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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读书
书人书话

□魏华莹

王幅明先生的《翰墨
青史——中原书家传》近
日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
版，包括上下卷，近150万
字，为古今 128 位河南书
法家立传，可谓是中原书
家的皇皇巨著。该著通过
对河南书法历史的梳理，
既有“江山留胜迹”的追古
遥望，又有“我辈复登临”
的豪迈激昂。入传的既有
帝王将相、名士风流，又有
隐士、布衣，既是书法艺术
的历史、文字的演变史，又
是人格精神的映照史。

王幅明先生习字，是
自觉的书法艺术、精神的
传承者。在该著中，又能

“以文运事”，运用丰富的
文学技巧，讲述和再现历
史的事实。按照李长之对
传记的独特理解：传记不
是“一个人生平的介绍”，
也不是“传主历史存在的
真实”，而是断纸余墨的

“传统”：以人为中心。所
以，我们会看到在立传中
如何通过人格与风格，力
图还原书家所处时代的文
化风气和精神气息。以传
主为中心的传记书写方
式，记录生平与个性，同时
寻找传主精神存在的可
能，与时代风气、地域文化、人生境遇的紧密联系。既有大历
史的宏阔视野，又有鲜活的个人化的历史细节。如“唐人书取
法，宋人书取意”，欧阳修就开创了“文人书法”的先河，为了使
书法更加生活化，他专门将练书法的行为改为随意作日记的
行为。由于他的影响，宋代行书手札尺牍非常盛行。而其留
存下来的《集古录拔尾》更是“工整而灵动”。

该著注重史家笔法的运用，不虚美、不隐恶，如写到李斯，
既有其生存哲学、历史功过，又有“小篆之祖”的书法史意义。
而赵佶作为“历史的罪人”，在宫廷设置“书院”，大量收藏古今
名书名画，对于保存历史文物遗迹的独特贡献，更是作为工笔
画创始人，所开创的诗、书、画结合的传统，成为书法史浓重的
一笔。王铎虽长久因“贰臣”被历史尘封，又在时代的宽容中
掀起“中原书风”。同时关注到历史的转折期书风的旧势与新
变，如李建中作为宋初书法家，因去唐未远，典型犹存的时代
新风尚。

中国是传记文学古国，也是传记文学大国。早在先秦时
期，《诗经》中已出现传记文学萌芽，《离骚》以及诸子散文中已
涌现传记文学因素，《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史
传著作初步孕育传记文学雏形。汉代《史记》的出现，标志着
我国传记文学高峰时代的到来。此后漫长的 2000多年历史
时期内，也产生了大量文体多样、名目繁多的传记作品，极大
丰富了中国大历史。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则是在借鉴西方
传记传统基础上，经由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者的
倡导和实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形成了既有民族
性又有世界性的特点。

具体到该书的书法家传，发现很好地承继了现代史传书
写优长，既有中国“史传合一”的传统，强调大历史的时代精
神，又有西方传记普遍专注于人物个性，长于心理分析的特
点，对于人物性格、心理生成的深入开掘。将人物归置于社
会、思想、文化发展影响以及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载体，进而
回归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如对于张伯驹的书写，既通过他作为收藏家、鉴
藏家的痴心与豪气，珍爱《平复帖》，却从不以此为私人物品，
时而慷慨示人。经其收藏的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达 118件之
多，被誉为“天下第一藏”，而大多无偿捐献给国家。同时，其
作为戏曲家，对于振兴京昆戏曲产生重要影响。而作为书家，
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燕京大学讲授书法史，出版《中国
书法欣赏》。1956年，发起组织全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
国书法研究社。在论者看来，他的景行、慈行、善行，已成为中
国文化高原上的一座高峰。

该著以翔实的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书法真迹）为基础，
呈现出深刻的史观思想，体现出史料与史观的通融。如陈天
然的“枯藤体”与晚年幽隐，张海的艺术探索及扶持，杨杰的苍
劲洒脱，张继的继古求新，都是对风格与人格的凝练。抚今追
昔，全面呈现出中原书家的人物意趣和时代风尚，既是书家个
人史，又是人文精神史，称得上一部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书法
史研究大著。9

