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周末侃影

精彩周末/读书观影│152021年 1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立功hnrbdsgy@sina.com

书人书话

□刘创

翻开《中国年画——悬挂的
风景》（赵冬编著，沈阳出版社
2020年 12月出版），一种久违的
亲切祥和气氛扑面而来：梁祝、红
楼、西厢记，白蛇、洛神、宝莲灯，
那些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传奇，
曾经浓缩在墙上贴着的一幅幅已
经斑驳的年画里，现在，又通过作
者收集在这本传统年画集里的数
百幅年画呈现在眼前。

年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
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漫长的历史
中，又慢慢整合了佛教文化和儒
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形式，其功用
也从单纯的驱凶辟邪点缀年华上升到人文层面，从
《松鹤长春》到《嫦娥奔月》，从《五路财神》到《张羽
煮海》，从《麒麟送子》到《打渔杀家》，天增岁月人增
寿，也增加了对道德、言行、素养的启蒙。作为曾经
的中国人最原始最本真的科普读物，年画对人的精

神感化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开始了，那些墙上贴着的
各界神仙、戏曲人物、民间传说、
历史典故，随便哪一张都足够讲
上两小时，而所有中国传统美德
教育中关于息战、戒杀、崇生、尊
死、节欲、敬天、思乡、爱民的精神
内核，也这样被一张张年画亲亲
热热地承载着，展示着，潜移默化
地在一代代人中完成了继承和发
扬。

本书编著者以散文诗的形
式，将一幅幅收入书中的年画里
的故事，以近于曲词风格的短文
重叙，文字对仗，韵角清晰，具有

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年画是中国的，带着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属性，

是一种乡土文化的无声传递，它保存着一种唯独
中国才有的年到精神爽、家和万事兴的人情世故
的味道，像太阳晒过的刚刚翻好的田垅，散发着新
鲜的乡土气息。9

年画里的中国年

□单占生

拿到高金光的一部书名为《卷首集》的皆为卷首语辑
成的集子，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卷首语”可不可以
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读完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脑子里自
然涌出的却是一句成语：“文质彬彬”。成语出自孔子《论
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把这段话转换成今天的话语方式就是：孔子说，
里胜过了表就显得粗野，表胜过了里就会浮华，表里协调
如一，那就可称之为君子了。这些话在我读完金光的《卷
首集》之后在我脑海浮出水面，那当然应该是我对这个集
子中的文章，也是对这种“文体”的最直接的印象和最为认
可的判断了。

“文质彬彬”，是我对金光这些文章的最初印象，同时
也是我的最终认知。如果大家认为“卷首语”可以作为一
种独立文体存在的话，那么这也是我对“卷首语”这种“文
体”“体性”的认知。也许，我们今天尚无法确认“卷首语”
就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但是，这种不同于其他文体的“语
体”存在且有它具体的历史时空实绩，应该是真实的。需
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金光的这本《卷首集》的出版发行，
肯定会对“卷首语”这种“文体”或“语体”的认识和研究，起
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如果一本书的出版能使一种文
体得以确认，那么这本图书的价值与贡献肯定是不言而喻
的了。我想，序、跋可成为一种文体，那么，“卷首语”或许
也可以吧？

而金光自己又是怎么认识这一类特殊文章的呢？在
这个集子的自序中，金光为此类文章的写作总结了四点经
验。其一，是思想性，也就是卷首语要有灵魂；其二是艺术
性，卷首语要有风骨；其三是情感性，卷首语要有温度；其
四是精粹性，就是卷首语要有神态。对于上述四点，我是
高度认同的。因为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在写作实践中
产生的理性认识。用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就是实践出真
知。对于自己的这些卷首语文章是不是达到了上述“四
性”，金光说“写卷首语不易，写出能叫好的卷首语更难。
我只是实践过，在卷首语这片园地里耕种过、收获过，仅此
而已”。这话的意思大体应该是甘苦寸心知吧。

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文章不仅充分表达有他自己总

结的“灵魂、风骨、温度、神态”四性，而且还给我们认识卷
首语的写作提供了多方面的经验和视域窗口。这些经验，
有的是具有文体共性的，有的则是作者自己所独有的，是
个性。这里，有如下两点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也给了我
诸多相应启示。

