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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欣賞「檻外山光，窗中雲影」，就「痛南渡」，

「辭卻了五朝宮闕」，弦歌不輟在春城了。1939年，

李賦寧畢業於其時已搬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

（畢業時仍領清華大學外文系文憑），1941年畢業

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在「天長落日遠」，「乾坤晨昏

浮」的危急存亡之秋，在

西南聯大期間，由於李賦

寧與吳宓是同鄉和世交的

原因，李賦寧與吳宓關係

密切，可稱為「忘年交」，

吳宓也將李賦寧看作可以

傾吐心曲的忘年知己，並

將很多重要甚至瑣碎的事

情托付學生李賦寧辦理。

「學足以通古，才足

以禦今」，在中國教育史

上，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所提出的培養「博雅之士」的教學方針在人才的培

養上具有非常重要作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課

程編制之目的，「為使學生得能：（甲）成為博雅之

士，（乙）瞭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讀西方文

學之名著，熟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國內教授

英德法各國語言文字及文學，足以勝任愉快，

（丁）創造今世之中國文學，（戊）匯通東西之精

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布」，[1]說到底就是培養「通

人」。李賦寧撰寫的《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言文學

系》的史料中也說，「抗戰前清華外文系曾以培

養」博雅之士「作為本系的任務，要求學生『熟讀

博雅精神的傳承者
— 吳宓與李賦寧及其他

■ 李偉民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文化傳承

在2004年5月飛花飄雨的季節，作為吳宓的

傑出學生，李賦寧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李賦寧是

我國著名的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教育家、翻譯家、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當今在外國語

言文學界的諸多著名學者均出自其門下。他那沉

靜深邃的學問，澄淨明澈

的語言，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的道德力量和誨人不

倦的夫子精神，使領受過

他澤被的後學終生難忘。

他的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

《英語史》、《歐洲文學

史》等專著中，他對西方

文學批評、莎士比亞研究

和歐洲文學史等學術領

域的深入研究得到了這

一領域學者的交口稱頌。

李賦寧能夠在中國的英國文學和歐洲文學研究以

及莎士比亞研究中取得諸多的成就，培養出傑出

弟子，是與吳宓對其的教導分不開的。吳宓與李賦

寧一家有深厚的世交，踏入清華大學的第一天開

始，李賦寧就多方面地受到了吳宓人文主義思想

和學問的熏陶。

一

李賦寧初入學於北有圓明園、西山、頤和園、

玉泉山、碧雲寺等名勝，內有蒼松老檜、楊柳竹

石、藤影荷聲、流溪觀魚聽蟬的清華園。但他還來

摘  要：李賦寧是我國傑出的英美文學研究專

家、英語教育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專家。他為中國的

外國文學研究，特別是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外國文

學研究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在清華

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期間，他就受到了「博

雅之士」的熏陶，成為吳宓最親密的弟子之一，為

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吳宓研究的倡導者。

關鍵詞：李賦寧；吳宓；外國文學研究；博雅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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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學之名著』，『瞭解西洋文明之精神』」。[2]

