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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弱冠之年的王重民∗

□顾晓光

　　摘要　文章梳理了王重民先生的家族简史及其少年、青年时期的经历,以及对此后学术道路

的影响,并特别对王重民的原名进行订正,重点将其中学时代分成四个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　王重民　王鉴　新文化运动

分类号　K８２５．４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５

　　近期在孔夫子网上竞拍得到一部分王重民① 妻

子刘脩业手写的王重民生平,内容主要记录他上大

学前的经历.前两年曾听先生的哲嗣王平说,母亲

刘脩业在晚年撰写过几万字甚至十万字的先生年

谱,并请何兆武看过,还誊抄了一份.这份年谱让笔

者念兹在兹,今终见一角.根据王平的回忆和刘脩

业手稿以及晚年致傅振伦的书信看,这份年谱约写

于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此前关于王重民的研究较少涉及此手稿所示的

阶段,且有部分内容与之前学者们普遍引用的资料相

异,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此手稿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信

息管理系分馆所藏的王重民资料,专文对先生进入北

京师范大学国文系② 求学前的经历做一个梳理.王重

民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人物之一,他的一生经历推翻帝制、新文化运动、国民

大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和建设各个阶段.他有知识分子面对时局的共性

特征,也有个性表达.同时,他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有着

不同的思想和做法,既有一以贯之的,也有自我颠覆的.
笔者也希望通过对先生踏入学术之门前的经历进行梳

理,分析其对个人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１　家族简史

王重民生于今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祖上曾

为大家族,有家庙和家谱,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

至此处,村离高阳县城三十里.但传至先生祖父时,
家势已渐式微,家谱散佚.祖父王继芳生于１８４１
年,于清光绪初到附近任丘县的衙门任职,祖母刘

氏.王重民出生时,祖父已回家务农,不再担任任何

职务.祖父育有三子,长子王步霄,次子王步瀛,三
子王步云.

长子王步霄为先生的父亲,生于１８６５年,喜读

书且博闻强记,于１８９４年在保定古莲池书院考上秀

才.因家境贫寒,故在村中开设私塾,同时爱看医

书,自学成为中医大夫,并兼有一个小型药铺.由

此,买了土地,雇了长工,家境向好.到１９４７年,共
产党在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时,王步霄有４８
亩土地,已不能参与劳动,被划为小地主成分.１９４９
年后,先生的部分简历显示他的家庭成分为富农.

次子王步瀛育有二男一女,三子王步云育有二

男二女.
先生的母亲名为王娟,育有二女二男.长女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编号:１７ZDA２９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顾晓光,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９０７４Ｇ７９３０,邮箱:gxg＠pku．edu．cn.

① 王重民(１９０３~１９７５年),字有三,曾用名王鉴.曾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代馆长、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

创始人,曾任系主任.我国知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敦煌学家.

②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资料显示,王重民于１９２３年９月入学,１９２９年６月毕业,毕业成绩位列１４位国文系毕业生第一名,８０．８分.入学

和毕业时间常被研究者引用错误,特此说明,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肖亚男女士提供的查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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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次女名考.先生排行老三,四弟王新民于１９０９
年出生.

２　王重民原名正讹

以“王重民”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最
新一篇涉及王重民生平的文章是２０１８年第１期«书
屋»的«功巨用弘 尽瘁公藏———近代图书馆学三大

家».里面介绍王重民为“原名鉴,后因受军阀通

缉,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改名重民,字有

三,号冷庐”[１].
在王重民的简介中,大多持有这种观点,即原名

鉴.在２００３年纪念王重民诞辰１００周年的官方介

绍中也是如此.王重民的好友,同王重民并称陈垣

门下“河北三雄”之一的傅振伦曾于１９８２年发表«王
重 民 别 传»,文 中 称 王 重 民 “字 有 三,原 名 鉴,
”[２].中华书局编辑崔文印所写的«王重民传