□陈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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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因卖弄歌喉被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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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归的鸟儿已经很累了

还要挟一缕斜阳回巢去

3

“把慈善做得好看些”还是慈善

“把伪善做得好看些”则为邪恶

……

这些短小锋利、充满哲思的隽语般的诗句，出自诗
人鲁行。2018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行超短
诗选》和 201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忧郁的笛
音》，里面所收录的，就无不是这样的短制。

诗人鲁行，与诗人徐玉诺是同乡，河南鲁山县人，
出生于1938年农历十月，六岁的时候，父亲意外亡故，
使一个本来富庶优渥的家族遭受重创。他的母亲，以
坚韧不屈的意志，处变不惊，镇静自若地支撑起了这个
家。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鲁行被母亲送到当地中心
小学读书，此后一路下来，他的学业从无中断——1951
年入读鲁山县一中，1954年入读许昌一高，1957年顺
利考取开封师院（河南大学前身）中文系。

古树、城墙、铁塔、大礼堂、图书馆、河南留学欧美预
备学校旧址，多么美丽的校园，一如青春与人生梦想都
圆满实现在此一时刻，鲁行激情四溢，热血沸腾，开始写
诗。1961年秋天，毕业后的他到信阳专区的光山县教
学，坎坎坷坷，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他才被作为
优秀教师人才，调到信阳师范任教。

追溯鲁行对文学之爱，应是肇始于小学时读过的
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文艺》，一时沉迷，爱不
释手，鲁行说，“直到将其‘读’成一把碎屑”。同时也就
开始了诗歌的练习和写作，到了 20世纪 50年代，新诗
强调古典加民歌，鲁行“尚属摹作”的一首民歌体诗作，
在《河南文艺》半月刊上发表，引起不小“轰动”，这首
诗，可视作是他的处女作。接着，他的诗开始在全国诸
多报刊发表。改革开放后，鲁行迎来了被他称之为写
作的“第二个黄金期”，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黄金

期，即“新时期文学”。那时他还在光山，受“向科学进
军”的感召，写起了“科学诗”，这一写，写了近十年！后
来随着一般科幻文学的式微也就湮没无闻了。

紧接其后，鲁行开始了对“微型诗”的探索和贡献，
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之作，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并让他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微型诗创作的重要代表诗
人之一。这些“微型诗”（亦称短诗、超短诗）已超出咏
物，而是咏人性、哲思，注重修辞，更立其诚，由表及里，
去伪存真，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让人获得“思
想”与“诗意”的激励、跃动、发现的快乐。这类诗，有相
当数量，影响广泛，好评如潮，海内外报刊发表的就有
两千多首，先后结集出版了《雕虫集》（1992）、《榆庐语
屑》（2000）、《鲁行编年诗》（2006）、《鲁行短诗选》
（2009）、《忧郁的笛音》（2015）、《鲁行超短诗选》
（2018）等，其中许多作品，已成绝句，被传诵，被评论，
被收入诸多经典选本。

纵观鲁行一生创作，发现人们长久关注的，是他
的这些富有哲思的超短诗，可另一方面，人们是否又
忽略了他的抒情诗的创作？有学者和诗评家认为，可
能正是因为诗人鲁行以其微型诗称著于世，其抒情诗
的创作与审美价值，被严重忽略和低估了，需要重新
认识。好在他的汉英双语诗集《鲁行抒情诗选》已行
世，诗集收入了他自 1957年至 2019年 60余年间，尤
其是新时期以来创作的较有代表性的抒情诗作百余
首，可视为作者大半生抒情诗创作的一个总结。另一
个消息是，他的诗论、随笔集《大珠·小珠》不日也将面
世。这无疑是他的另一副面目，另一种人生，诗歌创造
的另一种存在。

