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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鲁迅文化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6鲁迅文化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幕

图 / 本报记者 卢妍如

2016 年 9 月 23 日上午，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
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鲁迅研究会、国际鲁迅研究会、光明网联合主办的“2016 鲁迅文化论坛”在全国政
协礼堂开幕。我院院长孙郁教授、副院长陈奇佳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言。
详见 2 版

我院举行2016年迎新大会暨第十一届谢无量大赛颁奖典礼
2016 年 9 月 13 日，我院 2016 年迎新大会暨第十一届谢无量学术论文、文学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逸夫会堂第一报告
厅举行。院长孙郁教授、副院长陈奇佳、副院长徐楠应邀出席并致辞。
详见 2 版

本期专题：

岁月长流与你同行
教二草坪与我们的故事

人大中的这一方特别的土地，郁葱清新。记忆与当
下交融于此，厚重与活力和谐于斯。虽然它的怀抱曾
被丝带牵制，最终又重新张开。它不仅承载着活动场
所的使命，更是青春记忆的见证。如今，它扎根于每
一名人大人心中，任岁月长流，记忆不灭。
详见 3/4 版

责编：桑

恬

美编：李若琳

责校：王昌昀

消息

2016年10月23日

文学节特刊
总第 18 期
本期 4 版
主管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办

文学院新闻媒体中心

第2版

我院举行2016年迎新大会暨第十一届
谢无量大赛颁奖典礼

著名作家阿城先生莅临
我院作讲座

2016年9月13日，我院2016年迎新大会暨第十一届谢无量学术论
文、文学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举行。院长孙郁、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朱冠明、副院长徐楠、副院长陈奇佳、副院长徐
建委、党委副书记胡玲莉，程光炜教授，徐正英教授，雷立柏教授，
谢无量大赛评委老师以及新生班主任应邀出席，大会由党委书记兼
副院长朱冠明主持。孙郁院长在致辞中追溯了我院的历史。教师代
表程光炜教授在致辞中认为，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
学生。随后，2013级本科生黄涛，本科新生代表秦楚玉，研究生新生
代表蒋方舟，留学生新生代表欧路分别发言。大会第二部分是谢无
量大赛颁奖典礼，论文组评委徐楠副院长和创作组评委曾艳兵教授分
别宣读了获奖名单并加以点评。孙郁院长，程光炜教授、徐正英教
授、王家新教授、曾艳兵教授等嘉宾为获奖同学颁奖并合影留念。

9月28日下午，中国当代著
名作家阿城先生莅临我院，在
公共教学楼1305教室作了题为
“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的讲
座。本次讲座由我院杨庆祥副
教授主持，孙郁院长、梁鸿教
授出席了讲座。讲座伊始，阿
城先生讲述了现代性的兴起与
发展，接下来，他谈到中国文明
和传统文化，并称其“没那么
糟糕”。在谈到文学的深层结
构时，阿城先生解释道，文明的
发生源于井田制。最后，阿城
讨论了文学的世俗化问题，将其
解释为封建时代“贵族社会”的
跌落。讲座结束后，阿城先生与
在场的观众进行了互动。阿城先
生的讲座加深了我院学生对本
专业的理解，为他们提供了全新
的视角，也传递出他作为一名
知识分子对文学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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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92级本科院友
返校聚会活动
嘉宾与获奖同学合影留念

“2016鲁迅文化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2016年9月23日上午，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鲁迅研究
会、国际鲁迅研究会、光明网联合主办的“2016鲁迅文化论坛”在全国
政协礼堂开幕。我院院长孙郁教授、副院长陈奇佳教授应邀出席并发
言。作为主办方代表，我院陈奇佳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呼吁我们要深入
解读鲁迅思想，认识到其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及对全球文化的影
响。我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郁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强
调，我们怀念鲁迅，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也非表达自我的涂饰，而是要
像他一样真诚地生活，忘我地做事，认真地做人。23日到24日，“2016
鲁迅文化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中国人民大学分论坛“鲁迅：在
传统与世界之间”在人大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孙郁教授在研讨会开
幕致辞中指出，对于鲁迅我们有着无限的阐释可能。随后，鲁迅国际研
究会会长、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朴宰雨教授和吉林大学文学院张
福贵教授分别致辞。在接下来的六场讨论中，与会学者们针对多个主
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次论坛希望通过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们的讨论研
究，让鲁迅研究走出文本、传统、地域的限制，打开哲学、历史、政治
等更广阔、更深入观察鲁迅的视角，从当下出发重新认识鲁迅对社会现
实的意义及作用，从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维度思考鲁迅及其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官方微信平台