略»[３]和李墨所写的硕士论文«王重民年谱»[４]都是

持相同观点.刘脩业编写的王重民生平介绍和著述

目录共有五份[５],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冷庐文薮»为最后

一个版本,只有此版本改为 “曾化名鉴”,但并未得

到业界的关注.由于夫人和好友都曾将王重民的原

名弄错,学界直到现在介绍先生时大都采用这种

观点.
在２０１３年出版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

中,艾俊川刊出了一封刘脩业于１９８９年４月８日致

傅振伦的信件[６],信中言:
王重民是他的原名.因我前年将发表在«图书

馆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上的«王重民教授生平及

学术活动年表»寄予有三的弟弟及侄儿们阅读并请

他们提意见,他们来信说“民”字是排行,有三的弟弟

及堂弟名“新民、惠民、利民”等,所以重民是原名.
后因在保定第六中学被直系军阀曹锟通缉,他被迫

离婚避难,不久化名王鉴去六中复学,毕业后又恢复

名重民.我以前因见有三在六中的笔记本署名“王

鉴”,后考上大学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用

“王鉴”,误以为有三原名“王鉴”.
经过查阅刘脩业提到的王重民弟弟的家信,更

加确定王重民为原名.在笔者手头刘脩业的手稿

中,她同样更正了之前的观点,和致傅振伦的信件观

点一致:
待通缉之事过后,重民化名王鉴字有三,又回保

定第六中学上学,所取名“鉴”之意,用唐太宗李世民

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

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至次年毕业时,
他又恢复名重民,准备去北京投考大学.

但王重民在升入大学后,却以王鉴为名写了多

篇评论性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学生杂志»上.这时

的“王鉴”成了王重民的笔名,所写文章与学术无关.

１９２６年７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２３卷第１４期刊

载的«‹道德经›碑幢刻石考»和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出版的«图
书馆学季刊»第１卷第４期刊载的«史记版本和参考书»
均以王重民之名发表.而在同年１２月出版的«学生杂

志»第１３卷第１２期上发表的«论眼光»却是以王鉴之名

发表.１９２７年,在«妇女»杂志第１３卷第５号发表的«论
我国古代的再嫁与离婚»虽是评论性的文章,但引经据

典,颇具学术价值,并署名王重民.
这说明走入学术殿堂的王重民在学术之外的评

论文章均不用本名,可能与不想暴露自己身份有关,
比如他为了表达对于军阀的不满,称军人为“忘恩负

义的丘八”,并且多篇文章充满了对传统社会和文化

的批判.
另外,刘脩业在文稿中提到她在“文革”后将“刘

修业”之名改为“刘脩业”.经询问王平,他对此并不

清楚,但说母亲后来不喜欢“修”字.“脩”不仅是

“修”的异体字,还有其他的意思,两者并不互通,笔
者猜想刘脩业也许受了那个年代“斗私批修”造成全

家劫难的影响而更名.

３　少年王重民

１９１０年,先生开蒙,开始识读«三字经»«千家

诗»等读本.其母在他出生前曾经有一个早夭的男

孩,所以对其极为宠爱,并取小名为“套”,意为将其

套住.这使得先生从小脾气倔强,认准的事情会竭

力坚持,虽已到上学年龄,但因娇养,他只在家里接

受父亲的私塾教育.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和中华民

国的建立,父亲开始考虑送他进入新式学堂学习.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０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

育会议,由教育总长蔡元培报告开会缘由并演说.
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会议

持续至８月１０日.７月１６日,会议规定学制:小学

校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７].１９１２年９月

２４日,教育部公布改正小学校名称令,改小学校为

初等小学校[８].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８日,教育部公布小学

校令,共４７条.法令将小学校分为初等小学校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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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学校,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高等小学校由

县设立.满六岁的儿童应受初等小学校之教育[９].

