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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格原名李梅革。
李梅革者，赫然打上了强烈的时

代烙印，将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符号
与悲情的历史轻易地勾连在一起。

所幸的是，李梅革改成了李梅
格。将“革”定格成“格”，非但改得
好，改得妙，我以为简直就是妙手回
春！梅原产我国南方，有暗香盈鼻；
梅花傲雪凌霜，被视为报春报喜报吉
祥的象征，松、竹、梅并称“岁寒三
友”，又有梅、兰、竹、菊“四君子”之
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指：“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宋
人林逋“梅妻鹤子”，王安石、陆游等
历代大诗人均有歌赞梅花的佳句，毛
泽东也曾在1961年写过《卜算子·咏
梅》……梅花被赋予了人格化的色
彩，梅花品格就很有些高洁、坚强、谦
虚的意思了。巧合的是，李梅格又做
了纪检工作，而且不管是写公文还是
从事文学创作，都是在“爬格子”（有
此《格子春秋》为证），因此，这一字之
易，无论是职责所系还是个人修为，
均堪称一字定音，一字双关，一字千
钧，一字千金矣。

《格子春秋》是李梅格的散文随笔
集，收集了她近两年倾注的文学心血，
凡48篇，近十万字，均是业余时间见
缝插针、笔耕不辍的结晶，在家贤妻良
母，出门霹雳警花，家事公事缠身，殊
为不易。

《格子春秋》所收作品，写的都是
作者身边的人和事，都是作者熟悉的
人和事，都是作者有感而发的人和事，
如《琴声逐梦》《我的爷爷》《玩物与励
志》《过“三关”》《遗憾》《怀念战友》，或
回忆儿时，或感知亲情、或触摸世相，
或遥念校园生活，或感慨同学相会，或

描摹警营岁月，作者从生活出发，驾轻
就熟，信手拈来，自然而然，皆可入文，
绝不“为赋新词强说愁”，绝无矫揉造
作之感，这既是文品，也是人品。

翻开《格子春秋》，一望便知是女
性作品。李梅格的语言通达娴熟，清
润秀丽，细腻婉曲，款款传神，状物记
事不徐不疾，娓娓道来，给人胸有成
竹、从容不迫的踏实感。

翻开《格子春秋》，一望便知是
“正能量”作品，无论是对影视大亨邵
逸夫先生的记叙，还是离乡背井寒窗
苦读的求学生涯，甚至对物质缺乏的
童年时代和奔波的警营生活，都通篇
不见梅格一个怨字、一个愁字、一个
悔字。不仅如此，梅格还总能在平实
的叙述后，于结尾处三言两语破题，
使作品的主题思想陡然升华，《夫姓
与家庭》《感受艺术》《压力》《遗憾》
《织毛衣》《琴声逐梦》《一方私章》等
多篇作品都是因循这种手法。其中，
《一方私章》的文末，梅格从平凡的叙
事中跳脱出来，一句“小小印章，已然
成为从温饱到小康的见证”，轻易就
将小小物事提升到了时代的高度，彰
显出可贵的家国情怀；《夫姓与家庭》
以“习俗里头蕴藏着绵长的历史、醇
厚的文化、跌宕的故事，还有艰深的
学问呢”作结，一下子增添了民俗文
化的社会张力；《感受艺术》的末尾，

“所谓艺术，大概就是点石成金，变废
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意吧”，则从
艺术的感受上升到艺术的感悟，从艺
术的真谛上升到生命的真谛，不经意
间就有了点哲学意味。

梅格不仅能文，还擅操琴，拥有
《彩云追月》《渔舟唱晚》《洞庭新歌》等
十几首古筝保留曲目，琴棋书画她占
了半壁江山，是淑女型作家，又是警界
儒将，这对于她增强文学感受，丰富情
感世界，体察社会生活都会有潜移默
化的影响。梅格已经出版了一部作品