“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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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没
那么糟糕”，国人忧心忡忡的
时候恰是充满希望的时候，因
为“文脉”一直延续至今。
－阿 城
我们怀念鲁迅，不是为了
附庸风雅，也非表达自我的涂
饰，而是要像他一样真诚地生
活，忘我地做事，认真地做人。
－孙

郁

我们选择了文学，并不
意味着要对时代的声音关
闭上耳朵，而是意味着要让
听到的声音服务于思考。
－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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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员张楚
获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
2016年10月21日，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主办、杭州市富
阳区人民政府协办的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浙江诸暨举行终评委会
议。经过数轮紧张投票，历时六个月的悬念终被揭开。我院创造性写
作研究生班学员张楚凭借《野象小姐》获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
小说奖。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举行评选，是目前国内颇具影响的针
对海内外华语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小说类文学奖项，这一评选活动基本
汇集了2014年至2015年间最优秀的华语中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奖的
投票中，专家们的意见出现交锋。首轮投票后，张楚的《野象小姐》
和黄锦树的《归来》以同等票数角逐短篇小说奖，第二轮投票后，
张楚的《野象小姐》胜出，赢得本届短篇小说奖。郁达夫小说奖自设
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注重作品的文学
品味。我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员张楚的作品——《野象小姐》
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也较为契合郁达夫的文学和审美精神。

美编：晋于惠

10月2日下午14:30，我院在
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办1992级本
科院友返校聚会活动，27位92级
本科院友相约人大以共同纪念
毕业20周年。聚会中展示了各位
院友今昔对比的照片，从青葱
岁月到不惑之年，大家感触颇
多。曾经的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同
学们，现今已成为各自工作岗
位上出色的人才。20年间，他们
在工作中践行着实事求是的校
训，在社会生活中彰显着国民表
率、社会栋梁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在聚会接近尾声之时，院
友们在人文楼内合影留念。至
此，92级本科校友返校聚会在亲
切、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我院郑志良副教授发现
新的汤显祖著作
《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发
表我院郑志良副教授《汤显祖著
作的新发现：<玉茗堂书经讲意
>》一文，介绍在徐朔方先生所
编《汤显祖全集》之外，又发现
一部新的汤显祖著作——《玉茗
堂书经讲意》。该书共十二卷，
近二十万字，是汤显祖讲解《尚
书》的一部经学著作。清代著
名学者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著
录汤显祖有《尚书儿训》一书，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部书已佚
失，但是据郑文考证，《玉茗堂
书经讲意》实际上就是《尚书儿
训》。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访问英国期间，提议中英两国
共同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这两
位文学巨匠逝世400周年，以此加
深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汤显祖著作的新发现
对纪念和研究汤显祖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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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流与你同行
教二草坪与我们的故事
文/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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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中的这一方特别的土地，郁葱清新。记忆与当下交融于此，厚
重与活力和谐于斯。虽然它的怀抱曾被丝带牵制，最终又重新张开。它
不仅仅承载着活动场所的使命，更是青春记忆的见证。如今，它扎根于
每一名人大人心中，任岁月长流，记忆不灭。

