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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者散文添加生命的体温为学者散文添加生命的体温
——读蒋述卓散文随笔集《生命是一部书》

□ 陈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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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相生的新尝试
——《乌江引》创作谈

□ 庞贝

一片童心向祖国
——读长篇儿童纪实文学《中国的孩子》

□ 李朝全

蒋述卓教授以文学研究知名于
学界，他对散文创作也情有独钟。他
将多年来创作的散文随笔集纳在一
起，取名为《生命是一部书》。虽然他
自谦“散文写作属于刚起步阶段”，但
读完集子里的长章短制，透过那些文
思兼美、酣畅淋漓的文字，我不但感
受到蒋述卓散文的成熟与老到，也见
识了他学术之外的另一副笔墨。

作为学者研究之余的副产品，
蒋述卓的散文随笔，基本上可以归
入“学者散文”一脉。在《生命是一
部书》中，我们随处可见知识的“贝
壳”，感受到学问的底气与文化的
底蕴。在《谁晤浯溪？见字如面》
里，蒋述卓不但追踪《大唐中兴颂》
立碑的来龙去脉，解读元结撰碑
文，颜真卿书写碑文时为什么要用

“春秋笔法”，揆清了历史尘烟之
后，又考证颜真卿为什么用楷书大
字书写，中锋用笔，却时有篆隶之
法参乎其中。接下来，再考证碑文
由左向右行文的根据，并纠正了历
朝历代对于“由左向右行文”的种
种误解，可谓刨根溯源，集考据、义
理与辞章于一炉。

蒋述卓的散文随笔还有生命的
投入、感情的温润与心灵的渗透。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学者散
文”大受读者的欢迎。但有的学者
散文过度沉迷于繁杂琐碎的史料考
证爬梳，有的介绍知识时又过于平
铺直叙、枯燥刻板，既没有生命的介
入，又没有感情的温润和心灵的渗

透。蒋述卓的学者散文之所以别有
一番风味，正在于他的散文具有生
命感、真性情和心灵性三要素。他
将散文集命名为《生命是一部书》，
就表明了他对“生命”的看重。而更
为重要的是蒋述卓将这种生命意识
融入他的所有作品中。

《戒台读松》与其说是在读松，
不如说是在读生命：“卧龙松”有一
种尊者的高标与闲适自如的气度，
无畏世人的评头品足、说三道四，
松风过处，不留痕迹；“九龙松”真
实坦荡地裸露于天地间，千年下
来，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抱塔
松”因生长过程中人为的扭曲，畸
形的躯干让人感到可厌、可叹与可
怜；而“自在松”实际上是个假冒
者，已没有唐代“自在松”的伟岸、
风度和气质，而以“怪”与“俗”的表
演而闻名，怎么看也感到不自在。
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
性，在这里已达到了一种“神与物
游，神居胸臆”的化境。这个“化
境”有两个层次：一是“物我一体”
与“物我互化”，即物是主体也是客
体。物就是人，而人有时也是物，
人与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二
是将生命、情感与心灵渗透到物
中，没有生命、情感的物也获得了
生命和情感。读着这篇《戒台读
松》，我不由想起作为书名的《生命
是一部书》这篇散文。他写道：“大
千世界，众生皆有自己的一本生命
之书，各具情节，各有风姿，才有这

世界的丰富多彩。”作者还意识到：
“人人都在谱写自己的生命之书，
同时又在充当着这本书的阅读
者。”由于生命是看与被看、创造与
被创造、阅读与被阅读的关系，故
而在戒台之松，在浯溪碑刻，在赤
水河畔，在草原深处的秋里，在槟
城的温风暖雨中，我们都能体会到
作者的生命体温，看到伴随着真情
和心灵渗透的生命呈现。

意趣和禅味，是蒋述卓的学者
散文的另一个特色。以往的散文
研究，对真、情和理较为重视，而对
趣与味一般忽略不计。其实，“趣
味”也应是评判一篇散文是否优秀
的一个重要标准。晚明的袁宏道，
就十分看重散文小品中的趣，并认
为，“世人所难得唯趣”“趣之正等
正觉，最上乘也”。现代以来，丰子
恺、汪曾祺、余光中、贾平凹、王小
波等的散文，皆因有趣味而广受读
者的喜爱。蒋述卓的学者散文，也
处处透出意趣和禅味。《谁晤浯
溪？见字如面》就是一篇有历史考
据也有文化内蕴的发现，又是一篇
寓有诸多意趣的妙文。《戒台读松》
读松之后，悟到“无名者没有什么
累赘，活得潇洒，并不见得就比那
些出名者少些内涵。只是那些趋
名弃实的围观者，常常只绕着那几
棵名松转，而忘却了大千世界中还
有无数可作深观的风景”。这样的
感悟，颇具禅机与趣味，令人沉思，
回味再三。

