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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要求寡淡
家庭授課結束
時，已是午飯時
分。只見葉嘉瑩
一人推開廚房
門，掀開灶台上
蒸鍋的蓋子，看
了看，然後點燃
爐灶。記者問葉
嘉瑩：「中午吃
什麼？」她說，
「昨天的剩飯而
已」。

相對於傳道授業的熱誠，葉嘉瑩對生活的要求可
謂寡淡。「學生們經常說，無論是講課還是上電
視，我老穿着這身衣服，看都看膩了。」指着自己
的開襟外套和黑色毛衣，葉嘉瑩自嘲道。
憶及溫哥華UBC大學「退而未休」的生活，葉嘉
瑩告訴記者，每天一大早吃兩片麵包一碗麥片粥，
然後自己開車去學校的亞洲圖書館做研究，午飯時
就下樓燒開水，吃一份自己在家裡做好帶到學校的
三文治，隨後工作到下午五時圖書館關門。

急需義工助整理文稿筆記
定居南開大學後，葉嘉瑩能自主的始終不假手於
人。葉嘉瑩說，「白天我一個人在這裡，聽電話、開
門、熱飯都是我一個人來。」她的學生告訴記者，
因為多年前她曾經在夜裡跌倒，鎖骨骨折，所以現在
葉先生家裡也有保姆，每天晚上來，早上走。
不過，葉嘉瑩現在有一事需要協助。她向記者坦
言，她幾十年來的講稿和講義錄音都需要整理，用
機器整理出來的錄音，很多不通順，非常需要有人
幫着做這項工作。她說：「從溫哥華帶來的上百箱
書和文稿筆記，這些都沒有開箱，我真是搬不動
了，需要義工幫我開箱、整理。如果我不在了，別
人整理起來就更摸不到頭了。」
在受訪結束時，葉嘉瑩語帶抱怨稱：「我現在退

休了，仍然忙得不得了，人們找我訪談、寫稿、開
會，每次都花費我很多氣力，結束時都叮囑我要好
好休息。這些事情太多了，是我現在面臨的大問
題，請告訴海外的讀者，希望減少這些事情。」記
者自忖，這次採訪亦屬此列，不禁愧疚起來。
葉嘉瑩說，「我有時很想回到溫哥華的日子，一
個人在小房間裡安靜地看書。」

■■葉嘉瑩自己葉嘉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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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來到天津南開大學葉嘉瑩的
寓所，恰巧趕上她周末在家裡

給學生們講授古典詩詞。只見葉嘉瑩
一襲深色便裝，坐在書架旁的椅子
上，手持一本《杜詩鏡銓》。十幾位
旁聽者老少皆有，在不大的客廳和門
廊裡靜靜地坐着，聆聽老師講詩。

「她站在那裡就是一首詩」
迥異於媒體通常展現的場景，這

裡沒有電視訪談時的聲光效果，沒
有聽眾爆棚的熱絡氣氛，沒有名流
雲集的隆重儀式。絕緣於任何外在
的點綴，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字符在
葉嘉瑩的清音吟誦中似乎幻化成聲
調的精靈，帶着聽者穿越時空，與
古代先賢際會神交，這種共鳴又因
環境簡約而更加純粹，因形式淨化
而直攝魂魄。難怪有人感歎：「她
站在那裡，就是一首詩」。
葉嘉瑩這樣解釋中國古典詩詞的魅

力：「這是一條生命感發的不息長
流，蓄積着古代偉大詩人的智慧、品
格、襟抱和修養。透過研讀古典詩
詞，不僅感動於這些詩人的生命心
魂，並能興發自己當下的存在，獲得
古今生命交相融匯的心靈愉悅。」
「如果你以真正的情感，把中國古

人的詩詞傳達出來，外國人一樣會受
到感動。」葉嘉瑩告訴記者，她在北
美開過完全用英文講授的中國古典詩
詞課，學生都不會說普通話，原定十
六七人的課堂，後來不斷擴大為六七
十名學生的大課，可見她用英文講授
詩詞在外國學生間也大受歡迎。
不過，異邦語言的隔膜，畢竟令葉

嘉瑩講詩難盡淋漓揮灑之興。在中國
改革開放之初，流寓海外、隨遇而安

的葉嘉瑩，決定尋找生命新的支點，
主動作出了自己有生以來唯一一次選
擇：回國講學。

希望生命結束在講台上
「回國教書產生的心靈共振在國外

是沒有的。」葉嘉瑩向記者講述了前
不久的一則小故事：有一位大學生給
她寫信說，自己以前不聽父母的話，
性情乖戾，無意中看到《葉嘉瑩說
詩》後，便努力讀書參加高考，想報
考南開大學中文系，「我準備高考的
時候，覺得離葉先生更近一點」。結
果差了幾分，他現在上了山東大學。
一次從山東跑到天津，聽葉嘉瑩講課
後，「感到中國文化這麼深厚，這麼
美好，我現在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
驕傲，整個人的性情也變得不再乖戾
了」。葉嘉瑩說，「我之所以這麼老
還在教書，就是因為有年輕人遇到中
國文化，真的會被深深觸動。」
她向記者表示，「中國古典詩歌

