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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走了，“她希望安静地离开”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记者姜潇、施雨

岑)记者 25 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著名作
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
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
以 105 岁高龄于 2016 年 5月 25 日 1时 10 分在
京逝世。

杨绛，1911 年 7月 17 日出生于北京，本名杨
季康，是家中第四个女儿。1928 年考入苏州东吴
大学，后转至清华大学借读。1935 年杨绛与钱钟
书结婚，同年夏季一起赴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
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
学西语系教授；1953 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杨绛先生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
《游戏人间》等，被多次搬上舞台。来到社科院后，她
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多部高水平的
译作，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杨绛

先生一生创作不竭，著作丰厚。1980年，她发表了
长篇小说《洗澡》；1981年发表《干校六记》并被译
成多种语言；1984 年作品《老王》入选初中教材；
1985年散文集《隐身衣》英译本出版。2003年，93
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
2007 年，再出版《走到人生边上——— 自问自答》，
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据悉，2001 年，钱钟书、杨绛把一生的稿费
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
学金。截至 2016 年，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
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
议 25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杨绛先生希望用最
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
不麻烦大家。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同
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请让杨先
生安静地离开，和她挚爱的丈夫、女儿在另一个
世界幸福团聚。”

她才华横溢，著作等
身，一百岁后仍笔耕不
辍，从容蕴藉；她乐观坚
强，正直敦厚，把自己看
得很“小”，却时时心念
国家社会。

2016 年 5月 25 日 1
时 10 分， 105 岁的杨绛
与世长辞，先生却希望：
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
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
家，不麻烦大家。

纵然斯人已逝，而她
的精神和作品，将在岁月
的轮回中静水流长。

一位把自己看

得很“小”的大家

“每到生日这天，杨
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
望，她常和我们说，你们
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
了……” 25 日凌晨一直
守在医院的中国社科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声音喑哑、难掩悲伤。

“她这一生，都安安
静静地低调生活、做学
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
多年的点滴，陈众议感慨万千。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听力已非常不
好。每当有人去拜访，她就只能用“笔谈”的方
式交流，非常劳累。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
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为此还专门联系了
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

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开始，大家猜测
她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又联系专家
能否上门为她服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先生
改变决定。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她说出了真
实原因：“我年纪大了，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
资源呢？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
轻人吧！”

“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
从不昧着良心做事，从不伤害别人，低调地生
活。包括去世这件事，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
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
大家。先生心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把他人
和社会看得很大。”陈众议说。

一位“点石成金”的翻译家

“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对中国文学
也很精通，可谓中西贯通，一般人难以企及。”
在“专心做学问”的先生面前，年逾古稀的中国
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
“很崇拜她”的“年轻后辈”。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
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
文，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中国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先生
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
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
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
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
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
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
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
思……”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
个词都要推敲。”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她的
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
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
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
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薛鸿时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
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点石成金的故事：
“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
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
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
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
意见……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
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
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
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
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 94 名清华学子收到
了杨绛先生 15 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
“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
定’。”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们把一辈子的积
蓄，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
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从 20世纪 70 年代起就在钱、杨两位先
生身边做“助手”的薛鸿时而言，追忆杨绛先
生，是件令他心痛的事。“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
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

“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

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
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
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
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
只有 60 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逢春
节，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而两
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

年过百岁后，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还时
时以祖国命运为念。

薛鸿时回忆：“有一次，杨绛先生与我谈话
时，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
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 1921 年的文
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世人皆言文明增
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
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
而人格卑！’”

“杨绛先生对我说，‘社会风气奢靡，会直
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这篇近
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
考。’”薛鸿时说。

(记者姜潇、吴晶、施雨岑、周玮、王思北、
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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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开始转发
着吊唁文字，杨绛先生病逝的消息传遍了朋友
圈。新时代的媒介传播着亘古不变的主题，述说
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独特魅力，以及她给世人带
来的力量。

阅读的力量。人们所熟知的杨绛先生，直接
来源于其在文化上的地位，作为著名作家、翻译
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用几近百年的才学，演绎
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化涵养，用一部部的
作品、一篇篇的文章，把国事、家事娓娓道来。平
平淡淡的文字，传递着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温
暖着越来越多的心灵。

品格的力量。命运曲折，塑造了杨绛先生传
奇的一生，让众人敬仰的，是这一生中始终充盈
的向上之气。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塑

造了她坚韧的生活信念、从容的生活态度。我们
看到，杨绛先生虽经历坎坷却无怨无悔，始终用
向上的精神感染众人。

家庭的力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注重家庭，始终是社会发展的
重要基点。杨绛先生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用优
美的文字表达出对家庭真挚隽永的感情，深深打动
了成千上万读者。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人生终究脱不开老病
兴灭，但如水的力量可以流淌远不止百年。这本
人生大书，犹如与众人站在一起的木棉，分担寒
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滋润斯人，
更滋润着一代代后来人。在一份淡定从容的人生
答卷里，以滴水穿石的力量，平和地迎接每一天，
过好每一天。

(记者闫祥岭、白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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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之气润人于斯

■新华时评

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最隐的士
▲ 20 世纪 80 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

家中阳台合影。 新华社发
▲ 2001 年 9 月 7 日，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

