老吴
家的。

年轻时在金华当记者，老报社后院
有一座古楼，名曰“明月楼”，报上有一个
专栏，叫“明月楼观察”。工作之余，我常
常独登明月楼，登高望远，怀古人之思。
有时候则在明月楼的园子里散步，园子
里树木茂密，还有蔬菜水果。漫步其间，
有恍若身在田园之感。“明月双溪水，清
风八咏楼；少年为客处，今日送君游。”唐
代诗人严维的诗，写出了我的心境。

月亮又名桂魄、玉桂等。明月和丹桂，
一个在天上俯瞰人间，一个在地上仰望天
空。古往今来，她们之间的心灵感应，在文
人墨客的笔下被不断演绎。调到杭州工作后，发现自
己居住的小区里遍植各种桂树，一到金秋时节，整个
小区弥漫着桂花的芳香。孩子放学回家时，桂花瓣会
不经意间落在她的发际和书包上。走出小区，来到杭
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盛开的桂花，在枝头摇曳。
杭州人民种桂、赏桂，爱桂爱到了骨髓里。西湖桂花
藕粉、桂花酒、桂花糕等已成为知名特产。桂花是杭
州的市花，杭州就是一座桂花做的城市。

杭州与桂花的情缘很深。西湖十景之一的“满
陇桂雨”是闻名中外的。满觉陇，又称满陇，位于杭
州西湖以南，南高峰与白鹤峰夹峙下的自然村落
中，是一条山谷。满觉陇沿途山道边，植有七千多
株桂花，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八十多个品
种。每当金秋季节，玉树琼花，香气怡人。秋天的早

晨有露水，露水停留在桂花瓣上，风一
吹，花瓣如雨珠般洒落，“满陇桂雨”由
此而得名。白居易晚年曾在词中感叹：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下寻桂
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杭州的家毗邻西溪湿地，这里水
路纵横，树木繁茂，其中不乏桂花树。
在有桂花的环境里住久了，觉得世界
本来就应该是香花弥漫的样子。一次
碰到来自故乡的画家周荣娟，她刚好
在创作一幅《丹桂飘香图》。我站在画
旁审视良久。周荣娟说，她深爱桂花，
因为她出生于桂花盛开的时节，长大
后用的洗发水、沐浴露、护手霜等生活
用品，只要买得到带有桂花香味的，一
定首选。

到北京工作之后，搬过几次家。搬
到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之间后，走在
路上，总觉得路面上洒满月亮的光华。
节假日或下班后，我常一个人去月坛
公园，在月下吟诗，遐想。月亮被称作

月明之神。古人将每月最后一天称为“晦”，第一天
叫作“朔”。“弦”是月一半时的名字，月满则为
“望”。由月坛公园我想到故乡月泉学社的“月泉”。
月泉在浙中浦江县城西北，泉水随月之盈亏而消
长，自朔至望则泉增，自望至晦则泉减。宋淳熙二
年，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在月泉编著《近思录》，创月
泉书院，朱熹、陈亮等都曾来此讲学。海内文人学
士纷至沓来，月泉成为四方学子负笈卒业之地。
1272 年，我的先祖吴渭联合吴思齐、谢翱、方凤等
人共创“月泉吟社”，首开中国文学结社之风，并以
“四时田园杂兴”为题向全国征诗，应者达数千之
众，开中华诗词大赛之先河。无论身在何时何地，
我每常想：但得一片桂林、一轮明月、一卷新诗，平
生之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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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忆最最

图一：中科协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讲话。

图二：唐敖庆教授（左）在讲课。

图三：王湘浩教授在讲课。

图四：经济系教授关梦觉。

图五：1995 年 7 月高鼎三教授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图六：1980 年吴式枢教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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