１９１３年,先生到村小学读书,接受初等小学校教

育.１９１６年自初等小学校毕业,考入高阳县县立高等

小学.如果按照四年制初等小学校算,应为１９１７年

毕业,但经过查看刘脩业手稿,得知先生在高等小学

校读了三年,原因为村初等小学校为三年制.
在准备投考高等小学校时,由于父亲作为大家

庭的“顶梁柱”需要权衡多名孩子的求学花费,而当

时家里达不到这些条件,所以并未答应先生的求学

要求.他因此哭闹了一天一夜还不肯停止,到第二

天早上,祖父听到哭声,得知原因后颇为赞赏先生的

求学心切,就对他说,你可以准备去考试,如能考上,
由我做主,让你到县里上学.先生没有辜负祖父的

期望,如愿进入中学.
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一方面喜好读书,聪慧有

加;另一方面因为娇养,性格执拗,会非常固执地坚

持自己的想法.在他少年时,家中积蓄一些钱,买进

几十亩地,并将一部分种植西瓜.先生喜食,且无节

制,造成消化功能紊乱,从此一直不想再吃西瓜.刘

脩业说,“直到他中年以至老年,天气炎热时,一家人

聚食西瓜,他从不染指.由此事,可以窥见他在童年

时任性之一斑”.

１９１７年１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１０],主
张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１９１７年２月,陈独秀发表

«文学革命论»[１１],反对充斥封建思想的八股文;

１９１８年５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１２],是一颗投向

封建礼教的炮弹.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此时还在进行中,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之推向

了高潮.刘脩业称:“这个时期正是世界思想革命,
在中国则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封建制度已在垂死挣

扎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正在传播.重民离开

偏僻落后的农村,渐渐开扩了自己的眼界,他也读到

了一些关于鼓吹救国救民的文章,激起了他的爱国

图强的情感.但因他只在小学读书,这时又是在五

四运动的前夕,他没有机会读到当时许多进步刊物

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文字,所以他的思想还没发生

较大的变化”.

１９１９年６月,先生从高阳县县立高等小学毕

业,决定投考保定直隶省立第六中学,第一次离家到

保定考试.１９１９年７月５日,保定省立第六中学发

榜公布考试结果,先生名列前茅,刘脩业手稿中还有

一种说法为成绩名列第一,取得入学资格.

４　青年王重民

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０日,先生进入保定省立第六中

学读书,１９２３年夏天毕业.这段时期,他不仅刻苦

读书,同时也是顺应时代思潮的新文化青年,一个有

着强烈爱国热忱且付诸行动的革命者和诸多传统文

化的反叛者,这是很多年轻人所经历的青涩且又怒

放的阶段.
最能够展现中学阶段的记录是先生在中学毕业

前的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所写的«最后一课»,刊登在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①１９２４年第１１卷第５
期.据笔者统计,他于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在«学生杂志»
发表了９篇文章,均以王鉴为名(其中一篇作者为

“玉鉴”,疑为笔误所致).这段时期主要集中在北京

师范大学的预科阶段,既是他中学阶段的延续,也是

他迈入学术之门的前奏.文章均为杂文,并非学术

论文,但特点鲜明,针砭时弊,有很强的反叛性,这明

显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对于一个

贫苦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先生既可以通过这些文章

得到微薄稿酬或者商务印书馆的购书券,又可以表

达自己对于现实的观点.
本章节并不重点着墨于文章发表的大学时期,

而是通过这些文章介绍先生中学四年的经历及其思

想变化.
他在«最后一课»中,将中学阶段分为了两个时

期,以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３日为界.前一段为无聊期,后
一段为兴趣培养期[１３].笔者结合他的多篇文章和

刘脩业的手稿记录,将这四年中学生活划为四个特

点分述如下:

４．１　懵懂青年

像所有从县城进入省城的年轻人一样,一切都

是新鲜的.中学是有楼房的,窗户是玻璃的,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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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生杂志»一般不付现金稿酬,只送书券,用书券可买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图书.据«全国报刊索引»对于«学生杂志»的简介可知:

１９２１年,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商务印书馆聘请杨贤

江出任«学生杂志»主编.他到任后即对杂志进行了改革.他任

职六年,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社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还发表

了许多教育专论,深受读者欢迎.此外,他还开辟“通讯”与“问答”
专栏,亲自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涉及思想、政治、读书、工作

