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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十
年，桐乡文化名人的后人陆续与家乡的政府和
文化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桐乡走出去的艺
术大师，他们的后人回老家走走看看，受到了
家乡人的热烈欢迎。

一代艺术大师丰子恺先生的子女，因
工作关系我都见过接待过，但几十年来一
直保持联系的，是丰子恺先生的小女儿丰
一吟。

记得1984年开始重建石门缘缘堂以后，
我因工作需要，常常与在上海的丰一吟老师
联系，有时是她来桐乡，有时我去上海，在我
的印象和感觉中，丰家子女待人接物都很谦
虚诚恳，交往中充满了对家乡人的信任。所
以，与丰家人交往，感到很轻松，见面时，有事
说事，没有客套。有一次，我与桐乡市文化局
的同志去上海，专程去漕溪北路丰一吟老师
家里拜访，我记得好像她家住在十三楼。丰
一吟老师的家里，一位清癯的长者已先我们
而在，丰一吟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位是苏州费
新我先生。啊，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费新
我先生！见过面后，我们就和丰一吟老师谈
事，中午，她还请胡治钧先生陪我们吃饭。后
来，我兼任桐乡市文化局局长，因工作原因，

与丰家的联系更多了，我感到丰家对桐乡举
办有关丰子恺先生的活动，始终充分尊重，对
活动安排的具体事务不但从不指手画脚，而
且有求必应，尽量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方便。

他们对公务如此，对我的个人爱好也非常支
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写了一本丰子恺
的青少年时代的小书，稿子写好后，我请丰一
吟老师帮助把关指点。当时她非常忙，但她
还是非常认真地看完了这个书稿，并把意见
写在装稿子的信封上，让文化局的同志转给
我。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写着丰一吟
老师意见的信封我还保存着。后来，这本小
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前几年，河南海燕出版
社又重新修订再版。

因为丰家为人处世的诚恳和丰子恺先生
的艺术魅力，我开始研究丰子恺先生的艺术
成就和贡献，这中间，我常常要向丰一吟老师
请教，但凡我去信请教，她都及时回信，现在
她年纪大了，我有时用短信向她请教，她也总
是及时回复，碰到有些史事因为年代久远，她
也不一定清楚了，她也如实告诉我，并表示歉
意。每每看到这样的短信，我都汗颜。其实，
表示歉意的，不应是她而应是我。

在常年的交往中，我被丰家后人的这种
诚信谦虚的家风感动着。现在，丰一吟老师
在上海家里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借海燕出
版社出版这本《丰子恺的青少年时代》之机，
我祝愿丰一吟老师快乐、健康、长寿。9

□木门长子

看日本电影《入殓师》需要找一个安静的环
境，静心，静意，虽不必沐浴更衣，却也要保持一种
独特的淡定。因为影片给你展示了这样一种淡
定，面对死亡的淡定，面对生命的淡定，面对亲情
爱情友情时的淡定。

小林大悟是个不太称职的大提琴手，因为乐
团的解散不得不返回离别多年的故乡，而职业成
了摆在他面前的严重问题，对妻子的关爱和男人
特有的自尊自立让他选择了一个不被社会和家
人接受的职业——入殓师。镜头向我们展示了
大雪天小林大悟行走途中的迷茫，同时也给我们
展示了小林通过入殓师的工作感知到的永生与
永存的理念。当悠扬的大提琴声在圣诞的夜里
响起，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冰冷的世界，而是一片
祥和与温暖。社长佐佐木安然地睡眠，社友百合
子安然地微笑。美丽的大提琴把我们引向了旷
野，引向了自然，让我们在漫天雪雾中欣赏勃发
的生命。于是，冬日的枯败变成了昂扬的绿意，
天鹅飞舞，水波荡漾，万物精神的飞扬也带动了
人身体的愉悦。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也是一次关于生
命的思考。在穿越了艰难的死亡旅程之后，生命
已由原来的消失变成了永恒。而这种永恒就是美
好，是岁月赋予每个人的一种见证。

“死可能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
越，走下一程，正如门一样。”这是火葬师的语言，却
真实地反映出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是的，生命本
身就是一种历程，是从一个始点到一个终点的进
发，其间我们要经历痛、悲、爱、留恋与不舍，其间我
们也要经历离别与怨恨。但当真正的死亡来临，我
们所能做的只是淡然，淡然地面对死者，淡然地面
对消失，同时也为新生和希望祈祷和祝福。

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小林大悟的生命历
程。六岁，他被父亲遗弃，继而母亲去世，他开始
自己孤独地生活。当浴室里小小的身体颤动在老
板娘的目光之下，当浴室老板娘用温和的语调叮
嘱美香要好好对待小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生
命之间彼此的关爱。