這樣一批被稱為「博雅之士」的「清華學人在學術

研究上取得的成功，在於為中國的西方語言文學

研究在深層次意義上設立了個人精神與學術風格

上「博雅」之風習，而這一培養目標主要是由吳宓

主導擬定的。這在李賦寧的回憶中有明確記載，當

然，也有其他學者和老師的功勞，但是由清華大學

外文系2012年編輯出版的《百年清華百年外文：清

華大學百年華誕暨外國語言文學系建系85周年紀

念文集》，由於學科原因和所受乾嘉學風熏陶有

限，所下考據功夫不深不細，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

候出現了不少錯訛。李賦寧大半生深受吳宓和清

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博雅」之浸淫。這種「博雅」之

精神，不僅表現在學術上，而且表現在面對抗戰堅

苦卓絕的條件下「仍保持勤奮、嚴謹的敬業精

神」。

在清華大學外文系和西南聯大所設的「歐洲

文學史」、「翻譯」、「文學與人生」課程主要由吳

宓講授。這些課程是繼承和延續了清華大學外文

系建系之初的必修課程，也是外文系學生最重要

的幾門專業基礎課之一。而吳宓長期開設的「歐洲

文學史」不僅包括西歐、北美文學，還兼及俄國、

東歐，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國文學，為抗戰中的

西南聯大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系統的世界文

學知識。 [3]為了培養李賦寧的講課能力，吳宓把

「歐洲文學史」的英國文學部分分給李賦寧講。吳

宓離開清華後，命李賦寧講授英國文學史代替此

課，並向校方保證以李賦寧的學識和對英國文學

的熟悉，這是絕無問題的。

二

自1990年以來，國內共召開過七次吳宓學術

研討會，2004年歲末，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的「吳

宓誕辰110周年紀念會暨第四屆吳宓學術討論

會」，直至2014年在西南大學召開的全國吳宓學術

研討會和吳宓故居揭幕儀式。[4]在前幾次會議，都

是在李賦寧親自主持下召開的。從現代文學史上

將吳宓、「學衡派」樹為「反面人物」、「守舊派」到

吳宓研究能夠出現今天的繁榮局面，是與李賦寧

對恩師吳宓的崇敬和深厚感情分不開的。

據我兩次通讀前後共20冊《吳宓日記》和《吳

宓日記續編》的統計，吳宓一共在1910-1974年的日

記中記載了數百次和李賦寧的交往記錄，無論是

在一起用餐、郵局寄信、銀行取款，還是讀書、考

試，乃至操心李賦寧的婚姻、曬被子等生活瑣事，

吳宓都有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生

的李賦寧對老師的尊敬。在「於安思危」中，對艱

苦環境安之若素的人生態度、對國家的憂患意

識，對人類的悲憫情懷和其中蘊蓄著的深厚情感

充分體現在師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而這

些正是「博雅之士」的題中之義和雋永形象的生動

縮影。如1939年7月30日，吳宓記載「尋得賦寧，命

徑制姜湯」；[5]1939年9月2日，「賦寧完卷出場……

為慰解寧考事之困疲……陪寧游步翠湖」；[6]1940

年4月27日，「寧陪導宓至校中圖書館檢閱本年三

月十八日北京《新民報》第一版王一葉君『按王蔭

男君』撰文」；[7]1942年1月14-19日，「寧率本舍僕

僮至新新購鹹菜肉絲麵來。宓甚思食」；[8]1944年

8月5日，「曝寧被褥床板於宓窗際」；[9]1944年8月

13日，「下午助寧曬被褥」等等。[10]1944年吳宓去

成都燕京大學講學，命李賦寧替他看守房間。吳宓

宿舍貼著「請勿吸煙」的告示，李賦寧從不違反規

定。[11]而李賦寧後來翻譯《艾略特文學論文集》則

與1942年9月10日，吳宓在他那裏翻閱《喬治艾略

特的生平 — 根據書信和日記》這本書不無關係

吧。1938年11月12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下午2-3，

寧來室中補考《歐洲文學史》」。[12]這次「補考」具

體原因不知是什麼，可能是李賦寧臨時有事錯過

了考試時間。但是，吳宓對學生要求嚴格卻是一貫

的。李賦寧後來成為西方語言文學大師與這次

「補考」也不會全無關係吧？1939年，國立清華大

學第11級畢業生畢業，外文系有李賦寧、王佐良、

許國璋等10人。1941年4月5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

所外國文學部為李賦寧舉行研究生畢業初試，吳

宓稱贊李賦寧「是真正的學者」。[13]清華讀書風氣

很盛，作為吳宓的弟子的李賦寧明白，「讀書之法

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當李

賦寧從耶魯學成後，吳宓勉勵：「弟在美四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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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洋語文及文學知識材料論（不論中國學問及

