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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辞辞树树 杨绛逝世一周年，吴学昭撰文披露先生最后时光

根如故根如故
最是人间留不住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朱颜辞镜花辞树。。去年去年55月月2525日日，，杨绛先生去世杨绛先生去世；；今年今年55月月2525日是其去世一周年纪念日是其去世一周年纪念

日日，，三联书店重新出版吴学昭著三联书店重新出版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一书。。该书于该书于20082008年首版年首版，，杨绛先生曾亲自为之作序杨绛先生曾亲自为之作序，，并称并称
““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只此一篇”。”。新版增补了三篇文章新版增补了三篇文章，，其中其中《《杨绛先生回家纪事杨绛先生回家纪事》》完稿于完稿于20162016年年77月即月即
杨绛先生逝后不久杨绛先生逝后不久———文章披露了杨绛先生—文章披露了杨绛先生““走在人生边缘的边缘走在人生边缘的边缘”，”，心静如水心静如水、、淡定回家的最后时光淡定回家的最后时光。。

““杨绛先生生前对身后所有重要事项杨绛先生生前对身后所有重要事项，，已一一安排妥帖已一一安排妥帖；；与众不同的是与众不同的是，，讣告居然经杨先生本人看过……讣告居然经杨先生本人看过……
那种向死而生的坦然那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对身后事安排考虑的睿智对身后事安排考虑的睿智、、周到周到、、理性理性，，使我感到吃惊和钦佩使我感到吃惊和钦佩”，”，作者在作者在《《杨绛先生回家纪杨绛先生回家纪
事事》》中说中说，，杨先生平时从不避谈生死杨先生平时从不避谈生死，，且有许多分析思考且有许多分析思考。“。“我就听过杨先生说病与老不同我就听过杨先生说病与老不同———病是外加的—病是外加的，，老老
是日渐萎弱是日渐萎弱，，慢吞吞地死慢吞吞地死。。一面死一面死，，一面品味死的感受一面品味死的感受。”。”

拿着，留个纪念
杨绛先生去世前，遗嘱已经公证。书

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都专门做了
交代，收受的贵重礼物，包括书画、纪念品
等，均嘱托归还送礼人。“她生前与吴仪同
志是忘年交，送给吴仪同志一个她常常戴
的老式黑色发箍，以为纪念，令人动容。”
吴学昭透露，“其他许多物件，也一一贴上
她亲笔所书送还谁谁的小条，物归原主。”

书中披露，2014年9月，杨绛先生即将
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包括钱锺书先

生批注的《韦氏大字典》，捐赠给了中国国
家博物馆收藏。

移交国博时有这样一个细节：“杨先
生指着起居室挂着的条幅字画，笑说：这
几幅虽然已登记在捐赠清单上，但先留这
儿挂挂，等我去世以后再拿走，怎样？免得
四壁空荡荡的，不习惯也不好看。国博同
志立答：当然，当然。全听您的。”可见她对
生死之事的达观、超脱。

吴学昭得到的是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28 年 版 的 THE GOLDEN TREA-
SURY OF SONGS AND LYRICS（《英

诗荟萃》），杨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页写
道：“学昭妹存览 绛姐赠”。作者在《杨绛
先生回家纪事》说，“我深知这本小书有多
珍贵，它曾为全家的‘最爱’，原已传给钱
瑗，钱瑗去世后，杨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
边，夜不成寐时就打开来翻阅，思绪萦怀，
伴她入梦。”她得到的另一件珍贵赠物，是
一沓杨绛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
未年的唐诗宋词，都是她最喜欢的……

“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我怎敢领受？可
是杨先生执意说，‘拿着，留个纪念！’”

吴学昭的父亲吴宓先生是钱锺书先

生、杨绛先生清华大学时代的老师。因此她
有较多机会与杨绛先生“谈往事”“话家
常”。在感知其人格魅力及中国知识分子深
邃温暖的人情和正直清朗的操守的同时，
深感“应该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给
予关注，把听到的珍贵史料、动人故事与世
人分享”。遂用近3年的时间与杨绛先生对
谈，以“北京女孩”“东吴高材生”“清华借读
生到研究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妻子情
人朋友”“我是一个零”“最贤的妻、最才的
女”等19个章节、35万字的篇幅，详细记录
了杨绛先生自出生至98岁的人生经历。

三联书店表示，杨绛先生早年出版散
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93岁出版随笔
集《我们仨》，写尽对钱先生和女儿深切绵
长的怀念；96岁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边
上》，探讨人生价值和灵魂去向，被赞为

“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时，
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出版；2014年再出
版《洗澡之后》。对于喜爱她的读者来说，
仍有许多空白。如，对一年前杨绛先生逝
世时，对外发布消息的处理方式的疑问。