集，我想，坚持业余写作，继续在文学
的小道上孜孜以求，会是她今后的“新
常态”。

不过，我感觉遗憾的是，梅格的
题材相对单一，这会给她今后的创作
带来局限性。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
和事，是初学写作的必然，这无可厚
非，但如果乐此不疲，自我阈限，长此
以往，不仅会给读者带来审美疲劳，
还一不留神就会陷入“小女人文学”
的泥淖。我们恭逢盛世，置身改革开
放的时代大潮，从事民族复兴的百年
大计，面临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我们耳闻目睹了太多惊天地泣鬼神
的壮举，见证了太多日新月异高速发
展的奇迹，我们是新时代的参与者，
我们是新时代的幸运儿，我们理应有
更高远的视界感知生活，理应有更博
大的胸怀拥抱世界。拿警营题材来
说，《格子春秋》收了十几篇相关作
品，仅占全书作品数量和篇幅数量的
三分之一左右，我觉得还不够。人民
警察常年奋战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
违法犯罪，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第
一线，他们中很多人顾不上家庭，很
多人光荣负伤；有的人因公致残，有
的人英勇牺牲……可圈可点的人物
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警营题
材或者说公安题材就是一座文学富
矿，值得深挖，值得大书特书。梅格
身在警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使
就以本职工作为创作主体，也有取之
不竭的创作源泉。因此，调整写作方
向，朝公安题材倾斜，可能是梅格文
学创作“新的经济增长点”。

混迹珠海文坛经年，埋首书山文
海，却从未听闻梅格其人其文，不经意
间，《格子春秋》犹如一枝悄然绽放的
红梅，于寒冬时节横空出世，使人惊
讶，惊讶之余，有了些感慨，于是不揣
简陋，说了些好话，也说了些“坏话”，
权当与梅格和各位文学同好共勉吧！

一枝悄然绽放的红梅一枝悄然绽放的红梅
□ 李一安

2021年夏初，本人受邀盲评两
篇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篇《缅甸
汉学史初探》，多次介绍和评析了苏
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在缅甸的翻
译、出版和读者接受等情况。获悉
这些信息，我颇觉新奇和兴奋，甚至
产生了久居珠海的人才会有的些许
骄傲，遂向苏曼殊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唐晓虹做了汇报。晓虹女士以其
诗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这一信息，
对于珠海历史名人的推介，乃至城
市文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收藏和
使用价值，便跟我商量，意欲将这些
材料归档，并采用到电视纪录片《苏
曼殊》之中去。6月上旬答辩结束，
北京语言大学路文彬教授帮我与他
的这个女弟子建立了通讯联系。原
来论文作者是缅甸学人，叫HTAY
HTAY MYINT，中文名张秋琳。
秋琳博士很热情，不仅把重新修订
的26万字的论文电邮给我，还把缅
文版的《断鸿零雁记》电子版也发了
过来。

在修订版的第25页，张秋琳博
士披露，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最
早从1956年起，就由缅甸现代著名
作家巴热固翻译，在文学杂志逐篇
发表，且于1987年12月成书出版。
有意思的是，一生著译、出版了一百
多部作品的巴热固，有着和苏曼殊
相仿的经历：当过14年和尚，也通

日语。这些经历是否他翻译苏曼殊
小说的心理动因？由于巴热固已
逝，惜已无从知晓了。然而继缅甸
社会大学书局出版巴热固译著《断
鸿零雁记》第一版后，1994年德兰文
学出版社再版发行，2003年达拉洼
地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第三版，苏曼
殊小说代表作在缅甸的热度之高，
影响之久，可见一斑。（博士论文第
87~88页）

中缅两国的胞波友谊，比邻国家
文化与习俗的交互影响，使得汉学翻
译自八十年代下半叶以来在缅甸形
成热潮，不仅李白、杜甫、白居易、四
大名著、聊斋等传播开来，鲁迅、茅
盾、巴金、老舍和苏曼殊等现代作家
的作品，也通过翻译涌入缅甸；当代
莫言、余华、金庸、王蒙等不少作家的
作品也有翻译出版。有意味的是，张
秋琳博士在专论中国现代小说在缅
甸译传的章节里，是让苏曼殊打头阵
的。这不仅因为，苏氏《断鸿零雁记》
的发表比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
说要早，而且《断鸿零雁记》浓郁的宗
教色彩和悲悯之爱，也给了缅甸人以
巨大的亲和感，故在缅甸受到的关
注。

张秋琳博士以缅甸女性视角，用
了两千余字，翔实分析了原作转换为
缅译本的艺术特点和主题要旨。她
介绍道，译者巴热固文笔甚好，字字
珠玑，将每一个字几乎都有深意而全
篇又极为简约的文言文，扩展、翻译
为字数比原作多出数倍的缅文（译本