教二草坪的一天
教二草坪的一天，从麻雀开始。
晨，6点28分，日出。东天泛
起熹微的晨光，在雾霾的搅扰下，
穹顶呈现一种朦胧的灰白。秋来北
平，草皮已经点缀上斑驳的黄。成
群的麻雀栖身草丛，不时跳动着，
像五线谱上洒落的音符。今天第一
位晨练的老人，走过人文楼前，布
鞋的软底踩不出声响，那些敏感的
音符们，还是一哄而散。鸟羽翙
翙，复原诗经里的绝响。
7时30分。公教二楼前，人流
愈见稠密。戴眼镜的男生摘下卫衣
的帽子，把包放在长椅上，踱进草
坪中心。“So the train hammered
and rocked along…”声音在湿润的
空气里显得有些涩。别样的“晨
读”仿佛带他回到了那些不眠不休
的岁月，在亲手挂的横幅下面冲刺
一个六月的模糊的梦想。而现在他
抬头看看前方，固然微茫，可他相
信他总还能像当年那样，决胜他的
战场。
11时45分。教二张着灰色的大
口，吐出最后一批学生。他们随意
地看一眼，草坪上两个穿着棒球服
的身影，歪带着棒球帽。球在半空
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落进
厚实宽大的手套。他们笑得爽朗，
一串陌生的字符从齿间流淌出来。

是乡愁吧，也是对原生文化的展
演，在这个只对少数运动怀有热情
的国度。
16时50分。快到饭点，通往东
区食堂的路上人流如织。他和她走
出藏书馆。他掏出只防霾口罩递
到她的手里，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惊
喜，在他们之间这样的惊喜有过
无数次。她当然没有道谢，只是会
心一笑。他们走过草坪中间的石板
路，走过阴刻的校徽，头顶的喜鹊
高叫着嘶哑着。白发苍苍的老夫妻
们，坐在长凳上，看看天，看看草
地上和宠物狗一起奔跑的孩子。她
帮他整理了一下深黑的呢子大衣，
无端觉得很安心，好像他们还有特
别远的路要走，走到最后头上都落
了雪。
22时10分。她背着沉重的书
包，腋下夹着才借来的《龙虫并雕
斋琐语》。求是楼灯火通明，像
是夜的海洋里一艘巨轮。她也将一
头扎进那亮白里，祈望那巨轮，毋
宁说祈望她自己，带她去想去的地
方。她看着草坪越来越空旷，想起
她上大学的第一天，也看过这样空
旷的草坪，那时候她在想什么呢？
和她今天想的有多少不同？她摇了
摇头，像是甩掉困意，又像是在笑
自己的刻奇。

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
22时30分，老夫妻互相搀扶
着，颤颤巍巍地从长椅上站起来。
草坪上最后的访客也退场了。夜深
露重，老爷子的眼有些花。他恍惚

责编：孙丽丽

间仿佛看见青年壮年啊暮年。
兴逐时来,芳草中撒履闲行,野
鸟忘机时作伴;景与心会,落花下披
襟兀坐,白云无语漫相留。

教二草坪上难忘的“西瓜会”

老师们的青葱岁月
人文楼边，教二草坪捧出一抹
抹翠绿。这翠绿年年相似、岁岁如
旧，迎来秋又送去夏，伴着一代又
一代人大人走过属于他们的青葱岁
月。在人文楼中，我们见到了坐在
文学院办公桌后的黄彦菲老师、邢
华老师、吴壹香老师。他们在人大
毕业后又选择了留校工作，关于教
二草坪的记忆从他们的大学时代一
直跨越到他们走上社会之时。草木
清幽，忆往昔韵致犹然。
黄彦菲老师初入校时，人大尚
处于建设中。那时，教二草坪被
围起来，不允许人们随意在上面行
走。因此，那里总是十分安静，但
偶尔也会有像西瓜会似的小型聚会
打破草坪的寂静，带来青春的热闹
和活力。
而令黄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则发生在非典时期。那时一些留校
的同学常常在晚上一起聚在教二草
坪聊天，班中的一对情侣就在这夜
夜的聊天中结成。坐卧碧草，守望
星空。黄老师的日子因这一个个谈
天说地的夜晚而幸福美好。
在学生时代，幽静的教二草坪
给黄老师的感受，比起青春回忆
来说，更像是浸润人心的宁静风韵
和纪念同学间真挚友情的载体。
在留校工作后她有时会在草坪边散
散步，但很少到里面活动。为人师
后，她感觉草坪内已是属于充满活
力与朝气的学生们的天地。一年
年，原来寂静的草坪逐渐走向开
放，渐渐成为可以自由踩踏的草