当镜头转向小林大悟为老板娘山下艳子入
殓，当火葬师站在火炉旁对山下艳子的儿子讲下
几句深刻而富有哲理的关于生死的话，这时候你
感受到的是一次生命进程中的安好。是的，每一
个人都会死，而死也只如冬天在走向春天，是一种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好好地走过，曾真诚
地爱过，曾用心地呵护过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足
够了，足以如火葬师对入棺的山下艳子说的那样，
谢谢你，来生再见！

这样的“来生再见”也同样发生在小林大悟亲
生父亲的身上，影片的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凄婉的
场景，曾经遗弃过小林的父亲小林和子去世了。
他的死亡是孤独的、悲惨的。一个人躺在冰冷的
榻榻米上，身边没有亲人、没有眷顾，有的只是警
察局的一张死亡通知书和握在手心里的一枚小小
的石子。这个石子是六岁的小林送给他的，也是
他与亲人心灵之间唯一的一次交流与探悟。也正
是这枚小石子让小林回到了童年，回到了与父亲
共度的快乐时光，解除了三十年来他对父亲的怨
恨和不满。生命由此有了终结和完美。

小林为面相不再熟悉的父亲完成了一次生命
的洗礼，用心、用真诚、用理解和同情清洗了一个
父亲坎坷的一生，直至送他到达那个神圣的地
方。当阳光漫过了小林大悟的脸庞，阳光也映照
在小林妻子美香的身上。在美香的腹部——那里
有一个生命在孕育、在成长。

这就是生命的轮回，是一次新生命的开始，如
同大提琴中昂扬着的绿意。

生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古就被人们说道，
对生命的诠释也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展示出不同
民族不同的认知。日本影片《入殓师》所展示的文
化内涵是内敛的、克制的，也是张扬着生命力和新
生力量的。所以，它才会受到很多人的认同与关
注，也由此跨越了国界，荣获第32届加拿大蒙特利
尔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
佳外语片奖等诸多奖项。9

丰家给我的感动和记忆

□王献涛

新密学者郑观州（笔名“石尔愚”）所著
的《春秋第一相——郑子产》，是河南人民
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密廉政文化丛书”之
一。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相，也是一个
长期被忽视的历史伟人，郑州的精神文脉，可
上溯至春秋以至殷商，一条灿灿的金水河，其
名称的由来就与郑子产有渊源。元代《贾代
说林》记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
国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妇人舍珠玉，以赙之，
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
陉山。国人悉辇以沉之河，因名金水。”有了
金水河，才有了今天郑州的金水路、金水区。
对郑州人来说，金水河就是母亲河，它闪耀着
廉洁从政的精神之光；它度量着为政者的人
格、才识和胸襟。

回望历史，子产留给我们的是一笔永不
过时的精神财富：他制法度、“铸刑鼎”，以

“猛”治国，首开中国法治的源头；他广开言
路，尊重民意，“不毁乡校”，是中国最早具有
民主意识的政治家；他“封沟洫、作丘赋”，划
定田界，按亩收税，是中国第一个承认土地私
有的政治家；他不卑不亢，在大国间纵横捭
阖，是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外交艺术的政治家；
他的著名观点“天道远，人道迩”，含有朴素唯
物思想。

历史上对子产做出高度评价者不乏其
人，孔子、列子、司马迁、刘向等思想先哲，韩
愈、苏轼、朱熹等文学家、思想家，以及近代的
魏源、梁启超等文化名人，都从多个方面对子
产的人品、事功不吝颂扬。

习近平同志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如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党，都在提倡继承
历史传统，挖掘先贤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原

人，我们不但应为历史上的先贤子产骄傲，更
应从他身上汲取历史文化营养。

子产去世后葬身的陉山，位于今新密
境内与长葛交界处，长期以来，陉山山体
因挖山采石受到极大破坏，子产墓岌岌可
危。著名学者、作家、河南文史馆馆员李
铁城先生近年致力于子产墓的保护，自
2011 年始，他先后 27 次登上陉山，察看子
产墓毁坏情况，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呼吁保护。这期间，多次陪同在他身边的
就有郑观州先生，今天，郑观州先生以“石
尔愚”的笔名捧出《春秋第一相——郑子
产》这本书，大约就是受了李铁城先生精
神 的 感 召 和 影 响 。 所 以 ，《春 秋 第 一 相
——郑子产》的写作，应是作者一次心怀
景仰、追慕先贤的文化行动。9

（《春秋第一相——郑子产》，石尔愚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追慕先贤的文化书写
——读《春秋第一相——郑子产》