鲁行老家鲁山，乃沙河源头、墨子故里、诗人徐玉
诺的故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新诗百年，徐玉
诺是先声、先驱、先行者，毋庸置疑，是中原新诗谱系第
一人。契合或巧合的是，他也就学于开封，是鲁行的先
辈校友，其许多作品，尤其诗歌，是鲁行阅读的重要部
分。这其中，无论地缘还是文脉，天意还是偶合，他们
一定有着某种联系，我们看不见的联系，就像沙河，水
欢聚于水，水融会于水，浩浩汤汤，生生不息，生成两岸
人类丰美而诗意栖居的精神湿地和高地，诗人在其中，
一代代，浩叹、吟诵和歌哭，自成景观。9

郑旺盛的长篇报告文学《光明的道路：弯柳树村奔小康纪
实》，2020年 12月由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出版。本书主
人公是河南省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宋瑞，宋瑞 2018年曾荣获

“全国扶贫攻坚贡献奖”，她连续四任选择坚守河南信阳息县
弯柳树村扶贫攻坚，八年时间里，她在弯柳树村探索出了一条

“传统文化扶心志，党建为本领思想，产业发展奔小康”的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之路。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郑旺盛在书中试图通过文学的力量，
告诉读者一个驻村第一书记的坚守、奉献和奋斗，告诉读者一
个克服重重困难、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奔小康的弯柳树村华丽
转身的传奇，从而感染读者、感动读者，让他们一同感受这个
伟大的时代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最激动人心的故事。9

□陈涌泉

王全书先生的《梨园芳华》近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
梓，我有幸先读为快。该书汇集了他多年来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的关于戏曲艺
术的文章和评论、序言等，洋洋十数万言。其中既有现象
剖析又有理论思考，既有运筹规划又有美好展望，既有生
活回忆又有艺术体悟，字里行间流淌着他对民族艺术的热
爱与自豪，凝聚着他对发展民族文化的远见与卓识、责任
与担当。我认为该书具备四大突出特点——

见解独到

作者深谙戏曲艺术规律，广博的知识结构、深厚的学术
积淀、敏锐的观察能力，使得他评点现象有理有据，分析问
题精当透彻，指导实践高屋建瓴，无不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和
思想之光。特别是他在总结前辈大师的艺术经验、艺术成
就和艺术品格时，更能体现出他精深的艺术修养、专业的理
论水准和独到的见解感悟，读罢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在纪念“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文章中，他首先引用常大
师的名言“对于一个演员，什么最大？唱好戏最大，戏比天
大”，借此阐发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艺德与追求。同
时他还指出“恒心、赤心、爱心、信心”成就了常大师的崇高
理想和博大襟怀，并把她的一生总结为“一心一意干事业、
一心一意为人民、一心一意对社会、一心一意向未来”。这
既是对常大师人格风范的高度礼赞，又是对她艺术经验的
高度提炼，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在总结豫剧名旦六大家的艺术风格时他写道：“常派
的激越奔放、大气磅礴，陈派的刚柔相济、含蓄秀美，崔派
的沉稳厚重、委婉抒情，马派的清脆明亮、秀丽华贵，阎派
的醇甜细润、自然天成，桑派的字乖音巧、闪滑抢离，都匠
心独运、独树一帜，从而将豫剧推向了光辉灿烂的巅峰。”
这种宏论最能体现作者对艺术独特的审美感知能力，没有
对艺术规律的精确把握，没有对艺术流派的深刻体验，是
不可能做出这种准确而又生动的概括的。

在讲到出版《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的价值时，
他指出写传记有二难，一是写真难，二是传神难。为了做
到“写真”“传神”，他提出“写真”要对素材进行精确取舍，
不能“只说过五关，不说走麦城，一味打造完人”，真实是传
记的最大特点；“传神”要紧紧抓住人物的特点来写，是写
人而不是造神，通过具体的事例，使传主跃然于纸上，“传
神”是传记的最高追求。这无疑点到了传记文学的核心问
题，同时也指出了出版这套丛书的良苦用心和最终目的。