美编：程小艺

坪，并且变得愈发热闹起来，留学
生也常来草坪上玩球。
一个个四年，教二草坪承载着
每一个人大人的青春记忆，见证着
一次次露天聚会，倾听着每周五爱
乐人的动人演奏。一次次，西瓜会
上欢声笑语中幸福洋溢、友谊加
深。因为教二草坪的存在，西瓜会
成为人大的传统聚会活动之一，或
早或晚，每届人大人总能在大学时
光中找到西瓜会这一项。
在本科毕业时，教二草坪上直
至凌晨的毕业西瓜会镌刻在邢华
老师的毕业季记忆中。准备考研期
间，草坪边每周五爱乐人的音乐演
奏令处于紧张备考中的邢老师得以
放松身心。研究生期间，邢老师常
在教二草坪参加聚会活动。无论何
时，她总能给人大人以幸福感和归
属感。西瓜会、爱乐人的演奏贯穿
于一批批人大人的记忆中，无论追
忆中，还是现实中。
邢老师06年刚入学时大家还
都“默认”着这块草坪不能进去，
后来在08、09年时开始有同学在草
坪四角行走，再后来这里渐渐开
放。据黄老师介绍，人大75周年校
庆时，对教二草坪进行改建，自那
时起东侧木质地板以及75周年校庆
字样的标志便成为教二草坪的一
员。同时，75周年校庆音乐会这一
盛大的活动在教二草坪举行令草坪
多了一段类似于草莓音乐节的记
忆，古朴的草坪多了时尚气息。
（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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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草坪er来
然”，其实有更深的含义——它并
说，又意味着
不仅仅指枯败的草地露出的黄土，
什么呢？
也绝不仅仅指青绿的草坪给人的温
谈到对草
和感，而是包括了一种人际交往的
坪的印象，一
自然。他还讲到，自己常常坐在这
位早读的马院
里，看外面的小孩儿踢球，看婴
大一新生给出
孩儿在草地上爬来爬去，行人或驻
了“空旷”这
足、或匆匆，当代社会的暴戾似乎
个词，一位晨
被隐去。
练的老奶奶则
在这里，众生以一种“生命”
青睐这里清新
的平等意义互相成为彼此的风景，
的空气与暖暖
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才是最让
的阳光，还有
他感到亲切自然的。
一位同学很轻
作为活动的主体，其实从某程
松地说出“自
度上来说，我们所有活动都是围绕
然”这个形容
着“人”来展开，当我们离去或尚
词。人大不少
未离去，我们怀念草坪的时候，真
同学都有早读
正怀念的可能是曾经一起到这儿的
人。在采访途中，我们有幸遇到了
大小各类家犬是教二草坪的常客 的习惯，当冬天
逐渐来临，很多
一位正与发小一起坐在草坪上聊天
（上接第三版）
同学会选泽进入教室内早读，但总
的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生。记者发
直至今日，每天傍晚会有很多
有零星的同学坚持在草坪上早读。
自内心地羡慕这位同学——能有一
人在草坪上活动，有带孩子在草坪
或许正如马院的那位同学所说的那
个从小到大都在一起玩耍的发小。
上玩耍的，有在草坪上遛狗的……
样，空旷的环境，更让朗读有一种
当问到她的发小“提到草坪，你最
并且老师们希望在活动日益多样的
发散感和纵深感。在人口密度极大
先想起谁”的时候，“发小”自
同时不忘保持草坪的清洁和保护草
的人大，草坪的空旷或许的确是一
然而然地看了这位同学一眼，然后
的生长。
笔难得的财富。至于空气和阳光，
说：“就是她吧”。虽然他声音很
办公室窗户朝向东方的吴壹香
老师，每天都能欣赏到清晨阳光
散落教二草坪的场景。提及教二
草坪，他说：“说起来我跟教二
草坪还是很有缘分的，现在你看我
窗户外面就是教二草坪，因为是朝
东嘛，每天第一缕阳光照进来，心
情就会很好。我的同事都很羡慕
我。”吴老师开心且自豪地说着。
初入大学之时，吴老师和同班
同学一起聚在教二草坪吃西瓜、做
游戏以互相熟悉。回忆起之后的故
事，他说：“有一年中秋的时候和
同学一起放孔明灯，记忆很清晰。
平时更多时候就是几个同学在教
二草坪上聊天、学习、讨论问题。
毕业那天，大家都是在教二草坪上
拍毕业照，然后大学就结束了。”
教二草坪赋予吴老师以别样的大学
记忆：各种小游戏拉近了他和同班
同学的感情，中秋的灯与月淡了乡
愁、浓了同学情，在草坪的毕业合
影是他给大学生活最长情的告别。
偶遇回母校的校友们，教二草坪是注定的留影点
在人大的这些年，老师们见证
着草坪由宁静变得热闹，见证着西
低，显得很不
瓜会这一传统活动的延续，在见
经意，但草坪
证着爱乐人每周五的一场场音乐表
不也就正是这
演，见证着学生在草坪上活动的日
样以一种不经
益丰富，见证着草坪上活动人群的
意的姿态融进
日益多样。而教二草坪亦沉默地将
我们每天的生
他们的青春往事一一揽入怀中。经
活之中的吗？
年以后，透过办公室的窗户依旧可
另一个令人惊
以窥见承载昔日青春记忆的那方绿
喜的相遇紧接
意，回忆与感动就在离自己不远的
着来到：草坪
地方。
是开放的，所
以记者们也与
一位非RUCer
的06级本科生
来自四川的经院2014级本科生与她的朋友，在草
人大的草坪不多，可供游戏的
聊了聊。她告
坪之上，夕阳附近
草坪更只有教二草坪这样一块。教
诉我们，她的丈夫
二草坪很朴素，连取名都只是因为
从这里毕业，带她
它在教二门口。
认识了这里，从前她一个人来，或
更是草坪的杀手锏。北京秋霾笼罩
这其实很“人大”：咱食堂叫
者与丈夫一起来。如今，我们看
之下，草坪的存在至少能给人一
东西北中区，大操场据说叫灯光
到，她正与刚出生不久的宝宝坐在
种“放心”的假象。当初升的太阳
操场，因为晚上有灯。但无论如
草坪上玩耍。我想对于她而言，在
攀过教一的背脊，向草坪投出它的
何，“人”的加入，总会给任何
心目中的“草坪印象”内，必将再
第一眼，天地的亲和力融为一体，
一种平凡带来波澜，给任何一种朴
添上一个小小的灵魂，一个慢慢长
就像太极的合抱一样，令人亲切安
素带来纷繁。那么，教二草坪对不
大的身影。
稳。而关于那位同学所说的的“自