及生活等各个方面,为大多数学生所喜爱.在他的努力下,«学生

杂志»在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等方面均堪称全国学生杂志之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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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有了很大不同,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变化,
人云亦云,这段懵懂时期被先生称为无聊期.且奉

父母之命,在第一学期结束后与任丘县邸巧成婚,并
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日生下长子王化一.中学初期,
他既没有听说过胡适和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也
不晓得杜威博士来华访问讲学.“今日的日记,用之

来日未尝不可,用之以后多少日子亦可;若把事情印

出,空着日月,每日只填上日月阴晴便行了”.直到

一年级暑假直皖战争爆发,他要知道为什么开战,以
免被人轻视,所以开始阅读报纸.自此,他喜欢上了

报纸的时评和新闻报道.另外,他买了一部育文书

局出版的不完整的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自言看书

的兴趣是从这部书培养起来的.当时的他应该不会

想到在几年后的大学阶段参与了梁启超所策划的

«中国图书大辞典»编写工作,甚至还到任公的天津

住所拜访[１４].

４．２　文学青年

“雨后的春天,清凉的微风刮着,如丝如棉的白

云在空中飞着,太阳光明的可爱光线,时隐时现,好

像被我们欢迎,有不惬意似的.孱弱的我,拿本杂

志,立在窗前呆着,自己也不知道是阅杂志呢,还是

欢迎太阳照耀的春日呢”.
这是«最后一课»的开篇一段,透着浓浓的文学

色彩,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艺气息.在«学生杂

志»发表此文的下一期,他通过«中学毕业生升学问

题的研究»一文[１５]表达了学生切不可专被文艺所迷

的观点,“‘光啊花啊爱啊’的文艺,是带有麻醉性

的”,以表达虽然文艺在课外自修上占有很重要的位

置,但不能醉心其中.年轻的他知道中学生的学校

功课和升学考试最为重要.

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６日,直奉战起,保定戒严,先生

请假回家.在这个不正常的假期中,他细心看了一

部«杜威五大演讲»,两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一部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自此,进化的观念深深影

响了他,克鲁泡特金将互助论作为进化的一种因素,
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这使得他

坚定地成立之前有过意向的文学研究会.虽然此研

究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他并不为此所左右.他

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思

潮、新知识,像偿还欠债一样来学习它们.他认为这

是学习兴趣培养的原动力.看书阅报“像发生恋爱

似的,一日不见,便不舒服”!

４．３　叛逆青年

在中学最后一年和大学预科初期,也就是王鉴

时期,先生的思想具有很鲜明的反叛意识.一方面

是来自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感

染.其时,他的父亲希望他考入两、三年毕业的官办

学校早点出来挣钱,作为长子长孙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在«谈话:我的生活态度»[１６]一文中抱怨道:“我以

往的二十年的生活,差不多无时不是生活在狂风暴

雨里,无时不挣扎在烦恼,悲哀里,更无时不希

望得一盏明灯”,“每个细胞都是用悲哀和烦恼组成

的啊”! 当他没有得到父亲同意报考北京大学落榜

后,他绝望了,把此次挫折认定是印象最深的人生苦

难.因之前被算过没有求学的命,他真的相信命运说

了.这时的他自怨自艾,想还不如去官府谋一个差

事,“换几个昧心钱,穿上几件华美的衣服,去夸耀于

邻里乡党”,同时又“若疯若狂”地呐喊,“希望是个骗

子,新文化,新思想是个拐子”.他就像是一个人在黑

暗中握着没有电池的探路灯一样,等待戈多的出现.
在被他称为拐子的新思潮影响下,更加剧了他对

于传统的反叛.家庭给他的包办婚姻也是他反抗旧

传统的原因之一,刘脩业说:“他读到«新青年»等进步

刊物,其中讨论反对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男女可自

由恋爱等文字,他才意识到他当时的结婚是在封建制

度下的牺牲品”.在大学时代,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
我国古代的再嫁与离婚»一文[１７],旁征博引,挞伐这种

