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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銀江路185號、集美
大學校園內的嘉庚圖書館，是集美大學第一座以
嘉庚先生名字命名的建築物。
2008年10月20日，在紀念集美大學創辦90周
年校慶的喜慶日子裏，嘉庚圖書館在集大校部舉
行隆重的落成剪綵儀式。廈門市、集美區有關領
導，新加坡李氏基金代表吳定基，陳嘉庚先生公
子、校董陳元濟，陳嘉庚先生孫子、校董陳君寶
等出席了落成典禮。吳定基先生激動地說：「嘉
庚先生創辦的集美學村，歷經幾代人的努力，今
天終於擁有了一所上規模、上檔次的萬人大學，
實現了嘉庚先生的夙願。我們身在異國他鄉的鄉
親也感到非常高興。」誠如斯言，集美大學是交
通運輸部與福建省共建高校，國家「卓越工程師
教育培養計劃」、國家「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
計劃」試點高校、福建省首批「海外華文教育基
地」。學校佔地面積2,300多畝，校舍面積近100
萬平方米；下設21個學院、71個本科專業。
我家住地與嘉庚圖書館近鄰。那天下午，我特
意前去贈送新出版的散文隨筆集。從東大門進入
後，肅立在面對大門的陳嘉庚先生全身立像前，
行過注目禮，右拐下行，逕直向圖書館走去。嘉
庚圖書館高5層，佔地面積約19,000萬多平方
米，建築面積13,000平方米。由南樓、西樓、北
樓三大部分組成。南樓為書刊、電子閱覽室；西
樓係二線書庫、影像廳；北樓是綜合書庫等。嘉
庚圖書館現有館藏紙質圖書110餘萬冊、中外文期
刊3,000多種、超星電子圖書26萬種，以及維普
全文資料庫等中外大型資料庫20多種。嘉庚圖書
館融藏、借、閱三位一體，實行全天候開放。置
身其中，近距離目視各取所需、專心閱讀的青年
學子，引發我對陳嘉庚這位歷史人物的悠悠追思
與綿綿懷想。
陳嘉庚先生篤信：「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國乃
國民天職。」為此，他一生熱心於捐資興學。繼
1913年在集美辦起第一所小學之後，先後創辦了
集美中學、師範、水產、航海、商科、農林等校
（統稱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集美大學的前
身，正是陳嘉庚先生於1918年創辦的上述集美學
校。1994年10月，分布在集美學村的原集美航海
學院、廈門水產學院、福建體育學院、集美財經
高等專科學校、集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等五所高

校，合併組建為集美大學，1999年完成實質性合
併，翻開了學校發展的新篇章。長期以來，集美
大學堅持以民族復興和社會進步為己任，勇立時
代潮頭，不斷開拓創新，秉持「嘉庚精神立校、
誠毅品格樹人」的辦學理念和獨特氣質，培養造
就了一批又一批優秀專業人才，使學校走過悠悠
歲月、煥發勃勃生機。
漫步集美大學校園，但見除了足球場、籃球場

等體育訓練、比賽場所外，綠色草地、紅色跑
道、碧湖青山、紅瓦白牆、飛簷畫棟、水榭亭
台，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構成一道道美輪美奐
的校園風景線，已成為集美，乃至廈門的一個重
要觀光景點。學校建築融匯中西，且有典型的閩
南僑鄉建築風格，極具歷史價值，繼入選新中國
成立60周年「百項經典建設工程」的新校區之
後，2016年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
錄。這裏，既有建校之初陳嘉庚先生親自規劃設
計的校舍，又有一幢幢後起之秀的「嘉庚建
築」，在閩南、福建乃至全國獨樹一幟。位於集
美大學石鼓校區的尚忠樓，既是集美大學財經學
院的標誌性建築，也是陳嘉庚主持興建的經典歐
式建築。磚木結構、坐北朝南的尚忠樓，與其它
「穿西裝，戴斗笠」的嘉庚建築風格不同，直起
直止，棱角分明，歐式石雕欄杆，鏤空環繞，清
新秀麗，獨具特色。
集美大學校園內，還有一個寓意深遠、波光粼
粼的「嘉庚湖」。湖上的湖心亭，取名曰「勿忘
亭」；一座九曲橋，連接岸與亭。每逢盛事，抑
或佳節，湖上噴泉，歡快而噴，水氣瀰漫，動靜
結合，走在九曲橋上，別有一番韻味。嘉庚湖西
側，佇立着集大最高行政樓——尚大樓，樓高24
層，既表現出獨特的建築魅力，又折射出愛國愛
鄉的嘉庚精神。嘉庚湖東側，有一片鬱鬱葱葱的
灌木林，是白鷺等飛禽嚮往的風水寶地。
陳嘉庚，既是一位偉大光輝的愛國者，也是一