厚达 234 页），这就深为现代缅甸读
者所爱了。她站在中缅比较文学的
立场上，从《断鸿零雁记》中感悟到了
中国人少能关注的一些意涵：“读这
本书的时候不要代入男主角本身，以
旁观者的身份阅读最佳，否则一个不
小心就会被带进苏曼殊那矛盾敏感
的精神世界里，然后拔也拔不出来。
另外，对于男主角思考问题的方式，
站在旁观者角度有许多需要讨论的
地方，从一开始失去亲故与由奢入简
的苦痛，到后来所遇至爱不能携手的
矛盾”，都是值得琢磨的。她还认为：

“在缅甸的实际社会也有很多跟书中
男主角三郎一样的和尚。文学的意
义也正在于此，通过假设的人生，去
帮助人们在真实人生中避开伤人伤
己的选择。”（博士论文第 124~125
页）

总之，深蕴在《断鸿零雁记》里的
凄美情怀和人性之光，经张秋琳博士
潜心发掘，得以熠熠生辉。据悉，中
国“列国汉学史丛书”编委会已通知
张秋琳和她的导师，建议修订后资助
出版；同时她也将推出《缅甸汉学史
初探》缅文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的访问学者，亦对她的研究成果表示
了浓厚兴趣；而此前作者已有多篇学
术论文在导师指导和推荐下，已在
《汉学研究》、《南方文坛》和《品味经
典》等多家期刊发表。我们期待怀有
深沉中国心的张秋琳博士，在今后的
日子里，一切顺意并有更多的学术成
果问世。

苏曼殊在缅甸的文学影响
□ 方守金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中国文
联29日发布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
道德公约（修订稿）》指出，全国广大文
艺工作者应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激浊扬清，见
贤思齐，决不做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
风者、鼓吹者，坚决抵制偷逃税、涉“黄
赌毒”等违法违规、失德失范行为，反对
炫富竞奢、见利忘义，摒弃畸形审美。

中国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
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颁布于
2012年3月，近年来，文艺队伍发生
深刻变化，新的文艺群体大量涌现，新
的文艺组织日益活跃，新的文艺形态

层出不穷，相关内容和表述已不能完
全涵盖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和文
艺界行风建设最新要求和工作实际需
要，应当对公约进行适当修改。29日
在京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约修订稿
审议通过。

公约修订稿要求全国广大文艺工
作者坚持爱国为民，心系民族复兴伟
业，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歌颂真
善美，针砭假恶丑，讲好中国故事，弘

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潜心创作
耕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创作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精品力作，书写生
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勇攀艺术高峰；追
求德艺双馨，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良
知，保持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
的赤诚之心，做到襟怀学识贯通、道德
才情交融、人品艺品统一；倡导团结向
上，弘扬行风艺德，树立文艺界良好社
会形象，积极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
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引领社会风
尚，坚持从严律己，模范遵纪守法，遵

守公序良俗，恪守行业规范，尊崇职业
道德，弘扬社会正义，践行法治精神，
热心公益、乐于奉献。

公约修订稿同时要求全国广大文
艺工作者坚决抵制一切分裂祖国、破坏
民族团结、危害社会和谐稳定和损害人
民利益的言行；坚决抵制调侃崇高、扭
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
雄人物，反对唯洋是从、历史虚无主义
和文化虚无主义；坚决抵制粗制滥造、
抄袭跟风，反对唯票房、唯流量、唯收视
率；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坚决抵
制造谣诽谤、网络暴力，反对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中国文联发布《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订稿）》

共同营造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新华社成都3月29日电 29日，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在四川
广汉市开工，新馆将再现“三星伴月”
景观。三星堆博物馆以建设世界一
流博物馆为目标，力争成为中国文旅
新地标。

据了解，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位于
三星堆博物馆园区内，占地面积66
亩，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是现有
场馆建筑面积的5倍。新馆除了展示
三星堆1、2号“祭祀坑”文物外，还将
展示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文
物。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设计秉承“馆
园结合”的理念，统筹考虑与遗址公
园、现有展馆的关系，将新馆和游客
中心一体化设计。主体建筑的三个
单元体朝向三星堆遗址区、老馆及公
园区，形成“博物馆”与“遗址区”之间
的时空对话。