不近人情的“夫死不嫁”“妇无二适之文”礼教风俗并

非古已有之,而是“理学之毒,遗祸于后世罢了”.文

章一方面为妇女鸣冤,更是通过学术的考据释放自己

的压抑.他的包办婚姻造成的生活痛苦伴随他此后

多年,因父亲不同意他离婚,直接影响到他大学时的

一段感情,加之经常熬夜读书,他患上了失眠症.即

使在他１９３２年离婚后,这种影响一直都存在着.
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

用白话文写文章及写信,家书上只写“父亲”“母亲”,
不用当时旧式所称的“大人膝下敬禀者”“禀跪”等敬

语.到寒假回家,向长辈拜年时,改用鞠躬代替跪拜

的习俗.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他的做法对于

长辈来说是忤逆的.刘脩业据先生的侄儿王企贤回

忆,先生在１９２３年(另有一处写为１９２１年①)还写了

２１１

走向弱冠之年的王重民/顾晓光

Mr．WangZhongminsExperiencebeforeStudyingintheBeijingNormalUniversity/GuXiaoguang

① 在笔者所查看的刘脩业手稿中,既有草稿,也有誊抄过的版本,
内容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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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孝»的文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文中反对

封建的“愚孝”,主张父子平等,但父母抚养子女确非

易事,故为人子亦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刘脩业评论

说:“在当时还是封建思想浓厚时代,由现代看来还

有现实意义”.这与１９１９年鲁迅所写的«我们现在

怎样做父亲»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经过我查询«全国

报刊索引»,发现有一篇发表在«清心钟»１９２５年第

三卷第７/８期,作者为王千鑫的«论“孝”»的文章最

有可能是其所写,且千和鉴两个字的韦氏拼音均为

“Chien”.文章立意鲜明,和刘脩业所说的意思相

近.作者说孝是有存在的价值,但要回到孔子时代

“原来的孝”,不能把孝作为一切做人之道[１８].笔者

不敢定论为先生所作,因文章发表时儿子王化一已

经五岁,而文中却提到“我还没有做过父亲”.如果

按另一处所写是１９２１年的文章,则有可能还未做父

亲,因儿子王化一为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日出生.
在«论眼光»一文中[１９],他将年轻人的知识储备

不足看成是近视的人,把被传统的旧观念所束缚的

脱离时代而开倒车的老人看成是远视的人.如何矫

正视力(眼光),他认为需要“戴上时代思潮的镜子”.
旧的社会秩序依然牢固,新的文化也开始登堂入室,
父子二人对于政治、伦理和文化的隔阂是民国成长

起来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普遍情形,大家庭不再支持

他上学的花费,他开始反抗,这时的他与巴金激流三

部曲下的觉新有相似之处.
即使家庭不同意他到北京上大学,且不为他付

大学学费,先生依然没有屈服,他半工半读,得以完

成学业.他利用课余写文章,赚取微薄稿酬,还为

«益世报»校对和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到后期,
在图书馆兼职工作.特别是袁同礼在北京师范大学

授课时,见他困难,让他到北海图书馆做工以维持生

计.成就他跻身学术大家的欧美访书十余年经历也

是袁同礼直接促成,袁氏可谓是先生学术生涯中最

重要的提携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认为没

有真正的修养,这些都是奢谈,“我们要做主义的利

用者,不做主义的奴隶;要做问题的研究者和实行

者,不要侈谈问题”,这些思想明显受到了胡适１９１９
年在«每周评论»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的影响.对于白话文革命,他持接受态度,同样受到