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形
成了進步的教育理念：他反對重男輕女，提倡女
子教育。大力倡辦女子學校，讓女孩子也能上
學，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很難能可貴的，可
謂開了風氣之先河；他強調優待貧寒子弟，反對
辦學分貧富，盡力幫助貧寒子弟上學。同時，他
還積極培養師範生、獎勵師範生；他注重教學品

質，從辦學伊始，就主張「德、智、體」三育並
重、全面發展；他篤信「沒有好教師，就沒有好
學校」，強調要確立教師在學校的主導地位，十
分重視選擇校長和教師；為了振興實業，培養生
產技術型人才，他大力倡辦職業技術教育……
陳嘉庚先生一生為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興建了

數十座雄偉壯觀的高樓大廈，而自己的住宅卻是
一棟簡樸的二層小樓。他非但不在意，而且怡然
自得，大有「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的情
懷。他生活儉樸，卻竭盡全力傾資興學，不惜變
賣家產、借債甚至破產，不僅在國內創辦了規模
宏大的集美學村和遠近聞名的廈門大學，而且在
海外創辦和贊助了許多學校。他以實業家的鞠躬
盡瘁、教育家的卓識遠見、社會活動家的憂國憂
民，孜孜以求一個民主富強國家的前進坐標，把
心血傾注在創辦和資助118所學校的道路上，為祖
國和僑居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更為難能可貴的
是，陳嘉庚先生辦學，不只為行善積德。他憂國
憂民，把辦學看作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急迫任
務和報效祖國力所能及的事業而堅持不懈、不遺
餘力。他在1921年撰寫的《集美小學記》碑文中
開宗明義地寫道：「余僑商星洲，慨祖國之陵
夷，憫故鄉之哄鬥，以為改進國家社會，捨教育
莫為功。」
陳嘉庚生前注重發展教育事業，熱情鼓勵青年

學生刻苦讀書學習。1940年 3月，陳嘉庚率領
「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慰問抗戰將士，是年11
月回到故鄉福建，在專程視察大田集美職校期
間，他通過談心、座談等形式，循循善誘、諄諄
教誨青年學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希
望你們努力讀書，好好做人，將來成才之後能好
好報效國家和民族。」走出嘉庚圖書館，我時而
抬頭仰望，放飛思緒；時而環顧四周，百感交
集：沒有陳嘉庚，未必有今天的集大。值得告慰
陳嘉庚先生的是，當年他規劃把集美學校辦成一
所與廈門大學優勢互補的集美大學的夙願已成現
實。我相信，倘若滿腔教育興國情懷的陳嘉庚英
靈有知，一定會滿面笑容、舉杯祝賀的。

話說與明代較為接近的室町
時代之墨跡，可見藏於美國博
物館的《熊野宮曼荼羅》；此
件作品的第三幅有關於雪景的
描繪，畫家在山石和坡地上都
使用綠色及褐色，並且在山石
的頂端以着白色來表現積雪；
作品用色厚重深沉，其山石僅
以較粗的線條勾勒出輪廓，不
以皴法去描繪山石的紋理，通
過暗綠色的平塗來表現山石的
質感；除傳統的大和繪畫以
外，影響深遠的「狩野派」在
十六世紀的日本崛起，其背後
有強大的政治力作為後盾，雖
然屬於所謂的漢畫系統，但其
畫風於狩野元信之時，色彩被
帶入到了繪畫中，復興了日本
傳統的裝飾因素和固有的抒情
風格。
日本繪畫對明代「沒骨山

水」技法影響：通過中國文字
記錄所推測出的日本可能流入
中國之作品和明朝晚期日本圖
繪的特點後，我們接下來與晚
明的「沒骨山水」有風格上的
對比，嘗試討論中國繪畫中有
哪些是受到日本風格上的影
響。本部分主要是以董其昌
《西山雪霽》及藍瑛的《青山
紅樹圖卷》、《澄觀圖冊》等
作品與日本作品作比較，讓中
日之風格對話，進而確定這種
重設色作品之風格來源。
以目前的觀察來看，董其昌