創造著作）弟今當為中國第一人，恐鍾書實不能

及，宓更空虛不足言矣」。[14]20世紀60年代，李賦

寧曾力邀吳宓來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然被吳宓

婉言謝絕了，吳宓有感於弟子的好意，但擔心必須

批判「自己之過去」，故說：「弟與王佐良、楊周翰

等諸公，不但馬列主義學習好，且近年留學英美歸

來，其西洋語言文學之知識、學問，其生動精彩之

文筆、著作，遠非宓所能及」。對於社會上不重視

知識分子的風氣，吳宓也說：「目前英國文學與西

洋文學不被重視，等於無用，然我輩生平所學得之

全部學問均確有價值……應有自信力，應寶愛其

所學。斷不可棄書……斷不可賣書……寧受人譏

罵，亦必大量細心保存書籍」。[15]吳宓對李賦寧的

這些諄諄教誨，也許就是他今後成為一代西方語

言文學大師的原因之一吧。

為了提高重慶的英語教學與研究水平，在20

世紀50-60年代，吳宓曾多次向李賦寧介紹四川、

重慶籍的學生到北京大學訪學。例如在1963年介

紹四川外國語大學（原四川外語學院）學生藍仁哲

到北京大學西語系訪學就是一例。藍仁哲曾經在

《尊師重道的典範 — 憶李賦寧崇敬吳宓二三

事》一文中寫道：我1963年夏在四川外語學院英語

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我院英語系當時尚未開設任

何文學課程，便給我一年時間準備開設「英國文學

史」課程。用吳宓的話說，蓋四川外語學院不但無

一門文學課程，其校中之師資圖書均缺。吳老師知

道後，便主動給當時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的李賦

寧去了一封信，請他安排我去北大進修一年。李賦

寧是那麼認真地看待吳老的托付，硬是親自到西

語系瞭解情況。我在向領導提出申請時，得到的答

覆卻是我剛畢業留校，即使派人去北大進修也還

輪不到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確不夠去進修

的資格，聯繫的方式也不符合那個年代的規範。在

吳宓給李賦寧的多封信件中介紹：「藍仁哲畢業於

四川外語學院，是一優秀學生，聰明好學，而仁厚

多情。今請求收錄藍仁哲在校肄業留學二年，專修

英國文學史。只須將藍君編入現在為本科、進修助

教正在開講之英國文學史及有關課程，如莎士比

亞、英國浪漫詩人、英詩宣讀，又准令其在圖書館

讀書，不過增加一名學生而已。藍仁哲來北大雖名

曰「進修」，實不需周翰、賦寧弟或任何一位教授，

花費時間精力給予特別指導，對學校及教師均不

增加負擔，而造福於四川省外文教學甚大，何幸如

之」。[16]吳宓長期在重慶任教，他認為應該努力提

高四川、重慶的英語教學水平，為學生打牢基礎，

而開設「英國文學史」等課程正是提高學生素質

的一個基礎。今天，重慶和四川外國語大學已經

成為中國研究莎士比亞的重鎮，出版了一批重要

的莎士比亞研究著作，四川外國語大學主編了中

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會刊《中國莎士比亞研究通

訊》，李偉民被選為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

國際莎學通訊委員會委員，成立了四川外國語大

學莎士比亞研究中心，在國內外發表了一批重要

的莎學研究論文，由李偉民撰寫的刊登於《莎士

比亞全集》的《朱生豪、陳才宇譯莎士比亞全集

〈總序〉》（3.5萬字）已經由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2015年出版；李偉民主編的《中國莎士比亞悲劇