视野宏阔

作者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中原这块深厚的
文化沃土，以全局的眼光、前瞻的思维，为戏剧艺术的发展

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理念、思路及对策。比如，他在全国豫
剧院团工作交流会上指出，要想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必
有树立“三大”的发展理念，即：树立大豫剧理念，拓展豫剧
发展传播空间；构建大合作机制，提升豫剧传承创新能力；
形成大交流格局，推动豫剧走向世界进程。这种着眼于全
球化视野的思维和架构、观念和策略，把豫剧艺术提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不仅对豫剧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现
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全球化背景下所有民族文化的发展都
具有借鉴意义。

他在谈到出版《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初衷时
指出：“不仅拂开尘封往事，使名家们德艺双馨的故事不致
湮灭，给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篇章，而且也是对振兴中华
戏剧大业呼声的切实回答，更是在时代嬗变中对中原文化
如何助力实现中国梦、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深沉思考。”

他在《传承、创新、振兴豫剧祥符调的若干思考》中，不
仅分析了豫剧“母调”——祥符调产生与发展、沉寂与落寞
的历程和原因，更指出了振兴豫剧祥符调的意义和价值。
把振兴发展中华豫剧祥符调，提高到挖掘河南历史文化、打
造河南文化名片、增强中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高度，为新时
代祥符调乃至全国豫剧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路径。

情感真挚

作者一直关心河南文艺事业的发展，他担任河南中华
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之后，对以豫剧为代表的河南戏剧更
是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促进会先后承办了中国豫剧节、中
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全国豫剧院团工作交流会等

大型活动，联合摄制《中华豫剧》文献片，组织人员编撰出
版《樊粹庭文集》《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等重要著
作文献，可谓硕果累累，熠熠生辉。

通览《梨园芳华》的全部书稿，我发现书中的每一篇文
章都饱含着一种真挚而又美好的情感，这种情感包括作者
对民族艺术的喜爱、对老一代艺术家的敬仰、对新一代戏
剧工作者的期待以及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的赤子
情怀。正是怀着对无数前辈的追慕，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眷
恋，才会有“凛凛生气”绕其左右，而又心意盎然。

他在概述“豫剧大师”常香玉为人民演戏时动情地盛
赞：“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白雪皑皑的天山垦
区、荒漠无边的大庆油田，还是在矿井下、高炉旁、田野上、
校园里，甚至在只有一个战士的边防哨所、在只有一个老
人的农村五保户的床前，她都满腔热忱地把自己的艺术一
丝不苟地奉献给人民。”

他在全国豫剧院团工作交流会上热情地憧憬：“我相
信，有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有全国豫剧同仁的合作共进，豫剧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
手里产生出更多的戏曲精品，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大师，传播
到更远的区域，让豫剧这一艺苑奇葩开遍全国，红遍世界！”

文采斐然

《梨园芳华》中，作者文笔如行云流水，文采飞扬。他
在描写常香玉大师带领香玉剧社义演捐献战斗机时写道

“半年辛苦寒与暑，几万里路云和月”；他在描写豫剧超强
的传播能力时写道“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天府之
国’到宝岛台湾，到处都能听到豫剧圆润悦耳的旋律和人
们耳熟能详的唱段”；他在描写全国豫剧不同艺术风格时
写道“如泰岱清风、燕赵明月、戈壁雪花，都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征”。这些饱含深情的华彩篇章，既是作者情怀的真
实表达，又是他才情的充分展现。

他说：“回望，是为了凝视一路走来的足迹，充实更精
彩的前行；前行，是为了拼搏璀璨夺目的未来，刻画更深刻
的回望。”常香玉大师逝世后，他在纪念文章中为常大师题
写对联：“常香玉，玉洁冰清，德艺双馨，香玉常在，一代人
民艺术家；梨园春，春色满园，声情并茂，青春永驻，万世中
华戏曲魂。横批：戏比天大。”

