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英国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
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
下，两人在所读册数上不相上下。有一
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
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
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
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
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
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这倒真应了李清
照和赵明诚的那句“赌书消得泼茶香”了。

钱钟书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又和杨
绛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

没过多久钱钟书和杨绛迎来了他们
的第一个孩子“阿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
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也
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这对自小被仆人照顾的夫妇，在跌跌
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杨绛
也尝试着学起做菜，在犯了几次把豌豆荚
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
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钱钟书不仅学
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
早餐，他做的早餐丰盛得很，有香浓的奶
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
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时隔多年之后，每每回想在牛津和巴
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杨绛自
己也说：“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1938 年的秋天，他们带着一岁的女
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1942 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
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
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
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
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
他赶紧写。她辞了仆人，洗手做羹汤，情
愿为他做着绿叶。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
《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

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
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
该献给她。”《围城》是在淞沪会战后，上海
沦陷的时期写的，在艰难岁月里，夫妻两
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有这样一个人，
愿与你生死相随，这一生也就够了。

1994 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
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

不久，女儿钱瑗也生病住院。
三年后，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

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又过了一年，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

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 !”钱钟
书又怎能放心？她是他的妻子，如今却只
剩下她一人。心若相知，无言也是温柔，这
个三口之家，朴素而温馨，只求相守在一起
……杨绛曾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 年
早春，阿媛去世。1998 年岁末，钟书去
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
我一个。”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
治学。她认为：“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
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
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朱自清与陈竹隐的七十五封情书
朱自清在创作《春》的时候，可谓是好

事连连，春风得意
小时候，记得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

在课本上第一次读到朱自清的文章——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
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
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
的脸红起来了。……闭上
眼，耳畔似有蝉虫花鸟的
鸣叫，随手一抚，便如同折
了满园春色在手，那生机
盎然的春意，竟乎画轴般
平铺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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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开启无望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

就在裕陵地宫开启无望的时候，清东陵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随后，形势出
现了转机。

1975 年 6 月的一个星期天，国家文物局
局长王冶秋偕夫人到清东陵参观旅游。名为
旅游，实际上是一次工作暗访，所以事先既未
通知河北省、唐山市，也没有告诉遵化县和清
东陵文物保管所。

清东陵陵寝虽然有十四座之多，但当时
开放的却只有慈禧陵一座，游人也很少。当
时清东陵文物保管所的办公室和接待室设在
慈禧陵的神厨库院内。王冶秋夫妇刚刚进入
参观区，就被经常进京出入国家文物局的谢
久增认出来了。他急忙将王局长夫妇请进接
待室，休息了一会儿，由乔青山所长和谢久增
陪同，参观了慈禧陵。参观结束后，乔青山向
王局长汇报了工作，并重点介绍了开启裕陵
地宫的想法。王局长听得很认真，但没有明
确表态。

王冶秋先生当时是掌管全国文物工作的
最高长官，同时又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谦恭
的长者。国家文物局局长亲临最基层的一个
文物单位，不用说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一件
大事，那可是最大的顶头上司呀。清东陵文
物保管所本想中午好好招待一下局长夫妇，
却被王局长拒绝了。局长夫妇来到职工食
堂，与职工们一起共进午餐，吃了一顿汤面。
午饭后休息时，他问陪在身边的谢久增，开启
裕陵地宫需要多少钱，谢久增回答说两万元
就够了。王局长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当天
就回北京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王冶秋走后的第
七天，国家文物局就拨来了两万元钱。保
管所的干部职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国家把款都拨下来了，那就等于批准了开
启裕陵地宫。于是，清东陵保管所重新审
定清理方案，并逐级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
请示汇报。不久，河北省文物处派来了长
期负责基层文物单位工作、经验丰富的赵

辉监督指导裕陵地宫的开
启工作。

郝春波也开始怀疑自
己：难道这其实是惠陵的盗
口？

郝春波是清东陵文物
保 管 所 的 开 所 元 勋 ，自
1952 年建所的第一天起，
就担任副所长。各陵地宫
盗口的填砌工作，他全部
参加了。盗口在哪里，在
什么地方开挖，郝春波最
有 发 言 权 。 这 次 挖 掘 裕
陵，就是在他的指点下，将开挖的地点确定
在哑巴院内琉璃影壁下的神道正中。因为
清陵地宫都比较浅，裕陵又被盗过，挖掘任
务并不繁重，而且这次又属于试掘，所以没
有雇用外工，参加挖掘的都是保管所的男职
工。他们是副所长郝春波、木工组组长牛进
田、瓦工组组长杨宝田、会计谢久增、照相师
杜清林和职工李有、张思印等。省文管处的
赵辉在现场指导。

大家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一连干了几
天，挖了二三米深，也没有找到地宫的盗口。
大家一再叮问郝春波，是不是记错了位置？
郝春波面对现实，不由得对自己所指的位置
也产生了怀疑，便自言自语地说：“妥不是惠
陵啊？”意思是可能是惠陵盗口在这个地方。
后来这句话竟成了大家与他开玩笑的话柄。
这时大家都为找不到盗口而焦急。