大学，校方向杨绛女士（右）赠送纪念品。 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新华社记者张漫子

依照《辞海》，“先生”意为“年长有学问的人”。
生于 20世纪之初的杨绛，为何被尊称为先生？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
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
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
仰望。

最贤的妻
“因为爱，不觉委屈，甘苦共尝是

妻子本分”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
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

与那个时代的留洋女子不同，西方思想的灌
输并未将她“开化”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独立女
性”，倒是中国“相夫教子”的传统规训令她执守终
生。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作《围城》”，是
20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句佳话。

有人兴许以为，丈夫钱钟书的声名“辐射”
到她。事实上，钱钟书的创作冲动始于杨绛的鼓
舞。

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
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
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
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
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
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
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
甘愿”。

更何况甘苦共尝是妻子的本分。1938 年秋，
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前
往昆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清华为西南联大的一
部分)。而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夫
妻二人从此两地分离。

时局混乱，住处逼仄，杨绛与钱家上上下下挤
在一起。她没有自己的房间，不便公然看书，只好
借了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为一家人缝些
衣物。

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杨绛，默默学做大家
庭中儿媳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还

总客客气气、笑眯眯的。
这成为钱钟书离不开她的一个缘由。钱钟

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
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她的陪伴直到钱钟书人生的最后时刻。
1998 年 12月 19 日凌晨，已合上一只眼的钱
钟书，还睁着另外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赶来
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

有我呐！”

最才的女
钱钟书称其“无所不能，是最

才的女”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早年便获得业内赞
誉。

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西班牙等国文学著
作，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先生的译
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还夹杂些方
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朱光潜的
学生董衡巽说。

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在看过杨绛翻译的法
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后评说，“运用适合
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
准确无疑地再现，堪称文学翻译中的典范。”

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20世纪
50 年代，有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的翻译谁最
好？朱光潜答，“散文数杨绛最好。”

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则是杨绛早年的戏
剧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戏剧正是那时人们喜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上海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免
不了四处物色好的“本子”。“泪与笑间，只隔一
张纸”，杨绛早年的戏剧创作一枝独秀。其所著
喜剧《称心如意》经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推介，
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

杨绛的戏剧创作，被称作“含泪的喜剧”：畅
快淋漓的笑，一经泪水稀释，又蘸着无穷的意
味。而小市民生活的晦涩平庸、现实中遭遇的种
种疲软与尴尬等世间万象，则借戏剧人物中的
喜剧质素一一映射出来，令人叫好。

对于翻译，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四十七
岁那年，杨绛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
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
历经二十年积淀，《堂吉诃德》终于在 1978
年问世。

最隐的士

默默隐身，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
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
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

“最后的日子，先生深居简出。”几名清华校
友对记者说，“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

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
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
宝”莫过于“隐身衣”——— 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
陶然专心治学。

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
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
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
境界。”她传记中的友人多次提及，杨绛生活异
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

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
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
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
贵的摆设。

修身却始终是她做人的最根本。杨绛生前
曾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
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
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万物之灵，善恶
杂糅，还需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才有价值。这
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

不论是她的生活，还是她的创作，往往可见
独立、清高的痕迹。不诉诸功利，以文养身，又以
修来的德行浸润行文。

有出版社想借先生的新作出版，请她出山；
也有机构借钱钟书诞辰 100周年之际，邀请杨
绛参加……杨绛一一婉言谢绝，说“多年来受到
的批评已经改在了我的实际作品中。”

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
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弥
留之际，她仍对身边人叮咛：如果去世，不想成
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以后再发讣告。

最弥久的涓流

知足恬淡，似常活之泓

她从忧患中学得智慧，从苦痛中炼出美德

来。而这些从岁月中淬出的美德又融在杨绛的
文字中。

“每每品读先生的著书片段，就如沐春风，
世界好像一瞬间安静下来。”在清华园的图书
馆、草地旁，常常可见清华学子在这里捧读杨绛
文集。他们将有着清华校友身份的杨绛作为人
生的榜样。

杨绛曾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好的教育”首
先是启发人的兴趣，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好
学，不断完善自己。她是这么说的，也是如是做
的。

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世界读书日，94 名清
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 15 年前设立的“好读
书”奖学金，每人 8000元。

据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介绍， 2001 年，
杨绛把与钱钟书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
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
2016 年，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惠及学子
上千名。

杨绛语录在校园、在期刊、在社交网络广为
传播。

哪怕是在中学校园，能背出、写出先生语录
的人也大有人在：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集中
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
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
健康未必一切都如愿以偿……

目送身边人离去，饱尝世事无常，96 岁的
杨绛以毕生信仰写完一部解读生死之书。“站在
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
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
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向前看呢，再往前
去，就离开人世了。能有成绩，就是不虚此世
了。”

对于人生，她满意知足；对于生死，她好像
早已准备好了似的。她的所思所言，凝练着历经
百年沉甸甸的智慧，点化和润泽一代一代后人
的心灵。

她翻译的诗、她作的戏剧、她著的文、她解
的人生之惑，如她其人，素清雅致，如涓涓细流，
令人动容。

《走在人生边上》末尾，杨绛相信灵魂不
死。如今 105 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似常活
之泓。

(杨绛著《走在人生边上》、罗银胜所著《杨
绛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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