草坪上的你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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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马院大一新生在晨读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
教二草坪应该更代表着一种群体回
忆，就像那位经院的同学，她很开
心地跟我们提到那些与她一起来草
坪吃西瓜的同学，那些一起看星空
的日子。而那位用“自然”形容草
坪的同学，也不无回忆地说到那些
与他一起来草坪上聚餐、从草坪旁
经过的大学朋友。无论是对于个体
还是人大，草坪都是属于“众人”
的回忆。
一个下午和一个清晨，记者们
与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草坪er
聊了很多，他们有的已经看过了
人生百态，有的刚得到自己的小生
命，有的还在为未来奋斗，有的甚
至还不知道“教”字是什么意思；
同样他们之中当然有RUCer,但也
有很多成员并非人大学生。但毋庸
置疑的是，他们将与我们共享草坪
回忆，也就像采访中有位同学说的
那般：“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人大
的一种心态，就没有把自己封闭得
那么死，比较包容，对社会的融合
度还是蛮高的，体现了咱人大的一
种人文关怀。”
草坪，只此一处。来这里的生
命，却千万不同。

如是我闻：
早春二月，草长莺飞，我们不妨
约上三五好友，到教二草坪上感
受阳光的明媚，这正是时候。
——刘亚 管璇悦
2011.3.14
坐S2火车计划未遂，回人大教二
草坪怀旧。
——灵子
2013.4.30
这一方草坪，总能让我联想到世
界一流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气。
——空有一颗读博心
2016.6.17

责校：俞

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