这天中午，大家在机关职工食堂一边吃
饭，一边议论挖地宫的事。照相师杜清林是
来自农村的刚刚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做起
事来，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吃完饭，一
声不吭，把嘴一抹，向杨宝田使了个眼色，两
人就出了食堂，直奔裕陵哑巴院。他俩经过
商量，认为不能再往深处挖了，应该横着向北
掏掏。说干就干，一人使尖镐，一人用铁撬
杆，横着向北猛挖起来。不一会儿，就听哗啦
一声，露出了一个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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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发现后没动声色，
对儿子说：“你去观察一下
吧，看老奶奶的灯是为谁亮
的？”

儿子观察后，告诉妈
妈：“我知道，是为我亮的，
老奶奶怕我一个人害怕。”
儿子知道老奶奶在爱他，就
开始主动帮老奶奶提水、取
东西、打扫房间。

之后有一天，妈妈又
说 ：“ 看 看 还 有 谁 在 爱
你？”

儿子观察后，告诉妈妈：“花匠叔叔在爱
我，他帮我把咱家的花整理得那么好。修车
的叔叔也在爱我，每次都帮我把自行车胎打
得鼓鼓的。”

后来，这个孩子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受到教授的青睐，让他毕业后留在英国一起
从事研究工作，教授的理由是：“我见过很多
聪明的孩子，却没有见过这么有爱心的孩
子。”

感恩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已经变成了一
种习惯。而他的这种习惯也在慢慢地感染身
边的人。

有一年高考，作文题目是：《以……为
友》，北京有一个女孩得了满分，她的作文题
目是《以星星为友》。

作文的主人公是她的奶奶。她经常发现
奶奶站在阳台上看星星。就问妈妈：“奶奶为
什么老是看天上的星星呢？”

“因为奶奶家在农村，农村天上的星星特
别多，朋友也多。奶奶一到晚上，就会看看星
星，想想自己的好邻居。”

“那奶奶来城里干吗呀？”女孩不解地
问。

妈妈回答：“完全是为了照顾你。”
这是《以星星为友》里面的一段对话，而

这个女孩正是真正理解了奶奶的牺牲，才有
了这样一篇感人至深的文字。

在一个家庭里，让孩子懂得“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的道理非常重要。

很多父母都说，父爱母爱是最无私的，
不要求孩子回报。但我觉得，对于今天的独
生子女，父母应当要求回报，并教会孩子怎
样去回报自己的家人，怎样回报对自己有恩
的人。

信任不仅能激励人，更能教育人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北京广播电台请

我去做一次现场直播。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
对我说：“有一个男孩记得你的故事。”

我问：“什么故事？”

她说：“有一次，你去这个男孩的学校，问
大家‘谁小时候偷拿过父母的东西？’一个男
孩举了手，你立刻拿了一个玩具送给他，说：

‘你是个勇敢的孩子。’还让大家为这个孩子
鼓掌。你知道那个男孩是谁吗？他是我男朋
友。”

她说的事情我全然忘记了，但我永远不
会忘记，在任何时候对犯错的孩子都要给予
高度的宽容。

说这话时，她的眼中含着泪。我想，她的
男朋友在向她讲述这个故事时，一定很动情。

这么一件连我自己都忘记的小事，这位
男孩却记得那么清楚，而且分享给自己的女
朋友。

因为对儿童来说，最怕失去的是友谊，
失去信任，就失去友谊。2015年《知心姐姐》
杂志关于“中国孩子精神成长的四大渴望”
调查中，友谊是孩子对校园生活的最大渴望
之一。当你不遵守承诺，同伴会说：“我不跟
你玩了。”他就会觉得失去了天，最深的友谊
建立在平等的承诺和相互的妥协上。当一
个孩子偷拿了别人的东西被发现，就会招来
大家的厌恶，使他在团队中被孤立，但是成长
中的儿童，难免会犯错。“当一个孩子意识到
他不仅有坚持真理的权利，而且有犯错误的
权利时，他就长大成人了。”当我去奖励那个
敢于承认自己小时候拿过父母东西的男孩
时，就表明了一个态度，犯了错能认错改错就
是值得信赖的。不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

信任不仅能激励人，更能教育人。
孩子偷钱怎么办？许多父母都向我提出

这样棘手的问题。
我想起，一个15岁女孩的爸爸讲过的一

件事：一个周末的中午，他想出去买书，随手
从抽屉里拿出头天刚刚领回的200 元稿费。
怪！昨天明明放进去4张50元的，怎么隔一
夜就剩3张了？他仔细一想，丢钱的事好像
已经发生过几次了。

钱是谁拿的呢？他想：妻子难得进书
房，倒是我那宝贝女儿常来取书看，可女儿
会偷偷拿钱吗？一问妻子，妻子比他还急，
说女儿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就可能走上邪路，
并说：“等她回来，你要好好给她点儿厉害尝
尝。”