其一，卷首语的适时、当下与恒久价值问题。我认为，
这是卷首语写作必然要考虑的问题。我看到，这也是金光
在卷首语写作中处理得很是用心的一个问题。卷首语的
写作，在其主题即思想性的指向上要适时，这是我看到的
金光所写的这些卷首语文章的最为突出的特点。唐代诗
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说过：“自登朝来，年齿渐
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合为时而著，既
是对时代精神关切与关注，也是对时代呼声的适时回应。
而卷首语写作的“合为时”，还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即它既

要从宏观上关注时代，又要从微观上关注自己刊物的定
位、专业取向及当期内容特点。既要关注时代心灵，又要
彰显本刊本期文章对时代心灵的呼应与共鸣。这，也许就
是我们所说的金光所写的卷首语的“适时”特点。这里的
适时，既关注了时代心灵的当下风貌，也考虑了自己专业
定位的恒久价值。应该说，要做到这样，非常不易。

其二，在卷首语中既要见证历史，同时又要见识心灵，
这实属不易。而更为不易的是，在卷首语短短的千把字
中，既要有理性的认知，又要有诗性的表现，换句话说，卷
首语的作者既要有思想家的思辨能力，又要有诗人的艺术
表现才情，这难度可能就稍大了一些。但这对金光来说，
其难度也许并不为大，因为金光既是站在思想前沿的编
辑，又是一位很有才华成就斐然的诗人，因此，他的卷首语
才写得既有理性又有诗性。比如他写于2009年 3月的一
篇《对牛当歌》，是上个牛年的一篇卷首语。牛，在此篇中
当然是核心意象。在金光笔下，这年的牛一时是说理的老
黄牛先生，一时又成了抒情的水牛大哥，转而又成为治病
救命的牛郎中。说牛的品德、牛的性格时，文笔冷静平实，
说牛的作为时，文笔中的诗情就随着文字的流动风生水
起，与牛相关的诗篇名作在行文中信手拈来，无不自然成
趣。什么是见识，什么是才情，这就是！《对牛当歌》很似一
篇散文诗，因为这年正值共和国六十华诞，当然要以诗来
歌咏之。今年的牛应该比十二年前的那头牛更为激越雄
实。但牛的“吃苦、耐劳”，牛的“和美”与“温善”，牛的“执
着”与“踏实”，恰如金光文中所说的那样，定当“成为一种
仪式和符号，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值得讴歌与称
颂”。而作为卷首语的为文，能使理性思辨与诗性表现达
成一种文质彬彬的状态，那定然是大好的一派文字，金光
做到了。

从《卷首集》的几辑文章中，我读到的当然不止以上几
点。比如他对卷首语文章形式的探索，这其中也包括他对
点评式卷首语僵化模式的尽量回避，还有他在卷首语写作
中展现的俯视眼光与平视态度等等，都给他的卷首语写作
在语言的审美上平添了几许温润的色彩，使他文中的哲思
与诗意流溢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不显山、不露水地完成了
他的文质彬彬的卷首语写作。也许，这也还是我读过这本
《卷首集》之后，匆匆写出这篇读后感的原因吧。9

□张玉太

我与蔡越涛打文墨交道
已近二十年了。这些年来，
她始终对宋词孜孜不倦地钻
研并创作新词，成绩斐然。

当她的《越涛词》第三部
摆上我的案头，卷中婉约清
丽的词句，缠绵悱恻的柔情，
沉稳而又不失浪漫的情怀，
怎一个“美”字了得！

《越涛词》不仅与宋词形
似，而且神似。其美妙表现
在用词巧妙，画面灵动，意境
富有极强的想象空间。

在中国诸多文学体式之
中，宋词是奇妙的文学载
体。它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载
道言志的观念，摆脱了当时
政治的束缚，给读者以丰富
的联想，让读者因自己的修
养、品格和所受教育的背景、
环境、传统的不同，而能读出
新鲜的意味。