的魅力，我體會到了。我也要讓年
輕人感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那一份
美好，並且在品性、人格、思想和
行為上彰顯出來。如果沒有盡到傳
承的責任，我既對不起古人，也對
不起來者。 」
事實上，自 1945 年中學教書開

始，歷時七十年，輾轉各地講課、演
講，葉嘉瑩的授課時數已難以估計。
她讓無數人品味到中國古典詩詞之大
美，感悟到中華文化之深邃。「蓮實
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癡」，她
對記者說：「我儘管已經到了該休息
的年齡，但我願意繼續教下去，希望
生命最後結束在講台上，不知道能不
能實現這個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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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海內外傳授

中國古典文學時間最

長、弟子最多、成就最高、

影響最大的華裔女學者……當

這些榮譽紛至沓來時，葉嘉瑩始

終淡然處之。年屆93歲高齡的她

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我是個胸無大志的

人，只是盡自己的力量，把中國

古典詩詞中生命感發的美好，傳

遞給更多的人，如此而已。」葉

嘉瑩說，「如果有可能，我願意

繼續教下去，希望生命結束在講

台上，不知道能不能實現這個願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朱燁 天津報道

葉嘉瑩的這堂古典詩詞家庭授課，
有些特別。她第一次安排學生來講授
詩詞，主講者張元昕來自美國，是南
開大學攻讀古典詩詞碩士二年級的一
名研究生。這位只有18歲的小姑娘為

大家講解的是杜甫的五律《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這次講課實驗，緣起於張元昕與葉嘉瑩的一段故

事。家在紐約的張元昕從小受家庭熏陶，喜歡中國古
典詩詞，一次通過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看到葉嘉
瑩講授詩詞後，告訴她媽媽要拜葉嘉瑩為師，於是便
在春假期間跟着媽媽從紐約找到正在溫哥華UBC大
學做學術研究的葉嘉瑩，每天跟葉嘉瑩一樣泡在圖書
館，以三文治打發午飯，為的就是葉嘉瑩午飯時一個
小時的面授詩詞。從那以後，不管是在加拿大還是中
國，只要有葉嘉瑩的詩詞講座，張元昕基本上都會跟
着媽媽親耳聆聽。

才上初中的張元昕夢想着正式做葉嘉瑩的學生，而
葉嘉瑩當時已經不招收研究生了，後來徵詢南開大學
意見，看看張元昕能否考入本科，結果她一下子就考
上了。現在的她，正在讀南開研究生二年級。在南開
讀研後，她準備去美國攻讀博士，自己的志向就是要
像葉嘉瑩一樣，傳講詩學。

葉嘉瑩說，張元昕讀詩很多，有見解，中英文都
好，但是講話太快、沒有節奏，這一缺點對於教書講
課而言必須克服。今天安排她在老師面前主講，無疑
是一次鍛煉。

「一定要看到有傳薪之人」
首先，張元昕大聲誦讀了全詩。葉嘉瑩對學生說，

「中國詩歌是韻文，聲調是詩歌生命的一部分，要把
聲調的重點、美感讀出來」。在張元昕誦讀後，葉嘉
瑩為學生做示範，親自重新誦讀全詩。在葉嘉瑩抑揚

頓挫的吟詠節律中，旁聽者彷彿置身於慈恩寺塔上，
見證杜甫句句鏗鏘，興發感時之情……

隨後，張元昕從題目到正文，逐一講解。葉嘉瑩不
時插話，一處欠妥的吐字節奏，一處存疑的資料引
證，都逃不過她的把關，足見詩教之細，師教之嚴。

葉嘉瑩多年前曾在一首詞中寫道：「梧桐已分經霜
死，么鳳誰傳浴火生。花謝後，月偏明。夜涼深處露華
凝。柔蠶枉自絲難盡，可有天孫織錦成。」她在試問：
聽說鳳凰浴火可以重生，果真有這樣的事情？在我所教
的學生中，誰能把我吐出來的絲織成一片雲錦？

「不向人間怨不平，相期浴火鳳凰生，柔蠶老去應
無憾，要見天孫織錦成。」在講課收尾時，葉嘉瑩特
意提及自己改寫過的這首詩，藉以表明更加篤定的心
志：「以前不知道有沒有繼承人，現在無論怎樣，一
定要看到有傳薪之人，學生們如有成就，就了卻心願
了。」