研究》、《中國莎士比亞喜劇研究》2017年已經由

商務印書館出版。而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是與當

年吳宓對西南、四川的外國文學教學研究、英語

教學與研究，特別是對四川外國語大學的幫助、提

攜和指導難以分開的。

三

20世紀50年代，研究「大、洋、古」的莎士比

亞與西方「資產階級文學」顯然不合時宜。當然，

也有驟雨暫停之時，在1956年，李賦寧還可以發

表研究莎士比亞《皆大歡喜》這樣的文章，就是在

1957年的5月份以前「還可以積極展開西方語言和

文學的研究」，以響應號召「幫助解決一些有關文

學理論和文學翻譯的問題，此外它還有吸取外國

人民的優秀文學傳統來豐富我們自己的文化生活

的重大作用」。[17]但是，在緊接著在1957年第2、3

期《西方語文》上，李賦寧發表的《喬叟詩中的形

容詞》，這篇文章被在「雙反運動」中作為典型遭

到了批判。1957年7月份「黨中央發動了反擊右派

分子的運動。可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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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

派份子』」。政治形式波譎雲詭，到處有湍流旋渦，

1958年春季開學後，根據上級指示，文教界開展了

「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4月下旬轉入「向

黨交心」和「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一批學有專長

的教師和教學骨幹被錯作「白專」典型而遭到批

判，結果，損害了教師的尊嚴，降低了教師的威

信，加劇了師生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挫傷了知

識分子的積極性。[18]我們從遠在上海，但是也屬

於外語界的上海外語學院就可以看到當時人們的

狂熱與研究外國語言文學存在的現實與潛在的危

險。「1958年2月24日至25日午夜上海外國語學院

大字報突破一萬張。28日大字報突破五萬張」。[19]

這種大批判主要針對的就是文教界中包括外國語

言文學界的「白專」道路和所謂名利思想。

1958年第3期《西方語文》發表的《一定要把

社會主義的紅旗插在西語教學和研究的陣地

上！》一文的編者按說：「約請了一部分高等學校

西語教師筆談雙反運動中所揭發出來的西語教學

與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如何在黨的領導下

在這一領域拔白旗，插紅旗，實現西語教學的大躍

進」。[20]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大學講授、學習莎士比

亞和西方語言文學是要冒風險的，更會遭到批判。

在《西方語文》精心組織的這一組火藥味十足的

文章中，批判者談到外國語言文學界的現狀：「談

到文藝復興時代，則認為是人類文化的頂點，讀一

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就勝過二十年（這句話和

馬克思講的『一天等於二十年』對照一下，會令人發

生怎樣的感想呢？）但對於英國目前的進步文藝，

卻只作為講授的附錄」。 [21]出現了「各式各樣的

『厚資薄無』的現象」，[22]在長期的「厚古薄今」的

西洋語言文學教學中，「在西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中，資產階級思想還在頑強地守著它的陣地，東風

還沒有完全壓倒西風」。[23]而且「更令人驚心怵目

的是因為沒有很好地把西洋古典文學有批判地介

紹給青年，雪萊的名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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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居然被右派分子用來做煽動青年反黨、反

社會主義的工具。這樣看來，介紹西洋資產階級古

典文學作品的工作竟變成是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了。是可忍，孰不可忍！[24]批判者認為，「他們對根