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学者的影响.他在升入大学预科

后不久撰文«与一些朋友们谈谈国文»[２０],对中学的

国文教育大加挞伐,对老派学者推崇的国故也是不

屑,“对于这些废物,说多了反足污秽,扰乱我们青年

的思想”,“什么今文经古文经咧,什么汉学宋学咧,
什么阳湖诗、桐城文咧,不过是没事找事罢了.数千

年来,请问他们给社会人生,有什么贡献? 曾造什么

幸福?”他认为虽然国故是有毒的,但也有些菁华于

其中,所以也要从中去淘取古人真的人生.“假能有

部完全的中国文化史,即便再出个秦始皇把这些东

西完全付一炬,我觉得只有痛快没有可惜!”他对于

怎么读国文,极其鲜明地作了如下的表述:“先读现

代的白话文———包涵着现代思潮的白话文,次读现

代学者从国故中淘取出的真的国学,再次进而参考

国故学的原文”.这显示出他对于学者整理国故的

期盼.
这种反叛的态度更源于当时传统文化的根深蒂

固,对于受新思潮影响的年轻人来说,只有用更加激

进的言语才能唤醒那些抱残守缺的人.据说,连严

复这种非常稳健温和的学者在翻译«天演论»时,也
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这八个字[２１].彼时,
他还未真正踏入学术大门,但却已流露出后来他所

推崇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研究方法.

４．４　革命青年

据刘脩业手稿,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经好友杨景

山介绍,先生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

保定后,拟在第六中学筹备成立团支部.但因邮寄

的文件被直系军阀曹锟部下所查,下令通缉,并到学

校逮捕他.当时校长周镐川是先生的同乡,又有亲

戚关系.所以,校长在事先得知消息后,便私下通知

他,并且在学校花名册上加注了他被开除学籍的日

期,表明此学生早已开除,并不知下落.故他潜逃至

保定附近的满城抱阳山暂避.
这个日期与先生在«最后一课»中的表述并不一

致,他在文中谈到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３日收到一封信,自
言这是他中学时代的分割线.在这封落款为新朋友

安的信中,提到展封去信要介绍他加入社会问题研

究会,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去改造社会和家庭,
但信与简章都被警署扣留了,并且要缉拿他,所以他

往满城游了几天抱阳山和眺山.
经过查阅日历,发现«最后一课»中的日期１３日

应为刘脩业所写的１１日,因先生在文中称“明日是

礼拜”,而１１日为周六,故得此结论.因为此信,他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新思潮产生了很强的求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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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以他把这个日子认定为中学阶段的转折.据

刘脩业推测,展封即为杨景山.
在中学时代,杨景山是影响先生最重要的人物.

杨景山,１９０３年生,河北高阳人,与王重民、王锡疆

并称为“高阳三杰”.他于１９１６年和王重民同时考

入高阳县县立高等小学,后又同时考入保定直隶省

立第六中学.
虽然刘脩业在手稿中认为先生在高等小学校时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他的思

想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却有文章显示在五四运

动爆发后,王重民和杨景山、王锡疆带领同学走上街

头,示威游行,提倡国货,反对日货[２２].
进入中学后,先生业余喜读«新青年»«新潮»«努

力周报»等进步刊物.因受新文化运动和苏联十月

革命影响,王重民和邓仲强、杨景山一起成立了学习

马列主义书刊的“努力读书会”,提出“仅随主义走,
不随任何人走”的口号.杨景山自己出钱买书,大家

共同研读.还与保定高等中学、女二师等校的书报

贩卖部进行书刊传播和交流.邀请读书会以外的同

学参加报告会、辩论会,共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

自然科学知识.
彼时的“高阳三杰”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

社会,抱负国家,他们共同的心愿是考上新文化运动

的重镇北京大学.杨景山和王锡疆如愿进入北京大

学,王锡疆成了李大钊的助手.经王锡疆介绍,杨景

山认识了李大钊,并于１９２５年１月接任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
由于先生落榜北京大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所

