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近40层高的静安希尔顿酒店， 是

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引进的五星级外
资酒店 ， 北望南京路 ， 南携淮海路 ，
正是繁华红尘的中心地。 对面的弄堂
却终年幽深安静， 藏着一小片建于20
世纪初叶、 风格面貌十分相近的英式
花园别墅群。 蔡元培故居是其中寻常
一幢 ， 虽然有路标 、 纪念馆标示牌 ，
稍不留神仍会错过。

在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上海 ，
到过且记得住蔡元培故居的， 会有多
少人？ 馆方统计， 每年接待来访者约3
万人。 意外的是， 除了组织来参观的
学生， 自发来的散客中， 最多的是专
程来致敬的海外客。

向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致敬

这座细竹编结的 “枪篱笆” 院墙
内， 有着参差错落红瓦屋顶的黄色三
层洋房， 1984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2000年开辟为纪念馆。 而事实
上， 它所纪念的主人， 并非房主， 只
是在此短暂居住： 1937年10月， 蔡元
培先生从此前居住的愚园路寓所迁来
这里， 11月2日， 他联络数名国内知名
大学校长致电九国公约会议， 呼吁遏
止日本的对华侵略， 尤其是肆意摧毁
我国文教机关的暴行。 不久后， 日军
侵占上海， 蔡先生即移居香港， 1940
年3月5日在港病逝。

国内挂牌保护的蔡元培故居共有3
处。 另两处一在浙江绍兴的笔飞弄13
号， 蔡家祖屋， 蔡元培诞生和成长之
地； 一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 是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租住处。

祖屋早归了亲族， 除此之外， 在
蔡元培72年的人生里， 一直都是赁屋
而居。 很难想象， 这位出身望族、 科
举时代高中进士入了翰林、 执掌北大
时受聘薪金高达800大洋的大教育家，
过的居然一直是 “房无半间、 地无半
亩” 的 “无产者” 生活！

如果你读过蔡元培在北大组织
“进德会” 时制定的 “八条戒律”， 就
会明白， 不置产业于他， 绝非今人容
易揣度的学者 “不擅理财”， 而是一种
用以绳己、 律人的自觉选择， 是对孟
子所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
能 ” 的坚持实践 。 当时传扬甚远的

“八戒” 里， 有为匡正时风而立的 “不
嫖、 不赌、 不纳妾”， 也有日常行为习
惯如 “不吸烟、 不饮酒、 不食肉”， 更
有为学者 “不做官吏、 不做议员” 的
高要求。

“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

1937年， 逢蔡元培先生七十大寿，
当年的北大学子和朋友们感慨于他一
生为国为民奔走 、 晚年仍居无定所 ，
倡议在上海为先生捐购一处住宅， 却
因日寇入侵而中断 。 华山路的租屋 ，
成了蔡元培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 ，
其家人后来长期居住在这里， 它也成
了国内保存最完好、 个人生活痕迹留
存最多的一处蔡元培故居。

在故居一楼的陈列展中， 有蔡元
培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殿试试卷， 工整
小楷写成的 “策论”， 谈的居然是西藏
的历史、 地位等情况； 有他自不惑之
年起历时12年、 先后五次赴欧洲自费
游学时， “疯狂” 旁听课程与驳杂读
书的记录和发回的明信片， 第一次赴
德国留学， 他便目标明确， 要 “专修
文科之学， 并研究教育原理……冀归
国以后， 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有就任首任教育总长前后与孙中山的
通信； 也有黎元洪、 段祺瑞等人委任
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任命状———你可
能想不到， “德、 智、 体、 美”、 “公
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 之类我
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种种教育用语， 居
然都见于当时； 还有陈毅、 吴元章等
在法国留学时致蔡元培的信件， 让我
们知道， 原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
“勤工俭学” 也是蔡元培的大力倡导；
抗日战争中， 大学者还曾在粗糙红纸
上写下 《儿童节歌》： “好儿童， 好儿
童， 未来世界在掌中……”

如今想到蔡元培， 人们大多只记
得他是赋予北京大学 “思想自由， 兼
容并包” 神髓的校长。

在著名的 “北大校长” 名号之下，
我们很容易忽略蔡先生一生更丰富的
内容， 忘记他做过那么多对民族、 对
国家影响深远的大事、 小事。 故居里
陈列的种种史料、 文物， 让人们了解
到更多的细节 ： 一套描花漆制茶几 ，
是参加1934年芝加哥世博会的福建惠