與藍瑛的沒骨山水和日本圖繪
相關之處在於描繪樹石的空間
概念與用色上，藍瑛的彩葉造
型與色彩的運用則是他非常特
殊的表現，此部分和日本有共
同之處；為區分中國與日本兩
大風格與藍瑛畫作的關係，以

下會各自將中國和日本的畫作
與藍瑛以及董其昌這些重設色
的作品相比較，希望能夠更清
楚地確定其與日本繪畫的關
係。
董其昌作於1596年的《西山

雪霽》，在色彩上呈現出一種
特別的現象，為何在滿山翠綠
的季節山頂上還有皚皚白雪
呢？此種情況也在董其昌的
《仿僧繇山水》當中出現，不
同的是董其昌降低了綠色的彩
度，而與此畫風格有點類似的
趙左的《秋山紅樹》亦大致為
一樣的情況；此種情況不僅董
其昌有，藍瑛的《江臯暮雪》
當中，以着青綠的設色於山體
上，又在上邊畫上白雪，由此
足以見得此種風格還一直流傳
下去。在晚明的「沒骨山水」
中，相同的也可以看到這種綠
白交融的雪景；前面提到，中
國的雪景大部分俱以水墨來描
繪，很少通過色彩描繪；在中
國的青綠山水中目前無前例可
循，但如果看到過日本畫作，
便會對此豁然開朗。土佐光則
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雜畫
帖》其中一景之山石的描繪和
董其昌有着極高的相似度，兩
者山的造型和山頂上着雪的樣
貌和配色都相似，而且其右後
方的山是隆起如同丘陵一般，
與董其昌《西山雪霽》的造型
有極高的類似；土佐光則如此
畫雪景方法並非和董其昌一樣
毫無先例，這種方法是日本畫
雪景的一種慣例，像狩野秀賴
《高雄觀楓圖》中的雪景等作
品，其雪景中的山體都是由翠
綠色繪製成，山頂上蓋着皚皚
白雪。

■葉 輝

明代晚期的日本繪畫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張桂輝

圖書館裏的農民工
■青 絲

嘉庚圖書館懷想

小小兒子唱軍歌

不久前一位湖北籍農民工在東莞圖書館的
留言，感動了許多人，其後他又獲得人們的
幫助，重返東莞工作，成為網絡傳誦一時的
佳話。我由此想起一件同樣發生在圖書館裏
的舊事，主角也是一位農民工。人與人之
間，有時因為一些被無意展示出來的真誠自
我，就能建立起善意的聯繫。
十多年前的一個夏日午後，我到本地圖書
館看報紙。寬闊的閱覽室裏涼風習習，是乘
涼的好地方，每天都有許多不同年齡身份的
人來這裏閱讀消閒。一個農民工模樣的年輕
人坐在我的對面，眼睛卻直勾勾地盯着我
看。剛開始我還不以為意，但時間久了，心
裏也多少有些惱火，心想這人怎沒一點禮
貌。見我不斷用眼角的餘光瞟他，他神態侷
促地問我：大哥，報紙你看完了沒有？
原來是在等我手上的報紙。我答了一聲快
了。他為了消解眼前這一刻的尷尬，又主動
補了一句：我聽人說，我上今天的報紙了，

所以想要看看。這下把我的好奇心勾起來
了。他因為什麼事情上報紙？勇救落水兒
童？為美女奪回被劫的包包？還是做了什麼
壞事被曝光？我把報紙翻到新聞版面，想找
到類似的新聞報道，卻一無所獲。
見我疑惑地望着他，他顯然早已從報紙上

看到了自己，指着版面上的一張照片說：
喏，這就是我！我再一看，原來是一位新聞
記者偶然經過建築工地，看到工人在烈日下
工作的場景，即興拍了一張照片，配以高溫
天氣需要注意防暑的文字，作為新聞花絮發
到報紙上，根本就沒提及照片上的人姓甚名
誰。而且翻印在報紙上的照片，影像很模
糊，如果不是他指給我看，我根本就不會注
意。但仔細辨認，照片上確實有坐在我對面
這個人。我忍不住問他是怎麼知道自己上報
紙的。他撓了撓頭說，有工友在報亭無意中
看到，喊他去看，可是報紙已經賣完了，他
找了幾家報亭，都沒有，聽人說圖書館有這