在葉嘉瑩寓所客廳的書架上，兩張照片引起了記者
的注意：一張是葉嘉瑩與她的學生們的留影，另一張
擺放在上方的是文史家顧隨和他的學生們的合照，後
排右二便是葉嘉瑩，她那時上大學三年級。在書架對
面的牆上懸掛着一塊橫匾，上書「迦陵」二字，這是
顧隨為葉嘉瑩題寫的別號。屋內的陳設細節折射着顧
隨在葉嘉瑩心目中的特殊位置。

一生坎坷直面困苦
從1942年上大學二年級聆聽顧隨講授唐宋詩詞課程，
到1948年隨丈夫遷往台灣與顧隨被迫中斷聯繫，承蒙師
澤的六年影響了葉嘉瑩的詩詞人生。無論是詩詞創作、
學術研究還是傳道授業，葉嘉瑩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顧
隨的衣缽。甚至葉嘉瑩今天詩詞講授時「跑野馬」般的
全任神行，也頗得恩師講課旁徵博引的精髓。

葉嘉瑩時常提及顧隨的一句話：「一個人要以無生之
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體驗過樂觀之生活。」事
實上，她一生坎坷，幾經顛沛，直面困苦，從不逃避，
「什麼苦都吃，什麼累都受，被拋到哪裡，自己就站起
來，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正是葉嘉瑩在困苦中持守的
這種「弱德之美」，暗合了顧隨恩師的人生啟示，進而
砥礪着她詩詞世界中「要渺宜修」的生命品質。
葉嘉瑩1979年獲批回國教書時，顧隨已經去世近

20年。為了回報師恩，她將自己記錄和珍藏的整整8
冊顧隨講課筆記整理下來，全部交給了顧先生的女
兒、在河北大學任教的顧之京，協助她整理出版了一
冊《顧隨文集》，並先後由顧之京整理陸續出版了
《駝庵詩話》、《顧隨詩詞講記》等書，一切版權和
版稅全部交給了老師的女兒顧之京。同時，她拿出自
己部分退休金設立了「駝庵獎學金」，駝庵是顧隨的

晚號，葉嘉瑩以此表達對老師的感念和薪盡火傳的願
望。一位學生不無感觸地說：「葉先生為她的老師所
做的，讓我們領悟到了師生間深厚的情義。」
在葉嘉瑩大學畢業後任教北平3所中學時，顧隨曾給

她寫信道：「假使苦水（顧隨別號）有法可傳，則截
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他勉勵葉嘉瑩
「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又說
「欲達到此目的，除取徑於蟹行文字外，無他途
也」。葉嘉瑩說，自己本來並無大志，又遭遇憂患，
誰知其間被迫到海外謀生，而且要用英語教學，不得
已讀了不少外文的理論著作，所以也曾經寫了「西方
文論與中國詞學」方面的多篇著作。對於恩師70年前
的期待，現在已是桃李滿天下的葉嘉瑩向記者表示，
「老師對我的期望很高，我不一定能做到，只是盡自
己所能去做而已。」

「要見天孫織錦成」——記一堂特別的家庭授課

感念恩師 秉持「弱德」

熱心傳承中華古典文化熱心傳承中華古典文化
讓更多人品味詩詞大美讓更多人品味詩詞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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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在天津葉嘉瑩在天津
南開寓所為學生南開寓所為學生
們講授詩詞們講授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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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6日，葉嘉
瑩在天津大劇院講授古
典詩詞。 記者朱燁攝

葉嘉瑩簡歷

1924年：出生於北京；1941年考入輔仁大
學國文系，專攻古典文學專業；1945年畢業
後開始教學生涯。

1948年：結婚後隨夫遷居台灣。上世紀50
年代初，任台灣大學專職教授，其後又被淡
江大學、輔仁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1966年：被台灣大學派往美國講學，先後任
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任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教授。

1979年：返國內講學，並受邀在南開大學、
北京大學等數十所高校講授中國古典詩詞。

1993年：創辦南開大學 「比較文學研究
所」，3年後將研究所更名為「中華古典文
化研究所」，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
究所」所長。

2015年：南開大學為葉嘉瑩修建的「迦陵學
舍」正式啟用。葉嘉瑩正式定居於南開園。

著有《迦陵文集》十卷、《葉嘉瑩作品
集》二十四卷。1989 年，當選為加拿大皇
家學會院士；2012 年，獲聘為中央文史館
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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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癡■迦陵學舍啟動儀式

上，南開大學黨委書
記薛進文（左）與葉
嘉瑩一同揭牌。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1943年葉嘉瑩（後
排右二）與顧隨（前坐
者）及同班同學合影。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