“计划打造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之成为展现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的国家文化
标识。”广汉市委副书记、三星堆遗址
管委会主任王居中说。

整个项目分为主体工程和展陈工
程两个部分，总投资14.33亿元。主
体工程计划一年内完成；展陈策划设
计同步启动，展陈工程预计于2023年
10月完成。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由中国建筑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施工和设计
任务。施工方将利用智慧工地系统，
保证工程建设安全、绿色、高效。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星堆博物馆项目负责人李文博介
绍，根据现有的方案，整个博物馆将
由三个起伏相连、相互堆叠的圆弧
形建筑构成，立面墙体与二号馆外
墙相连环抱一方水潭，形成“三星伴
月”之景。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动工

将再现“三星伴月”景观
新华社明斯克 3 月 29 日电

第29届明斯克国际书展27日在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闭幕，中国参展
图书受到参观者欢迎。

中国出版联合展台集中展示
了国内79家出版社的874种、超过
3000册图书，包括主题类、文学类、
社科类、传统文化、少儿类、语言学
习等6大类别。

中国展台负责人柳巴尔斯卡
娅说，对中国展台感兴趣的人群有
学生，他们前来寻找字帖、中文课
本；也有汉学家，他们希望看到最
新的汉学成果作品。

书展期间，中国参展方举办了
主题图书白俄语版新书发布会、白
俄语版《极简中国史》《国泰民安国
庆面》等新书推介会。

此外，俄语版《让我隔空抱抱
你——镜头下的人民战“疫”纪实》
等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图书，让读者

深入了解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
重要成绩，增强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
多语种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一带一
路：从愿景到行动》等图书，向读者展示
了中国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

书展期间，中国参展方还现场组
织中国“木板印刷”文化体验活动，顾
客可以现场印刷自己的生肖属相，或
者中文“福”字留作纪念，受到参观者
欢迎。

参展俄语图书《中国》作者普列斯
卡切夫斯卡娅说，她在图书中记录了
自己在中国生活期间在白俄罗斯媒体
发表的所有文章，介绍了中国文化，以
及最新的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
况。她希望人们能了解中国最新的发
展面貌。

明斯克国际书展每年举办一次，
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有广泛影响。本
届书展于23日至27日举办，来自12
个国家200余个出版机构参展。

中国图书亮相第29届明斯克国际书展

参展图书受到参观者欢迎

新华社里斯本3月28日电 葡萄
牙男足队长克·罗纳尔多（C 罗）28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球队能够
在29日主场对阵北马其顿的附加赛决
赛中取得胜利，从而晋级卡塔尔世界杯
的决赛圈。

“葡萄牙队是一支顶级强队，有能
力击败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C罗
说。37岁的曼联球星还特别感谢了球
迷的支持。据葡萄牙足协此前透露，葡
萄牙队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决赛的球
票在开售后10个小时内就被抢购一
空。

C罗同时还确认了主力中卫佩佩
的回归，并表示很乐意与这位在国家队
中共事了20年的密友再次并肩作战。
39岁的佩佩从新冠肺炎中恢复，已参
加了两次球队合练。除佩佩外，另一位

后防大将、曼城右边卫坎塞洛也结束了
之前的停赛，有望首发出战与北马其顿
队的比赛。

葡萄牙队此前在24日的附加赛首
场比赛中3:1击败土耳其队，接下来
29日的对手将是爆冷淘汰了欧洲冠军
意大利队的北马其顿队。欧足联已宣
布葡萄牙和北马其顿的比赛主裁判为
英国人安东尼·泰勒。据葡媒统计，葡
萄牙在此前泰勒执裁的两场比赛中均
告失利。

葡萄牙老帅桑托斯当日也出席了
记者见面会。他表示，曾经击败过德国
和意大利队的北马其顿队绝对不容小
觑，葡萄牙队将把下一场比赛当作“生
死之战”，并吸取对阵土耳其时领先后
专注度下降的教训，尽全力击败对手，
晋级世界杯。

C罗：期望带领葡萄牙晋级世界杯

3月29日，薜飞在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2022

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多哈

球星挑战赛男子单打第三轮比赛中，
中国选手薜飞以3∶0战胜美国选手卡
纳克，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

乒乓球多哈球星挑战赛：

薜飞晋级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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