《入殓师》海报

由海燕出版社列项出版的“大师

的青少年时代丛书”，是一套适合青少

年阅读的图文版人物传记文学丛书，

每部均分上、下册。近期推出的丛书

之一为图文版《丰子恺的青少年时

代》。这本书中的图片大多由丰子恺

故乡的摄影家李渭钫先生拍摄和提

供，书中还选用了一些丰子恺创作的

情趣丰富健康、富有想象力的漫画。

《丰子恺的青少年时代》（图文版

上、下）文字作者为浙江电视台原台

长、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

钟桂松先生，他在采写此书的过程

中，与丰家后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本期“读书”，编发他关于此书写作的

一些点滴回忆。

文化中原

书人书话

□古滕客

这几年，丝绸之路一直是热点，缘于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
构想。那为什么时隔 2000年之后，要重提
丝绸之路呢？丝绸之路仅仅是一条商业通
道吗？它是否还具有其他的意义？这些问
题，都可以在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弗兰
科潘的新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中找到答案。

“丝绸之路”这个词，给人一种神秘辽远
的印象。在彼得·弗兰科潘眼中，这条道路不
仅贯穿了欧亚大陆，更贯穿了人类历史，一章
章看下去，就能感到一种陌生中潜滋暗长的
熟悉感。从开始对信仰、皮毛、变革、奴隶的
历史的逐步揭开，丝绸之路也在编织着自己
织机上的经纬，而渐渐地，欧洲的崛起、世界
战争的打响、纳粹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
霸权与和平……这些今天占据了我们视线的
词汇不知何时在书中凸显。在这里，不同种
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围绕着
这条路，谱写了一曲曲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
史。书中写到，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
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帝
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
速崛起并传遍整个世界；成吉思汗的铁骑一路
向西，在杀戮的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
融；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财富，铸
就了日不落的辉煌；而后者在丝绸之路上的政
策失衡，又触发了美国独立；欧洲列强在丝绸
之路上的利益博弈，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希特勒为了这条路上的资源，将世界推入
了战争和屠杀的深渊。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上
的恐怖主义，依然是美国称霸道路上挥之不去

的梦魇。由此可知，丝绸之路不仅塑造了人类
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丝绸之路的含义已经超越丝绸本身，意
涵更加广泛，其中还包括皮毛之路、奴隶之
路、黄金之路、白银之路、黑金之路甚至小麦
之路等等。这些物资，在不同的时代代表着
不同的需求和市场主宰，特别是黑金之路，至
今仍然影响着世界经济命脉。中东的石油始
终关系到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伊拉克和伊

朗之所以敢与美国对抗，也是因为它们那里
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石油外交”
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并将持续下
去。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资
源，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焦
点。可以说，丝绸之路就是世界经济的主动
脉，它的每一下跳动都会影响到世界经济。

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
思想，特别是与神有关的思想。彼得·弗兰科

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错的原则简单而粗暴，
一个得到神或众神眷顾的世界才能够发展壮
大，而那些崇拜虚假偶像、相信空头承诺的国
家则注定遭受重创。从十字军东征到当前的
ISIS，宗教和意识形态引发的碰撞和战争从
未停止过。综观当前世界，反恐形势日益严
峻，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碰撞逐渐成为冲
突的焦点。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历史事件，揭
示了宗教传播和信仰同化的内在规律。研究
好丝绸之路的宗教经验，对于解决当今的问
题也大有裨益。

谁能在丝绸之路上用合作共赢代替西方
的霸权主义，谁就能占得发展的先机。在这
一点上，彼得·弗兰科潘认为，提出“一带一
路”战略的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能未雨绸
缪：“习近平主席在 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
路’计划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
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历史告诉世人，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给这个世界带去的是合
作与发展，是友善与文明，是造福于其他国
家，而不是给他们带去战争与威胁。用书中
的话来说就是：“郑和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
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
掠夺奴役。反观那些欧洲人，把非洲大多数
地区都变成了殖民地。”

读完全书，感触最深的是，历史的经验告
诉我们：唯有和平交流，才能发展共赢。如
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看过这
本书就会明白，这个战略真可谓高瞻远瞩，不
仅在空间上，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更是在时间
上，把目光回溯到过去，展望到未来。这是中
国新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中国必将实
现伟大复兴，再一次和平崛起！9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英]彼
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的‘一
带一路’计划以及中
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
入，都充分表明中国
在为未来着想。”

“郑和给非洲人
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
望和真诚的友谊，而
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
奴役。反观那些欧洲
人，把非洲大多数地
区都变成了殖民地。”

生命的洗礼
——漫谈日本影片《入殓师》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历史
——读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钟桂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