他在赞扬“豫剧现代之父”樊粹庭的巨大贡献时写道：
“历史的变迁，使许多显赫一时的东西烟消云散；时光的流
逝，使许多喧嚣一时的东西归于沉寂。而樊粹庭终其一生
所从事的豫剧改革和他创作的‘樊戏’，却与广大人民群众
休戚与共，以极强的生命力长留人间。”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当代文艺工
作者的崇高使命。从《梨园芳华》中，我们读出了戏曲的希
望，听到了未来的呼唤，坚定了文化自信，明确了肩头责
任。期待着盛世梨园更加繁荣昌盛，期待着民族艺术能够
一地芳华！9

春满梨园遍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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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经典回眸

秦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
王朝，其制度深深影响了后
世中国社会。本书通过制度
经济学视角，细致重构了存
世文献构建的“秦制”体系，
并挖掘秦帝国的速亡原因。

本书共四辑，涉及钱钟
书研究的多个方面，既有作
为学界同仁的作者对钱钟书
学术成就的解读、探讨，亦有
作为朋友、学生角度的温情
缅怀。9

《钱钟书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著
中华书局出版

《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刘三解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牛冲

读邵丽的小说总能感受
到她丰沛的情感，在她小说
的叙述中你能够体味出复杂
的“人味”，这种“人味”是一
种特殊的气味，它代表着微
小的尘埃世界。

新著《黄河故事》（河南
文艺出版社 2020年 12月出
版）叙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秘
史，而这个秘史在追溯父亲
死亡真相的过程中渐次清
晰。这是一个关于逃离和回
归的故事，是一个残忍和温
暖的故事，也是一个弥合伤
疤和精神溯游的故事。在这
样一个故事中，“我们家”不
仅仅是“我们家人”，同时也
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小人
物”，每一个“小人物”都有着
像黄河水一样浑浊而奔腾的
一生。作家通过叙述姚水
芹、李轩、泥鳅（赵伟峰）、乔
大桥等以及“我”的家族的

“人物志”，揭示生活表象下
面的真相。他们就是我们身
边普普通通的人，就像黄河
中的一滴滴水，每一滴水都
是一张碎片，一张张碎片的
拼凑便成了我们的“黄河”。
他们倔强、努力、痛苦、悲伤、

幸福，每一个人都有着独特的经历，而每一个人都不是非好
即坏，而是痛苦中含着幸福，悲伤中含着愤怒，倔强中含着
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口气，一口气后面是家族关系的盘
根错节，是生活中的密密麻麻。

邵丽以极具耐心的笔力勾勒出琐屑的家长里短，只有
对生活具有深刻的洞察方能将妯娌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拆
解呈现，通过人物的不同视角还原生活的真相，还原父亲死
亡的真相。正如作家在代后记中所言：“其实当我们置身其
中，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的是爱不起来、恨不彻底、痛不完全
的无奈。”黄河自古不仅是一条灾难之河，也是一条灌溉之
河，它承受苦难，创造苦难，同时也克服苦难，这种复杂精神
在每一个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身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母亲、父亲、我、大姐、二姐、弟弟、妹妹
等都有这样的烙印，他们身上的复杂性、永恒性便是人性。

与此同时，小说通过“我”的创业历程，两位姐姐、一位
妹妹的婚姻变动，泥鳅在大城市的打拼史，呈现出了一幅改
革开放后横跨几十年的社会变迁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我
们能够看到，尽管短短的几十年，社会变迁却是巨大的，观
念的更新、物质的丰盈、生活的变化在作家笔下的细节中一
一展开。我们置身巨大的漩涡，每天迎接的不仅仅是生活
的挑战，更是精神的挑战，我们身处信息的迷宫，努力捕获
自身的位置。身份的焦虑使得我们不断地寻找和回归，循
环往复，就像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

《黄河故事》写的不仅仅是黄河，是黄河岸边的我们每一
个人的故事。我们从小说中能够读到熟悉的父亲、母亲，熟
悉的兄弟姐妹，熟悉的痛苦和悲伤，熟悉的欢乐和眼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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