據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羅蜜歐與茱麗葉』，

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厭，但是對我們自己的優秀

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擊隊』則就是不看。這

又是一種什麼感情？如果真是從心裏愛新社會，怎

麼能不看？如果真是熱愛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熱

愛學生，怎麼能不和自己的學生在一起看社會主

義的電影？[25]批判者看到在被批判者眼裏「世界

上只有兩本書可讀：一是紅樓夢，一是莎士比

亞」。[26]在這一期《西方語文》中，李賦寧也遭到

質問，《喬叟詩中的形容詞》「非常不切合實際，一

般讀者對此不感興趣，通曉中世紀英語的人也並

沒有從中得到什麼新東西。通篇從頭到尾是給已

死的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偶爾說的一句話，作了詳

盡的注解……難道這不是名符其實的為資產階級

服務麼？……論文究竟是為我國廣大讀者服務

呢，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問題豈不很明顯？……

追隨資產階級治學的老路，那只是死路一條。『西

方語文』面臨的問題是兩條道路的問題，我衷心

希望立即把紅旗插在以後發表的每一篇文章

上」。[27]批判者們強調李賦寧的《英國民族標準語

的形成與發展》一文「由於接受了資產階級學者的

觀點」，「他的這篇文章儘管好像是卑卑無高論，

但頗足以說明當時這種情況。今天我們的思想覺

悟已大大地提高，再看這篇文章，問題便十分清

楚。簡單說來，便是完全無保留地接受資產階級

的一套，不肯學習馬列主義。……作者引證的材

料，英法德文俱全，就是沒有俄文，更沒有中文（我

想他如果肯參考我們的語言工作者的著作，像民

族語言，文學語言等概念，會要清楚一些） — 更

嚴重的，他沒有引證，也未企圖引證，任何馬列主

義經典著作！這樣，他所根據的只有資產階級的

著作……」[28]這樣的文章「正體現了這種資產階級

厚古薄今的研究方向」，[29]「厚古薄今傾向不單是

一個治學方法問題，它也是一個思想問題，是一個

立場問題。這個傾向之普遍正說明西語工作者中

資產階級思想還很嚴重，還急待改造」。[30]在同期

雜誌的批判浪潮中，王佐良的《讀蒲伯》、《論現

代英語的簡練》，（王佐良對自己上述兩篇文章

「多少表現了對於西方版本與考據之學的肯定

麼？」也進行了自我批判。）[31]許國璋的《鮑士文

稿及其他》，鮑文蔚的《雨果與西班牙》，吳興華

評《浮士德博士的悲劇》的中文譯本也都受到了

批判。當然，這樣的政治運動比起後來的文化大革

命是小巫見大巫了，但是，即使在疾風暴雨的一個

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所引起的文化變革、思想變革

面前，在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道德體系、倫理體

系四分五裂之際，包括李賦寧在內。在他們的心中

並沒有放逐、顛覆莎士比亞和西方語言文學研

究，這不能不說來源於吳宓對他的一眾弟子們的

耳提面命，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學永遠需要通過傳

達人們的理想訴求來建立人性引導的方式，這些

代表了人類文化精神的血脈應該得到延續和傳

承，同時，也代表了他們對自身生命與思想自由的

追求，對生命的尊嚴和文化的捍衛，為了這種延續

和傳承，一代知識分子是值得為她付出代價的。

四

我真正認識李賦寧是在兩次吳宓學術研討會

上，一次是在西安的吳宓學術研討會上，另一次是

在重慶的吳宓學術研討會上。在西安的學術會議

期間，我向李賦寧請教了莎士比亞研究的有關問

題，當李賦寧得知我在莎士比亞研究上已經取得

了一點點成績的時候，[32]他欣然命筆為我題下了

「李偉民同志：祝賀您的莎學研究取得更豐碩的

成果！」[33]當我拿到李賦寧的題詞時，真是誠惶誠

恐，以李賦寧在西方語言文學研究、莎士比亞研

究領域的學術地位，這樣的題詞，我只能當作對我

們年輕一代的無聲的鞭策與鼓勵。幾年後，在重

慶的吳宓學術研討會上，李賦寧又認出了我，並且

向他的老伴徐老師介紹我，說我既研究莎士比亞

也對吳宓研究發表過意見，並且發表過有見解的

論文。談話中，李賦寧和徐老師還欣然與我合影。

我曾經在《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和《王佐良先生

紀念文集》和另外一些書中一睹李賦寧和他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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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學生的照片，許多時候看到的都是李賦寧在照

相時把兩手放在褲縫上站得筆直，表現出的是一

個浸淫於西方文化，又深深地植根於中國文化精

神的大學者涵詠沉潛的風采，可以說，這是標準的

「李賦寧姿勢」，也充分體現出吳宓對他終身的影

響。吳宓和李賦寧雖然教授西方文學，但他們是深

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淫的一代學人，無論是他們的

文學思想，還是做人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倫理道德精神和「博雅之士」直接的自然流露和即

