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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剑峰， 女， 教授， 主要研
究方向当代中国电影、 北京城市
影像。 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
理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学术委员会
主任、 新闻学专业负责人。 她从
事高等教育30余年， 独著或参著
《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 《韩国
电影导演创作论》 等5部， 主编、
副 主 编 《城 市 文 化 传 播 策 论 》
《中韩文化比较研究 》 等文集16
部， 曾在 《当代电影》 《北京电
影学院学报》 《电影文学》 《当
代传播》 等期刊发表论文 《西方
影片中北京城市影像的塑造与传
播》 等60余篇。

法国文化与西山的缘分

法国文化与西山的缘分，早在17世
纪、18世纪张诚与白晋等人在畅春园向
康熙讲授西方科学新知， 蒋友仁等人
在圆明园设计大水法就已经有详尽的
记录。 他们同其他来到中国的法国同
胞一样， 以专著或者书信， 将中国文
化传回法国。 20世纪上半叶， 一批法
国学者与中国学者携手在西山地区为
中国教育与学术的现代化， 做了大量
开创性的工作。 比如贝熙业与铎尔孟
等人在西山参与创办中法大学， 德日
进等学者在西山深处的周口店 “北京
人” 遗址发掘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 北京西山
一带在中法民间交流中写下过重要一
笔。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距北京天安
门以西约50公里的海淀西山， 聚集过
一批法国精英和民国时期的名人。 中
国知识分子与法国友人在海淀西山进
行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改造运
动， 中法大学及其附属机构是西山中
法交流史迹的重要内容， 李石曾、 贝
熙业、 铎尔孟等人都曾在此执教， 并
努力改造当时落后的中国。 中法文化
交流事业在此蓬勃发展， 由此形成了
中法文化交流圈， 形成了包括贝家花
园、 温泉中学、 圣-琼·佩斯故居在内
众多的交流史迹群。 目前在北京西山
地区大约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有中
法文化交流史迹群相关的历史资源22
处 ， 其中包括城内在王府井地区的4
处， 随着中法友好交流史迹群的不断
挖掘 ， 这些史迹群还在不断被发现 。
在北京西山的贝家花园隐藏着一段被
淹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前尘往事， 这是
一个朋友圈改变两个国家的文明传
奇。 法国医生贝熙业常常在贝家花园
里举办各种沙龙， 法国外交官、 获得
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圣-琼·佩斯、
法国汉学家、 《红楼梦》 法译本审校
者铎尔孟、 一生热爱中国皇帝的法国
作家谢阁兰、 民国元老李石曾等都曾
是贝家花园的座上宾。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发掘、 保
护工作中， 坚持史料与史迹结合、 保
护与发展结合的方法， 注重史迹的真
实性与发展的持续性 。 在史料研究
中 ， 通过考证考察 ， 结合权威论证 ，
北京市和海淀区编撰了 《中法文化交
流史迹资料整理汇编》 《中法文化交
流文集》 《温泉中学往事》 《私立中
法大学始末记》 《法兰西影响的中国
革命者》 《老明信片讲述赴法勤工俭
学》 《从小南园到温泉： 百年前的西
山开发》 等近30份史料成果， 对西山
中法文化交流故事的介绍与传播起到

了基础作用。
2005年12月7日， 时任总理温家宝

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时的一段话：
“许多法国现代政治家、 文学家对中国
文化都有很深的感情。 1960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
长篇杰作 《远征》， 就是他在北京西郊
的一座道观中完成的。”

2014年3月26日， 法国媒体称法国
政府 “倾其所有” 来迎接两国建交50
周年之际来访的习近平主席。 短短三
天的行程中， 习近平主席出席了数十
场活动， 吸引了中法以及世界人民的
目光。 当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
戴高乐基金会接见了友好人士， 这是
一个仅有十余人参加的小型见面会 ，
习主席在讲话中谈到： “中法两国人
民友好交往史不止50年， 而是从几百
年前就相互欣赏、 彼此吸引。 近代以
来， 两国民间交往日益密切， 每个阶
段都有很多感人故事， 见证中法友谊
的传承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 贝熙
业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 不
仅经常给当地农民免费诊疗， 还在抗
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提供帮助。”

2015年1月30日晚，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与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国家博物馆
共同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闭
幕式并发表讲话。 李克强在讲话中表
示， 中法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的伟大国家。 50年前， 两国建立外
交关系 ， 开启了中法关系新的历程 。
50年来， 中法关系发展为国与国之间
交往树立了典范。

目前， 北京市海淀区充分利用中
国公共外交协会、 中国对外友好交流
协会等机构的资源优势， 借助北京社
科院、 北京档案馆、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大学、 外交学院等高校及科研机
构的专业优势， 鼓励社会机构广泛深
度参与， 合力打造北京西山中法文化
交流基地。