份報紙，就來這裏想買一張。我告訴他，圖
書館是不賣報紙的，只能借來複印，問題
是，你要這張報紙有什麼用呢？見我發問，
他更不好意思了，忸怩半晌才答是寄回去給
他媽媽看的，她不識字，又總擔心兒子在城
裏打工太辛苦，把登有照片的報紙寄給她
看，就可以證明兒子在城裏過得很好。
聽到他的回答，我的內心也隱隱有些感

動。兒行千里母擔憂，不管城市農村，天下
的母親都不外如此。相比這個時代成長起來
的許多人，這個農民工的發展基礎無疑更
低，也沒有清晰的成長之路，但這一刻迸發
出來的人性光輝，卻不遜色於任何人。以這
種方式向母親報平安，確實不失為一個好辦
法。我把報紙遞給他，又指點他到閱覽室另
一端找管理人員複印。看着他的背影，我感
慨地想，拍照片的人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
自己無意中拍攝的一張照片，竟然成就了這
樣一個美麗的親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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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南
伯天．施學概鞠躬

朝與暮，紙虎欲吞駹。
曠達先賢思想在，
浮沉今世魄魂揚。
張弩待川狼。
初衷寄，溫史歷滄桑。
安國志存朝映日，
興邦霾滅對炎涼。
瑩潔慶輝煌。

庚子年六月初五吉祥

兒子五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教兒子唱
軍歌，「日路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
營歸把營歸，胸前紅花映彩霞，愉快的
歌聲滿天飛……」教兒子唱軍歌是因為
軍歌的旋律優美，朗朗上口，易學易
記，這只是其一，最主要的還是源於軍
歌唱起來能給人一種積極向上的動力，
讓人熱血沸騰，渾身充滿力量。
兒子初學軍歌，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和熱情，家裏有客人了，都要向客人一
展歌喉，兒子唱歌的時候有模有樣，氣
提得很足，得到了客人的表揚，要求他
再唱一首，兒子就興奮地把《打靶歸
來》再唱一遍，惹得大家一陣歡笑。
後來，我陸陸續續教了兒子《一二三
四》、《小白楊》、《團結就是力
量》、《中國解放軍軍歌》等非常著名
的軍歌，兒子對《中國解放軍軍歌》尤
其喜歡，那鏗鏘高亢的旋律通過兒子稚
嫩嗓音唱出，有着一種喜感，但看兒子
唱這首歌時嚴肅莊重的表情，和這首歌
的歌詞高度吻合，不由令我動容，而眼
閃淚花。
我對軍歌的熱衷，源於我的一個軍人
夢。我那時在鄉下，當時招兵條件嚴

格，競爭激烈，我連續兩年都錯過了成
為一個軍人的機會，只好背起鋪蓋出去
打工，孑然一人身在異鄉，遇到挫折和
打擊的時候，就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大
聲唱軍歌，是充滿正能量的歌詞和激越
高亢的旋律一次次把我帶出困境與低
谷，讓我重振旗鼓，再揚風帆。
每次在家裏唱卡拉OK，《國歌》和

《中國解放軍軍歌》是兒子和我的必唱
曲目。一次，兒子提議我們一起合唱，
我欣然應允，這些軍歌本身就是合唱歌
曲，我們父子合唱，意義非凡。整天受
我們耳濡目染的妻子也加入其中。我們
一家唱得非常投入，熱血沸騰。
兒子從小就對軍人充滿敬仰，發誓長
大也要穿軍裝，做一名軍人。看到兒子
對軍歌如此熱衷，又有做軍人的志向，
讓我非常欣慰。
軍歌從歌詞到旋律，都充滿了陽剛之

氣，張揚着男兒的血性和本色，軍歌對
樹立兒子正確的人生觀有着非常大的幫
助，它會把兒子早早培養成一個小小的
男子漢。
生命不息，軍歌不止。軍歌是我生命

中永遠的主旋律。

浙東千年名剎保國寺
■成志偉

在我國浙江東部的寧波市江北區，離市中
心15公里處，小山凹裏隱藏着一座千年古
剎，名叫保國寺。它的名氣似乎不太響，建
築面積也不算大，卻以其獨特的精美建築藝
術、高度的文物文化價值，早在1961年，就
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浙東保國寺始建於東漢，因築於靈山山