以他们之间的联系没有中学时密切.但受杨景山和

王锡疆的影响,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意气相投的同

学,如杨秀峰、张苏、张友渔等发起组织一个新燕社,
名义上是读书会,实际上是个进步组织,他们原想创

办一种小刊物,但当时情形下,活动并没有如愿开

展.针对从事社会活动致学业荒废的说法,他不以

为然,认为功课糟糕的同学是整日悠哉的乐天派和

运动员,而从事社会活动的学生则是活动之外是学

习,学习之外是活动[２３].这种认识明显受到蔡元培

“学术 救 国”“读 书 不 忘 救 国,救 国 不 忘 读 书”的

影响①.
不幸的是,杨景山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和李大

钊等其他１９位革命者被军阀所害.先生得知此消

息后,悲痛万分,后来和刘脩业多次提到杨景山对他

的影响以及 他 对 其 的 感 情.刘 脩 业 说 杨 景 山 的

被害,
“给有三很大的打击,他曾一度陷入苦闷、迷惘、

彷徨之中.他只好更努力埋头于故纸堆中,以寄托

他热爱祖国之心情.但他一生始终念念不忘这惨痛

的回忆,我们结婚后,他不时述及.到全国解放后,
杨景山遗孀和一个女儿还住在北京,他和我常去慰

问她们,并为杨景山烈士写文叙述其牺牲经过,请当

时妇联负责人刘清杨同志作证明,为杨景山遗属申

请得抚恤金.以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还在保定

烈士陵园建立一座纪念杨景山的纪念碑”[２４].
彼时的王重民在众多学术名家的指导下潜心学

术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已经完成«老子考»
的撰写.杨景山的悲剧,更加坚定了他自此不问政

治,不谈主义了.刘脩业晚年致马蹄疾的一封信中,
曾提及王重民的朋友曾对他说过«老子考»救了王重

民的命这样的话.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要求

党员重新登记.有朋友劝他去登记,否则要被捕,他
说“逮捕是他们的事,反正我不去登记”,他已对蒋介

石的国民政府失望.刘脩业说,“从此他不问政治”
了.彼时,王鉴退场,王重民在学术舞台登台亮相.

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涌现,转考北京

师范大学的成功,向身处烦恼的青年王重民打开了

一扇窗.他慢慢对于过去的失望不再纠结,转而把

握眼前时光来打造以后的光明前景,用他的话讲,便
是“乐观的刹那主义”[２５].虽然他对于当时的社会

有诸多不满,认为这是一个麻木社会,糟糕国家,但
是也相信年轻人的大敌不是不好的环境,而是没有

奋斗的真精神.更加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袁同礼、陈
垣、高步瀛、杨树达、傅增湘、梁启超、黎锦熙、钱玄

同、吴承仕、黄文弼等学者.他修正了以前的想法,
潜心于故纸堆中.这时的王重民对于读书的态度已

不仅是中学时的那种“一日不见,便不舒服”的初恋

感受,更是如“鲸之吸水,巨饮狂吞”的热恋体验.
年少形成的倔强甚至执拗的性格,加之他遍访

中国古代典籍,被先哲大儒的精神所影响,形成了他

刚正不阿、不慕权贵的处事方式.先生晚年之大悲

剧也因之而起,实为家之不幸,学之不幸,国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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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１９年夏,全国学联会长、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在杭州城见到蔡

元培,蔡元培对段说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

求理智的发展,“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参见«中央日

报»(重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第四版刊出的段锡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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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尝言古人愿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愿读万

种书[２６].他不仅读了万种书,还走了万里路,足迹

遍及法、英、意、德、美等国家,致力于中国古籍善本

的整理与研究,终成一代百科全书般的学术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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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WangZhongminsExperiencebeforeStudyingintheBeijingNormalUniversity
GuXiaoguang

Abstract:ThearticlefocusesonthebriefhistoryofMr．WangZhongminsfamilyandhisexperiencesinthe
childhoodandteenagerhoodperiod,aswellashavinganinfluenceontheacademicresearch．Itspeciallyreviseshis
originalnameandintroducesandanalyzesthefourcharacteristicsintheperiodofthemiddl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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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ModeofReadingPromotion:PlanningandDesignofReadingPark

XiongJing　ZhaoXiao

Abstract:ReadingPark,asanemergingurbanculturalthemepark,isaninevitableoutcomeofnationＧ
alreadingpromotion．Readingparkhasmultiplefunctionssuchasthesignofreadingcity,aplatformto
displaytraditionalculturalandacivicactivityspace．ContentplanningandthemedesigningarethekeyfacＧ
torsofreadingpark．ThisarticletakescontentplanningforLakeSongshanGullyReadingParkinDongＧ
guanforexampletointroducethemethodofcontentplanningofareading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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