燕京大学的传说

1919年夏天， 一位体貌清瘦、 近
乎秃顶、 浓眉大眼的中年 “洋人”， 或
步行， 或骑毛驴， 或骑自行车， 频繁
出现在北京城郊。 每到一地， 他时而
用仪器观测 ， 时而徘徊思索 。 最终 ，
他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画了一
个圈。 几年后， 一所环境优美的现代
大学在这里拔地而起……1998年， 时
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
提到， 北京大学 “这个校园， 过去是
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
……” 这个 “洋人” 传教士叫司徒雷
登， 他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
导者， 被尊为 “燕京大学之父”。

1876年6月， 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
州， 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 然而
司徒雷登在内心深处早已把自己当成
中国人， 他自称 “是一个中国人更甚
于是一个美国人”。 这位给自己起了个
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
方向， 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 在
他心底无论怎样， 仍执拗地以中国为
家。 他精心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
东西， 卧室墙壁上挂着燕京大学的照
片。 司徒雷登一生的事业和心血都给
了这个国家， 他的父母、 妻子、 弟弟
也葬在中国， 中国是他魂牵梦绕的故
乡， 他怎能割舍对中国的留恋？ 1962
年9月， 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
院去世， 享年86岁。 他的葬礼是在中
国民族乐曲 《阳关三叠 》 中结束的 。
2008年11月17日， 司徒雷登的骨灰安
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 墓碑上写着 ：
“司徒雷登， 1876—1962， 燕京大学首
任校长。

燕京大学仅存在了三十三年， 在
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 燕京
大学被拆散 ， 院系合并到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中。 北京大学迁
到燕京大学的校园。 虽然燕京大学消
失了， 而燕京大学留给中国社会的财
富： “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的
燕京精神， 从燕京大学走出来新中国
各条战线上的人才， 却继续谱写着燕
京大学的传说。

西山故里黄叶村

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红楼梦》 的
作者曹雪芹， 出生并生长在康熙王朝
的簪缨世家， 从曾祖父开始到他父亲
一代， 世袭江宁织造。 康熙六次南巡，
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 ，
其中四次都在曹寅任内， 这种与封建
帝王特殊的亲近关系， 加上长期生活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地江南地区特
殊的家庭环境， 使曹雪芹直接而强烈
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而雍正与乾隆
时期曹家遭遇的两次祸变， 又使曹雪
芹真切地感受到封建家族盛极而衰的
变故 ， 这正是他能够写出 《红楼梦 》
的客观条件。 然而曹雪芹从雍正末年
或乾隆初年直到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去
世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是否生活在
北京西山一代 ， 并创作出鸿篇巨制
《红楼梦》， 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 红
学研究中若隐若现、 无可回避的话题
或课题。 上个世纪20年代， 新红学的
创立者胡适根据曹雪芹好友敦诚的诗
句 “残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书黄叶
村”， 从而断定曹雪芹曾在西山居住与
生活； 50年代著名的政治学家、 法学
家和 《红楼梦》 研究专家吴恩裕到香

山一代采风， 开展田野调查， 把口碑
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佐证， 缩小曹雪
芹居住的区域； 1971年正白旗三十九
号院老屋偶现 “题壁诗”， 从而进一步
印证了之前的口碑资料， 并由此建成
曹雪芹纪念馆。

曹雪芹纪念馆原址所在地在清代
属于正白旗旗营， 正是曹雪芹生活和
创作 《红楼梦》 之地。 曹雪芹在西山
的生活与创作， 为北京西山留下了包
括 “西山传说” “曹氏风筝” “曹雪
芹小道” 等丰富的文化遗产。 目前海
淀区为了丰富北京文化创意内容、 打
造北京文化新名片、 创建北京文化新
地标， 不仅由此创办了曹雪芹文化艺
术节， 目前已成功举办八届， 而且启
动实施 “曹雪芹西山故里 ” 的项目 ，
将在历时几年的时间里， 以北京植物
园黄叶村为核心进行复建， 以再现当
年正白旗营的生活场景和文化特征 ，
这无疑是保存和构建北京西山文化记
忆的有力举措。

在北京城市文化开发中， 西山文
化的开发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
西山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
部分。 它所涉及到的中国历史尤其是
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的中外历史名人
和事件， 对于西山的历史文化钩沉具
有着抢救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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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素有大小之说。 如果说 “大西山” 为京都宝地， “西山” 则是
镶嵌在宝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北京西山是一部贯穿古今的 ‘史记’， 是
北京人触摸历史、 研习历史的学校， 是八方游客发掘文化、 欣赏艺术的胜地，
是莘莘学子丰富知识、 提高素养的课堂。” 北京西山的文化记忆是纷繁复杂
的， 是悠久绵长的， 是深邃厚重的， 作为北京建城基础的西山， 它不仅养育
北京城， 而且时时荡漾着北京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

北北京京西西山山：：一一本本未未展展开开的的文文化化大大书书
□主讲人：杜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