“这些疑问或许在《听杨绛谈往事》（增补
版）中会索到答案。”

书是她的桃花源
在杨绛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记者走

访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穿过层层
的老旧书墙，指着一张悬于墙壁的杨绛年
轻时代的短发旗袍照，及旁侧一套桌椅
说：“这是杨绛先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照片。她的《我爱清华图书馆》一文曾有提
及，木质桌椅已有磨损。这是上世纪30年
代的原物。”据悉，自杨绛先生1932年在清
华大学借读、后考上清华大学研究院，至
1935年与钱锺书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其间
常常来此。据介绍，图书馆的这个区域也

是当年钱锺书先生常来翻阅书籍的地方。
现在日常仍可对清华教师开放。

记者了解到，杨绛先生的遗物，包括
大量书籍、文稿、清样、书信、短笺，及家
具、贺卡、文具等日常用品，均由其母校清
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目前，清华大学档案
馆工作人员正对其进行细致的归档整理。
在这里，记者见到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
的若干装满书籍的纸箱。“其中是他们的
藏书，许多都是签名本。”此外，还有他们
用过的老式皮箱。档案馆里恒温恒湿，对
这些物件采取严谨妥善的保护措施。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地拿出整理好的杨绛先生《我们仨》手稿
及清样前99页。手稿上，清晰可见“《万里
长梦》”字迹——她这样写道：“三里河寓
所，曾是我们快快活活、热热闹闹的家，现
在只剩下我一个”，“而且前无去路，穷途
逆旅，夕阳晚照……往事历历，诚如佛经
所说，如梦幻泡影。但梦幻泡影，原先却是
确确实实的事、有血有肉的人，包含着息
息不断的希望、漫长无期的等待。”她的字
迹工整，娟秀，每一处添加、删减，均有细
致标记。

纸笺中也可以寻迹她的生活片段：
“……《谈艺录》修订本，1985 年中华书局

出版；锺书让我转告你，他过去和现在的
著作里，都没有提到比较文学这个名词
……”“还有出版社给我的纸光而硬，我唯
一用抄写可以遮丑，可是纸滑得写字像滑
冰，我……又留心别抄错……”下有《最后
一次合作》篇名。

零碎点滴中可见她的低调内敛之风，
一如她的为人——不夸张，不猛烈，在柔
韧中刚烈而坚守，持续地泛着温暖的光。
这是她以及她时代的知识分子被教养和
被根植的内在使然。

在这里，记者还见到1994年中国作家
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赠与杨绛先生

的“彩虹翻译奖”奖牌。上写“杨绛同志，数
十年来在文学翻译工作中的成绩突出，特
授予彩虹翻译奖”。此外，还有整理人员在
书稿档案袋上写的“《我们仨》手稿，构思
札记，清样，极珍贵”字样。

一把剪刀、几只毛笔、一本新华字典、
一把放大镜，还原了杨绛先生的读书生
活。它们虽已陈旧磨损，却传递着主人的
温度和气息。在她的贺卡和书信中，有一
个8岁小朋友画的彩猫，上写“送给杨绛奶
奶”，在这些朴素低调的遗物中色彩鲜艳
地跳了出来。

（蒋韡薇/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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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现 城市里的热话题，生活中的新视野

WEEKEND

华润时光里，打造未来城市样本，于
12米空中造城，坐拥7000平米空中园林，
城市星空吧等系列天际配套；占据高新区
软件园、新川科技园两大国际级产业园，
便捷通达三地铁、二快速路、一BRT；

4.9米层高天幕LOFT，极简风创意
样板间盛装开放，诚邀品鉴！ （广告）

第10课 跳街舞

第8课 炒火锅料

第9课 酿果酒

第12课 洗照片

他们骄傲地告诉自己
他们没有把春天浪费

3月5号那天是
惊蛰，入冬藏伏的动
物到这天都会惊醒。
那天下午，一群年轻
人没有像以往的周
末那样，赖在床上看
剧、打游戏、玩手机，
他们也醒了，赶着去
了大邑安仁，在那里，
他们学会了用根茎树
皮染制一件T恤。

之后的每一个周
末，这群试图摆脱“废
柴”标签的有志青年，
加入了成都Big榜和
华润·时光里联合开
展的“春日计划”。在
上半学期，他们学会
了草木染、涂鸦，化桃
花妆、扎羊毛毡、夹娃
娃、弹尤克里里、做手
账（详见4月1日“大
周末”02版）；下半学
期，他们又用了六周
时间，get 到了六项
全新技能，至此，“春
日计划”的所有课程
就全部结束了。