宋词是美好的文学，《越
涛词》延续了宋词的多写相
思爱情，伤春别怨，但也不缺
大气的佳句华章，作者所营
造的浪漫温情，用美学的艺
术价值观来衡量，令人陶醉。

展卷《越涛词》（三）不难
发现，词作也真实地反映了
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璀璨，涵
盖面颇广，有作者对生活的
观察、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
的感悟。其中最能令人心醉
又心碎的，还是作者对爱情
的涉猎，时而炽烈执着，浪漫
洒脱，时而又怅然失落，珠泪
轻弹，写足了爱情真实自然
的存在状态。

三春翠墨里，“欲伏案，
笔底乱，两相知。愿得一人真意赴瑶池”“待晴日，花好月圆。
雁字回时，云朵三千，心香一瓣”的场景是何等的浪漫。“多情
总是黄昏后，云锁朱窗花满楼。一任听君，红尘供参透”“眉梢
眼角任东风。踏破红尘八万里，余生尽付只为卿”的浓情蜜
意，何等的炽烈。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读诗词更容易走进作者的内心世
界。蔡越涛惯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以象征和隐喻来表现它的
意蕴，恰到好处地进一步拓宽视野与胸襟。一个成熟的人，只
有到了一定的境界，才会有“生就傲霜骨，何惧冰雪丛。登临
绝顶处，忽觉万事空”“昨夜敲窗雨，今朝花作尘。度身浊世
外，悠然逛烟村”“一任流光常梳柳，蝶恋荷花多温恭，凋零亦
倾城”的洒脱与释然。只有到了一定的格局，才会对世态炎凉
有一种淡然的视角。“雁断霜凝萧瑟处，亦无清欢亦无愁。莫
再叹悲忧”“红尘凡事莫深追，绾个清欢眉弯驻”、“甘苦自家
知，无需他人述”的冷静与深沉，也只有人生的修炼到一定程
度，看淡世间事，修得平常心，才能有“浪得浮名三十载，追风
追月已半生。云被覆千层”“世间功名揽尽，终却了归烟云”的
看淡放下。

宋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千年瑰宝，如何继承和发扬
这一文脉精髓，人们尝试着各种探索。蔡越涛的千首《越涛
词》相继出版，是这种探索最好的诠释之一。

《越涛词》（三）较前两部词作而言，作者在词性的把握上
更加成熟，词的技术处理更加严谨，也更加具有审美价值和学
术价值，为中国当代诗词琼林添写了新的华章。9

□赵立功

1 月 22 日，国内首部大银幕战

疫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在全国正式

上映，无数观众在影院通过大银幕

共同回望了一份去年年初属于所有

中国人的记忆。

其实早在 1 月 16 日，这部影片

就已经在包括省会郑州奥斯卡院线

在内的全国各大城市影城提前点映，部分观众已抢先观看了

这部彰显中国精神的抗疫题材纪录电影。

《武汉日夜》的镜头取自 30 位战疫摄影师在武汉一线的

取景拍摄。影片没有使用一句画外音，没有编写一句台词，一

切都来自生活的原生真实，传递更多的是爱、温暖和对来之不

易的静好岁月的珍惜。在 1 月 16 日举行的首映活动中，该片

导演曹金玲曾表示，希望《武汉日夜》成为寒冷中的一点烟火；

总制片人李玮则表示，《武汉日夜》就是记录每一个平凡的日

子，展现出疫情之下一个个平凡的人和家庭，他呼吁观众更加

懂得亲情与陪伴的重要。

纪录电影《武汉日夜》不仅是一段对真实战疫过程的记

录，承载的更是对“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大爱无疆”理念的真

诚注解。电影以疫情最前沿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及病

患的生死经历为主线，以深夜运送孕妇和志愿者的工作为辅

线，展现了平凡的医护人员及普通百姓在疫情面前不舍昼夜、

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一个个温暖故事和瞬间。

总有一些事要被记录，总有一些人让人们相信希望。站

在 2021 年的起点，回望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无数中国人曾拼

尽全力守望生活和未来。生活或有不易，心中总会有光，疫情

下武汉的日夜，不止有空旷的街道，还有努力生活的背影，有

破茧而出的新生。而这些“光”也正通过大银幕，照亮寒冬将

过的农历庚子，照亮农历辛丑将至的暖春——新的一年，祈愿

岁月静好，国泰民安！1

□唐宝民

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历久弥新的老话题，几乎与国家
政权相伴而生。腐败损害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念。诚如南非
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所说：“腐败是政府最大的痼疾，其危
害性仅次于暴政。”所以，反腐败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必须持之
以恒。