这位爸爸想：如果皮肉之罚真的那么管
用，倒也简单省事。问题是女儿有很强的自
尊心，假如棍棒之下女儿觉得没脸见我们，或
者怕张扬出去，干脆来个铤而走险，那才真正
害了她。他竭力克制住自己，想寻找一种容
易被女儿接受的方式。于是，他给女儿写了
一封信，放在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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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9000是一台没有身体，说话声音
像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的人工智能计算
机，虽然它号称从不出错，但还是发生了
致命的错误，当人类宇航员决定关掉它
时，HAL9000用自己的智能对宇航员发起
反击。“HAL9000是个杀人狂，杀死了所有
人，除此之外，它真的很智能，很有趣。”出
身于澳大利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罗德
尼·布 鲁 克 斯（Rodney Brooks）成 了
HAL9000的死忠粉，也正是因为这个来自
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布鲁克斯走上了
对科学的探索之路。

在澳大利亚布鲁克斯就读的大学里，
使用计算机是需要打卡才可以的。当时
的一位教授看出了这个学生对于计算机
的痴迷，特批布鲁克斯每个周日可以独自
使用计算机 12 个小时。就这样，布鲁克
斯开始用机器语言编程。布鲁克斯感谢
教授对自己的帮助，却还是因为这所大学
里面没有计算机系，选择填报了美国一些
著名的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高等学府，并
幸运地收到其中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从地图上，他看到斯坦福大学离澳大
利亚最近，于是这个对机器人情有独钟的
年轻人踏上了美国寻梦的征程。

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布鲁
克斯加入到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韦克
（Hans Moravec）的“斯坦福车”项目。当
时，他们研发能自己观察和自己行动的小
车，这也是今天自动驾驶汽车的鼻祖。这
辆小车行动异常缓慢，每移动一步，都要
进行大量的推理论证，在房间里移动 20
米竟需要 6 个小时，这是何等缓慢的速
度！

人类能在短时间内感知周围环境，处
理大量信息，并做出反应。但在机器眼
里，同一件物体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的
条件下，变得完全不同。用逻辑的方法教
会机器应付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比人工

智能先驱们预想的要困
难得多。布鲁克斯决定
要换一种思维来解决机
器的行动问题。

1984 年，布鲁克斯
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
验室。小小的昆虫吸
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观
察到昆虫的脑袋虽然
很小，但是可以自由自
在地飞来飞去，彼此追
逐，还可以逃生保护自

己。昆虫的这些能力，比当时的机器人
要能干好多倍。何不从昆虫身上做文
章呢？

此情此景，史酷比就像这个士兵倒下
的一个战友，他们并肩作战，不可分离

布鲁克斯和他的团队，开始以昆虫为
模板，造出了他们的第一个机器人。它不
构建这个世界的复杂表征，只是根据来自
感应器的输入，来迅速决定做什么，并保
持每时每刻都能做出快速决策。它可以
和人类行走的速度差不多，还可以在拥挤
的房间里行动。iRobot公司联合创始人、
布鲁克斯的合作伙伴科林·安格尔（Colin
Angle）开玩笑地跟我们说：“我们做的

AI，不是指人工智能，而是指‘人工昆
虫’。”这个总结诙谐又到位，他们放弃之
前从研究人类复杂行动入手的方法，转向
研究某些简单行为的组合。小到足够让
人忽视的昆虫对布鲁克斯和他的小伙伴
来说，着实功不可没。

“人工昆虫”技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
实验室，布鲁克斯带领他创立的iRobot公
司，开发出一款扫地机器人。2003年，这
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登上 TED 的舞台，
他在现场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杰作。

“这是一个你能外出买到的机器，它
能够清洁你家的地板，它就像不断来回
绕圈子似的出发，前进。如果它撞到什
么东西的话??你们看到了吗？现在它开
始沿着墙角走；它在绕着我的脚前行并
在我周围做清洁。别担心，放轻松，这是
个机器人，它很聪明！”布鲁克斯风趣幽
默的展示，引来阵阵笑声，也赢得阵阵掌
声。虽然这款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没
头脑”的小家伙，但它不再是在实验室中
挪一步能把人急死的小车，也不再是隐
藏在计算机里只有声音没有形体的神秘
分子，这个可爱的行动派虽然只能完成
有限的任务，但已经开始走进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了。

iRobot 公司在扫地机器人的外观设
计上，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很小心地试图
将其设计为一台正儿八经的机器，不走可
爱路线，试图让人们严肃对待。他们想避
免人们认为这个扫地机器人是个玩具。
不过，这个没头脑的小家伙不仅没有被当
作是玩具，用户与机器人的互动还产生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安格尔告诉我们，在买
扫地机器人之前，要是问，你会给这台机
器起名字吗？人们一定会摆摆手说：“不
会不会，这只是一台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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