腰，原名靈山寺。唐代曾一度滅佛，致使寺
毀。後來重建，改名保國寺。現存大殿重建
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迄今已1,000餘年。
明、清時代，均增建、修改，逐步形成如今
的格局與規模。今時之保國寺，佔地13,000
平方米，建築面積達7,000平方米。周邊環
境青翠優雅，大殿前鑿有水池，晶冽明淨，
終年不涸。漫步寺院內外，暢快清爽、心曠
神怡、飄飄欲仙，十分舒適快樂。
保國寺吸引人，因為它有多個奇妙之處。
一奇建築精湛絕倫，令人歎為觀止。它的

主殿叫大雄寶殿，雄偉寬闊。最為精妙的
是，全殿所有建築配件，均用榫卯方式巧妙
地連接拼裝而成，不用一根鐵釘，居然承擔
起全殿50噸的巨大重量，穩若泰山、巍然不
動。此殿又名無樑殿。實際上它有樑，而是
被能工巧匠用三個縷空藻井及其他裝飾物遮
擋了起來。從下往上看，似乎沒有房樑，藻
井又奇妙美觀，設計極為新穎聰慧。還有一
個奇特之處，是全殿面闊11.83米，而進深
卻有13.38米，呈縱長方形，進深大於面
闊。一般廟宇大殿，都是面闊大於進深，此
殿卻反其道而行之，世所罕見。說明設計師

和工匠勇於突破陳規，敢於發明，敢於創
新，十分吻合宋代著名的建築學著作《營造
法式》。所以，此殿建築有先進的建築理念
與很高的藝術價值，獨具匠心、獨樹一幟，
令人欽佩折服。有人吟詩讚道：「山岙藏得
古招提，宮殿巍然結構奇。」「升斗昂拱人
巧極，祥符千載永留名。」古代建築工匠的
傑出創造和偉大成就，理應青史留名，並流
芳百世。
二奇全寺看不到鳥雀築巢、蜘蛛結網、螞
蟻攀爬、蚊蠅亂飛。走到哪個殿堂，都空氣
清新、淡香飄逸，讓人感到神清氣爽、舒適
宜人。連房上、柱邊、牆上的灰塵，也很少
看到。導遊介紹說，這有賴於所用之建築木
材為黃檜，帶有一種特殊香氣，禽鳥昆蟲畏
懼，不敢來此地生存發展，所以造就這一奇
崛之處。
三奇保國寺裏見不到菩薩與和尚。在其他

寺廟裏，大殿裏的各種菩薩比比皆是，殿內
殿外香煙繚繞、信徒香客在菩薩像前頂禮膜
拜、三磕其頭，還要花費不少鈔票。而保國
寺裏一尊菩薩都沒有。當然也就不存在依靠
寺廟存活的和尚。這在歷經千年的古代廟宇
裏，確實絕無僅有。這是保國寺最奇特、最
高貴的地方。遊客到這裏，不是拜菩薩、做
法事，而是觀賞古代名建築等、學習歷史文
化，這與參觀其他寺廟時的感受大不相同。
一般寺廟充滿煙火香燭、喧囂蕪雜，和尚們
的木魚誦經聲不絕如縷。雖然熱鬧紅火，但
也充斥金錢私慾。到保國寺觀光，卻可不受

其困，專注於欣賞祖先留下的建築之美、殿
堂之奇和環境之幽，是一種難得的輕鬆、寧
靜與開朗。
關於保國寺沒有菩薩的原因，坊間說法不

一。有人說以前破四舊把菩薩搬走了，現在
沒有恢復。這種說法恐怕不成立。其他寺廟
也有受到衝擊的，但早已恢復。保國寺真想
恢復，也早已恢復了。另一種說法，是保國
寺為了保護無樑殿這一中國古典建築藝術瑰
寶，不讓它受到煙燻火燎，主動不搞燒香拜
佛的俗套，引導參觀者專心致志地認真了解
歷史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精髓和價值。我認為
這一說法靠譜。現在，保國寺根據自身的條
件和定位，捨棄變成喧鬧佛教法事活動場所
的選擇，精心打造成「保國寺古建築博物
館」，開闢了17個展室，不僅介紹保國寺本
身的建築特點與價值，還展示其他相關文
物，及各種收藏品，匯成一個歷史文化和佛
教文化的學習場所。在著名的廟宇寺院裏，
保國寺走了一條獨闢蹊徑的高層次發展道
路，值得點讚和肯定。

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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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尚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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