興的自發表達，「顯然也就更貼近中國詩學傳統的

核心」。[34]後來，當我編輯的《中華莎學》出版後，

也會給李賦寧寄上一冊，每到新年，我給李賦寧寄

去賀卡後，必定也會收到一張李賦寧給我寄的新

年賀卡，而且，每次都稱我為「教授」，雖然，其時

我離「教授」還有很長的距離，但是，我卻看到了

一位長者、一位學界泰斗對一個普通青年教師的

平等精神和對年輕一代的殷切期望。

功遂身謝，名由實美。李賦寧的逝世使中國學

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西方語言文學研究專家。李

賦寧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吳宓的諄諄教誨，如果，我

們翻看《吳宓日記》及其續編，就會隨處發現，吳

宓與他的學生李賦寧之間的交往，小到生活瑣事，

大到學術、思想、婚姻問題的指導，記載幾近數百

處。我認為，包括吳宓和李賦寧在內的一代傑出學

者，創造了「內在於自己生命之中而又超出於生命

之外的學術精神」，[35]在最終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

命後，為後來者樹立了一個值得畢生為之努力才能

達到的精神境界。

[1]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2]李賦寧：《外國語言文學系》，載西南聯合大學

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  —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頁。
[3]同上
[4]2016年4月14-15日，西南大學隆重舉行了江家俊
教授捐贈吳宓在美留學期間讀書筆記的捐贈及吳

宓紀念室開展儀式。這是吳宓的讀書筆記首次面

世。吳宓筆記文稿共有7冊，厚薄不一，時間從
1917年到1921年，包括吳宓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立

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所有讀書筆記、聽課筆記、作

業（許多都有任教老師的評語及分數）、論文

（如在《波士頓郵報》上發表的有關紅學文

章）、講稿等，所用外語有英文、法文、拉丁文

等，由吳宓本人精裝成冊，保存完好。吳宓被譽

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他的這批學習筆記真

實記錄了當年師從歐文‧白璧德學習比較文學的
實況，課程設置，教學要求，對於今天學科史研

究無疑提供了最為可信的第一手資料。4月15
日，吳宓舊居陳列室在充滿書香雅韻的西南大學

宓園正式開展。吳宓展覽按照吳宓的三個二十八

年的經歷布展，圍繞吳宓進入清華留美預備學

校、清華大學、留學美國、東南大學、西南聯合

大學、武漢大學和西南大學學習和工作經歷展

開，著重體現了吳宓在國學研究、擔任清華國學

研究院主任、《紅樓夢》研究、比較文學研究、

歐洲文學研究、翻譯研究以及主編《學衡》、教

書育人的功績以及國內外吳宓研究所取得的成

果。我國的許多知名學者均為吳宓的學生，如錢

鍾書、季羨林、曹禺、王力、李賦寧、許國璋、

王佐良、楊周翰、鄭朝宗、浦江清、戴鎦齡、周

玨良、茅於美、許淵沖等。參加上述活動的有，

西南大學黨委書記黃蓉生等，吳宓家鄉陝西涇陽

縣政協賈誼等，吳宓生前的同事、學生，首都師

範大學教授段啟明、西南大學教授孫法理、江家

俊、徐洪火，巴蜀書社副編審周錫光及四川外國

語大學教授李偉民，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國學研究

院傅宏星博士等吳宓研究學者。
[5]吳宓：《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版)第七冊，第41頁。

[6]同上，第七冊，第62頁。
[7]同註[5]，第七冊，第160頁。
[8]同註[5]，第八冊，第236頁。
[9]同註[5]，第九冊，第306頁。
[10]同註[5]，第九冊，第312頁。
[11]李賦寧：《昆明北門街71號》，載《清華大學
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六集）(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

[12]同註[5]，第六冊，第376頁。
[13]同註[1]，第254頁。
[14]吳學昭：《吳宓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