儿院赠送的礼品， 那一届世博会， 蔡
元培是中方参展的审查委员会主席 ；
一套写有 “蔡院长志存” 的典雅玻璃
台灯， 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生送来
的70岁寿礼， 原来， 这座历史悠久的
国立音乐学府、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前
身的上海音专， 是由蔡元培力主建设
并担任首任院长的； 也是由于蔡元培
的努力和开拓， 中国才有了 “中央研
究院” ———“中科院” 的前身， 直到临
终 ， 他留下的遗言仍是 “科学救国 、
美育救国”。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故居二楼， 一直由蔡元培子女居
住 。 他的小女儿蔡睟盎去年去世前 ，
每每会打开房门， 和陌生的来访者聊
聊只一起生活了10年的好父亲。 二楼
的会客厅基本保持了家居原貌， 有画
家刘海粟和蔡夫人周峻为他作的油画
肖像。 如今， 三楼被辟成新的实物展
厅， 民国年间上海中西合璧的桌椅橱
柜， 蔡先生用过的藤编旅行箱、 打字
机、 砚台、 细瓷茶具与肥皂缸， 以及
藏书等一一陈列， 加上壁间蔡先生从
年轻至晚景的大幅照片， 静谧之中一
片恍惚， 远去斯人的日常行止与精神
气韵， 又宛然近了。

蔡先生身后， 周恩来在挽联里这
样评价：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 先生
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
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则更为
简洁有力， 称之为 “学界泰斗， 人世
楷模”。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将蔡元培与许
多世界名校校长比较： “这些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 不乏其
人。 但……能领导那所大学， 对一个
民族、 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
蔡元培而外，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今天的北大学者也忍不住感叹 ：
“世上已无蔡元培”。 站在草坪上， 仰
望这座半旧洋楼。 听说， 它的产权是
由商人买来送给孔祥熙的。 只是当年
的权贵与富豪皆与时俱去， 让小楼永
驻进历史的， 却是 “无恒产” 的蔡先
生。 有这样高评价的现代中国人， 能
有几个？ 今天的为士、 为官者， 真该
多来这里走走。 摘自 《人民日报》

■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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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箱“穿”上“彩衣”
街头风景更靓丽

“空中驾校”引争议
相关单位称已被封闭

狗狗马拉松
“汪星人”跑道放飞自我

百年国民饭店重装亮相
变身为“津品1923”餐厅

近日， 历经百年风雨的天津市重
点保护历史风貌建筑 “国民饭店” 重
装亮相 ， 变身为 “津品1923” 餐厅 ，
让寻常百姓得享 “国宴” 美食。 国民
饭店位于天津市赤峰道58号， 这座建
于1923年的饭店为法式风格的三层建
筑， 为天津老牌饭店中唯一可以进出
汽车的庭院式饭店。

近日， 泰国曼谷， 一场专门为狗
狗设置的迷你马拉松精彩上演， 各路
“汪星人” 聚集在一起， 在跑道上放飞
自我。

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 太原市万
柏林区一栋在建房屋楼顶成为驾校的
训练场， 网友表示 “这是在用生命来
学车”。 5月7日， “空中驾校” 所在单
位山西涤纶厂对外回应称： “事发地
原规划为停车场， 目前驾校练车场已
被封闭。”

近日， 在厦门市思明区街头一些
沿街的设施箱被绘上了美丽的图案 ，
如同穿上了一件美丽的 “外衣 ”。 目
前， 厦门市区20多条道路上、 近150个
配电箱、 变压箱、 交通控制灯柜等设
施箱已 “穿” 上 “彩衣”， 让老旧的设
施箱焕发出勃勃生机， 成为街道上又
一道靓丽的风景。

蔡元培故居 ，
在哪里？”

“华山路303弄16号， 希尔
顿酒店对面。”

“这么近 ？ 黄金地段啊
……好像看到过路牌， 没进去
过。”

这样的对话， 在每每提到
要去上海蔡元培故居纪念馆
时， 都会发生一次。

蔡元培故居中的文化故事：

这么近 那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