这就一起来看
看，他们在“春日计
划”下学期又学到了
什么酷炫技能吧！

第第88课课
炒一锅味道浓郁的火锅料

学炒大龙燚火锅料，是整个“春日计
划”中，学员们最想学的，也是最快报名满
员的课程。来上课的人既有为了怀孕的儿
媳能吃上健康火锅的婆婆，也有不仅喜欢
吃还爱钻研吃的吃货。

炒底料大致分 3 步：炒火锅油、炒火
锅料、打锅。火锅料和火锅油的原料是要
分开准备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先做好，材
料一定要检查全！不要炒着炒着才发现，
忘了花椒，少了辣椒，等你再准备好，锅都
糊了。另外一个重点是，香料中的草果一
定要打破后使用，味道会更浓郁。

第第99课课
酿一壶低度美味的果酒

白酒度数太高，啤酒胀肚子，红酒似
乎被形式捆绑……于是马桑创立了一个
花果清酒品牌，主打20度以下的花果酒。

酿柚子酒，需要先把鲜果去皮榨汁，
再用纱布过滤果渣，接下来是原料调配，
压榨好的果汁取570ml+55ml纯净水+50g
糖；接着入罐，装至 80%左右，不能盖紧
盖子，方便气体顺利排出。灭菌灭酶，然后
加入抗氧化剂，最后再加上酵母。

酿酒是自然发酵的过程，准备材料、
制作和等待，都是乐趣。一个月之后，果汁
就变成了喷发着香味的美酒。

光影涂鸦课程结束后，成都Big
榜和华润·时光里一起举办的“春日
计划”全部13门课程也就结束了。一
位学员在他的朋友圈写下：过去三个
月每个周末都能get到一个新的酷
炫技能，是这个春天最酷的事情。

扫码关注“成都Big榜”——这
里有成都最具发现眼光的“口碑榜
单”。谈资出品。原创干货，独家发布。

在这个夏天，

第11课 学下面

第第1010课课
学跳不比长跑轻松的街舞

我们平时不是坐就是躺，根本没有机
会把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动一动，感觉自己
都快生锈了。现在很多人学跳舞，是为了
让自己动起来，和去跑步、健身是一样的。

亲自去体验了一次街舞，最大的感受
是并不比跑五公里轻松。从最开始简单的
跟着节奏下蹲，然后加上手上的动作，最
后加上脚上的动作……一套舞步学下来，
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第第1111课课
学下一碗好吃不简单的面

下一碗面太简单了，但是做得好吃可不容易。幺鸡面的老板幺鸡，
教我们做了一碗好吃不简单的葱油面。第1步：制葱油，最好用鸡油；
第2步：按潮汕方式熬酱油，西芹、蒜苗、广东胡萝卜、洋葱切块，稍微
加水和酱油一起熬；第3步：金钩热水泡10分钟，连水加料酒和葱，上
锅蒸10分钟，蒸好剁细炒出香气；第4步：打底碗。一两面：一满勺鸡
油，一满勺酱油，大半碗鸡汤；第5步：中江挂面在沸水中下锅，煮1分
30秒，透明就起锅。煮好的面在清水中涮一下，洗去盐味，再放入底碗，
加一筷子金钩，多了，海鲜的味道就重了。

有了手机后，拍照变得简单，我们说“随手拍”，拍不好删了又拍就
是。但是用胶卷拍就不一样，最迷人的是在暗房里自己冲洗出来。

冲洗步骤有八步：1、根据药品，配比好显影液和定影液工作液备
用；2、进入暗袋操作，将胶片过卷到片芯上，放进显影罐；3、显影前先
倒入清水将胶片预湿，大约2分钟；4、将配备好的显影液（20℃）倒入
显影罐，浸泡12分钟，每分钟搅拌1次；5、将废液倒出，倒入清水冲洗，
倒出废水，将定影液倒入罐中，定影时间根据药品种类决定；6、定影结
束，倒出废液，用流动的清水冲洗7到8次；7、取出底片，在去水渍药液
中漂洗后晾干；8、装入胶片袋保存。熟记了这八个步骤也不一定能洗
好照片，最好还是老师带着，手把手的体验一次。

光影涂鸦，也称光绘，顾名思义就是用光随意“绘制”图像。原理
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利用相机或手机的慢速快门，在感光屏上留下光
线运动的痕迹。要拍出这么酷炫的照片，准备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全黑
的环境，一部手机，三脚架，一个手电筒或者是荧光棒。黑色的环境就
是你的画布，手中的手电是你的画笔，快门的速度就是你作画的时间，
按下快门后，全靠你的天马行空。只要懂得了原理，学会了技巧，光绘
就和绘画一样，靠功底和脑洞了。

第第1212课课
在暗房亲自冲洗一张照片

第第1313课课
用光随意“绘制”一张图像

第13课 光影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