2011年版)，第366頁。
[15]同上，第384頁。
[16]藍仁哲：《懷念我的外國文學啟蒙導師吳宓先

生》，載王泉根：《多維視野中的吳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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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76-84頁。
[17]同註[14]，第370頁。藍仁哲學生時代在四川外
國語大學（原四川外語學院）讀書期間，在報

紙上看到報道吳宓的文章，遂萌發了向當時西

南地區少有的西方文學大師吳宓問學的願望，

他曾多次從當時四川外語學院北碚的所在地三

花石步行去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向吳

宓教授就有關英國文學、莎士比亞問學，時間

晚了就席地睡在吳宓小屋的床腳下，吳宓對其

就中外文學研究多有指點。為瞭解藍仁哲的為

人和文學程度，吳宓曾派當時也在西南師範大

學讀書的周錫光去四川外語學院當面瞭解藍仁

哲的學習意向。後來，藍仁哲教授曾任四川外

語學院校長，博士生導師。在藍仁哲向吳宓問

學期間，吳宓曾贈送給他一本《吳宓詩集》，

我曾向藍仁哲教授借閱過這本珍藏在他的書櫃

顯赫位置的書，並在我的莎學研究論文中引用

過。為提高四川、重慶的外語學術水準，李賦

寧教授曾欣然為《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題詞，

惜這一優良的重視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由於

後來主事人的偏狹，沒有能夠堅持下去。當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創刊百期時，我通過信

函恭請李賦寧為我刊題詞，但後來李賦寧的夫

人徐老師打來電話，說李賦寧已經病重，不能

為我們題詞了，他表示非常遺憾。希望《四川

外國語大學學報》越辦越好！向李賦寧問學之

事，可見藍仁哲：《尊師重道的典範 — 憶李賦
寧先生崇敬吳宓二三事》，北京大學外國語學

院編：《李賦寧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251頁。

[18]編者：《創刊詞》：載《西方語文》1957年第1
期。

[19]院史編寫組：《上海外國語學院簡史（1949-
1989）》(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9年
版)，第31-32頁。

[20]戴煒棟主編：《上海外國語大學志》編纂委員

會編：《上海外國語大學志》(上海：上海外語
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頁。

[21]編者：《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的紅旗插在西語教

學和研究的陣地上！》，載《西方語文》：

1958年第3期，第250-252頁。
[22]同上。
[23]同註[21]。
[24]同註[21]。
[25]同註[21]。

[26]同註[21]。
[27]同註[21]。
[28]李偉民：《人生似螢莎如海，辭藻密處窺真

情》，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編：

《王佐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
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17頁。

[29]李偉民：《域外掇沈珠：王佐良的莎學思

想》，載李偉民：《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莎學

知音思想探析與理論建設》(重慶：重慶出版
社，2012年版)，第280-290頁。

[30]李偉民：《春天，想到了王佐良先生和莎士比

亞 — 論王佐良先生的莎學研究》，載《文化藝
術研究》，2016年（4），第63-78頁。

[31]李偉民：《朱生豪、陳才宇譯〈莎士比亞全

集〉總序》，載李偉民主編：《中國莎士比亞

研究通訊》（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會刊，2013
年第一期)，第31-49頁。

[32]李偉民：《心悟博雅，以通古今 — 李賦寧先生
與莎士比亞研究》，載《山東外語教學》2006
年第2期，第8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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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tors of the Liberal Arts (Boya) 
Spirit -- Wu Mi, Li Fu-ning, et al.

Li Weimin(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
eign Languages)

Abstract: Li Fu-ning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and researcher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ng-
lish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He has made im-
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in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his student day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anda), 
being a close protégé of Wu Mi, he was nurtured as a 
“Liberal Arts (Boya) elitist”. He advocated research on 
Wu Mi studies during the late 1980s in China.

Keywords: Li Fu-ning, Wu Mi, Foreign Litera-
ture research, Liberal Arts (Boya) elit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