陈良先生是一位资深历史学者，他对历史上的腐败问题颇
为关注，《党政干部廉鉴》便是他最新的研究心得。本书历数历
史上贪官污吏的贪腐、深入分析历史上廉洁官员的精神特质，
为“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有益的参照。

这本书分为两辑，第一辑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上十几位清
官形象，探寻他们清廉自守之内因与外因；第二辑主要讲述十
几个贪官的贪腐，深刻提示教训。作者浓墨重彩描绘包拯、海
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于细微之处显现他们的高尚行为与人
格力量。在讲述于成龙的故事时，这段文字令人感动：“康熙
十七年（1678年）十月，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乘船从湖广
黄州出发赴任。按照惯例，沿途花费皆由所经州县供应。于
成龙为了不扰累地方，在官船即将起行时，匆匆派人上岸购买
几担萝卜。送行者向于成龙投以疑惑的目光，他只是淡然一
笑。他们怎能料到，这些萝卜竟是于成龙沿途所需的食物。”
几乎所有的清官，都有勤俭节约的习性，而贪官则相反，一个
官员一旦沾染上了奢侈之风，贪污腐化行径也就接踵而至
了。因此，陈良先生警示说：“官员奢侈糜烂的开始就是国家
危亡的征兆。官员如果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就会以权谋
私、中饱私囊，把社会资源用于满足口腹之欲、感官之乐，这样
势必败坏政治生态与社会风气，从而危及国家存亡。”

在反腐问题上，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为了给今天提
供镜鉴；这是一本语言生动、文笔犀利、故事引人入胜的读物，
十分适合广大干部学习阅读。9

卷首之语的质与文卷首之语的质与文
——读高金光的《卷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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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体义

著名学者、书法家孙荪新著《秋
高气爽——孙荪墨迹风景》2020年
1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
作者继《孙荪墨迹风景》后再次推出
的书法作品、书法理论研究合集，呈
现了 5年来作者在书法创作、书法
理论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和艺术新面
貌，书籍编印精致，大方厚重。

多年来，孙荪先生于文艺理论、
文学创作的同时，步入书法殿堂，沉
醉于以“二王”为代表的晋韵之中，
从临到创，融汇古今。2015 年 12
月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孙荪墨迹风景》，收录作
者书法作品近百幅，并附作者论书法与文学的论文，
得到书法艺术界专家学者充分肯定。本次由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秋高气爽——孙荪墨迹风景》，风格
形式延续了上一本，包括近年来创作的书法作品和书
法理论、艺术评论文章，其笔墨风神愈见老到劲健。
此书开篇自序《领会中国书法》，论述何谓书法及书法
何为，渊博精审，文采缤纷。主体部分是品鉴诵读历

代典籍和诗词名篇而精心结撰的行
草书法作品百余件，部分作品款识
中附有书者慧眼别具即兴而书的精
辟题记，选入的少数信札草稿，点画
使转之间，显出一位学者和文人的
襟怀境界。

孙荪先生的《领会中国书法》长
文，得到文学、书法界专家的称赞。
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评
论说，《领会中国书法》广泛而深入
地论及书法艺术特征、继承、创新等
一系列问题，撰写出了堪称当代《书
谱》之力作，将会为提高当代书坛对
书法作为艺术的认识、书法学习、创

作及推出时代代表作诸问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杨杰评论说，这篇文章，既为
自序，又是一部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书论，还是一篇
文字优美的散文。作者既能以一个书者的角度去体
味、表述创作中不同阶段的重点、关键和感受、状态，
又能以一个理论家的敏锐和高度去理性地思考、观
照、回答、总结创作中的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墨迹
是风景，自序亦是风景。9

孙荪倾力打造“墨迹风景”

书影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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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涛词》（三）
蔡越涛著
作家出版社2020年
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