曾平标、廖子馨，一男一
女，一位来自珠海，一位来自澳
门，这两位作家携手，联袂创作
推出了长篇儿童纪实文学《中
国的孩子》，堪称一则文坛佳
话。

这部作品的选材和主题独
特，从澳门是中国的孩子和澳
门的孩子也是中国的孩子这两
个角度切入，讲述澳门孩子和
祖国的故事，彰显国家认同，高
扬爱国主义，是一部弘扬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的优秀作品。

作品的主题之一是澳门是
中国的一个孩子。这是从闻一
多创作《七子之歌》以来为人们
普遍认同的观念和理念。作者
以纪实的手法，追溯了闻一多
创作《七子之歌》的历史背景及
经过，回顾了澳门这个游离于
祖国之外数百年的游子终于在
1999年顺利回到祖国怀抱的
历程。通过今天澳门的孩子接
续唱响《七子之歌》，激发昂扬
的中国心、祖国情，表达澳门离
不开祖国、澳门永远是中国之
子的坚定信念，传递了国家统
一的坚强信仰。另一方面，在
作者的笔下，澳门回归祖国之
后，澳门的孩子迅速地融入了
祖国大家庭，他们很快便了解
熟悉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建
立起了对这个伟大国家的认同
并且融进这个大家庭，成为了

“中国的孩子”。这一主题无疑
是深刻的。作者的创作角度新
颖独特，选取孩子的视角，以孩
子的眼光来看待澳门与内地千
丝万缕的联系，那是一种类似
于母亲与爱子之间隔不开、割
不断的情感纽带。孩子是国家
的希望和未来，澳门孩子对于
祖国的依恋热爱，实际上代表
的正是全体澳门人对祖国真挚
的情感。

《中国的孩子》擅长运用典
型的、有代表性的事例来阐释
和表现作品主题。全书采用的
是一种串糖葫芦式的结构，将
10个典型事例串联起来，形成
一个文学故事矩阵，全方位地
展现澳门与内地情同手足、亲
如一家、血浓于水的同胞情
义。而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
则是爱国主义。一方面，祖国
给予了澳门不遗余力的关爱呵
护、支持帮助。作者精心选取
了几个典型事例，其中之一是
内地为澳门供水。为了保障供
水，国家专门修建了竹仙洞水
库，通过4条渠道输水，在“咸

潮”期千里调水来压咸，在春节
“水荒”时期为澳门“抢”出了
2000 多万立方米的“救命
水”。内地倾情建设智慧生态
农场，确保澳门百姓的“菜篮
子”和饮食安全无忧。在台风

“天鸽”来袭、澳门街面一片狼
藉之际，解放军驻澳部队及时
出动近千名官兵，清淤和清理
垃圾，帮助澳门迅速恢复社会
生活秩序，等等。

除了描写祖国对澳门的关
爱呵护之外，作者也浓墨重彩
地描写了澳门群众对于国家的
认同，对于祖国的回报和反
馈。譬如，澳门的孩子主动帮
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孩子，澳门
的学校和贵州一些落后地区的
学校结为“姐妹学校”，进行对
口帮扶，投入巨资帮助从江县
大歹小学进行迁建，很好地提
升了学校的办学条件。在表现
澳门孩子学习中国传统历史文
化，建立国家认同、培养爱国情
操方面，作者特别选取了澳门
的孩子们给习近平爷爷写信，
回忆学校的爱国历史，表达爱
国心情；重温濠江中学创办人
杜岚绣红旗的故事，学校每周
举行神圣的升旗仪式，组织澳
门学生“千人计划，百团出行”，
到内地参观访问，到天安门观
看升旗仪式，游览万里长城，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也包括让人
教社的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孩
子们的脑中、心里，澳门的孩子
们主动学习粤剧，传承传统文
化，同唱《七子之歌》，等等。这
些事例都很具代表性，也很生
动，而且主角多为孩子，贴近儿
童。作者善于采用儿童的视
角、儿童的语言来讲述故事、回
忆历史，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
亲切感和亲和力，体现了爱国
主义教育是一种润物细无声
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培育。

《中国的孩子》具有鲜明的
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作者以
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印证了澳门
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的成功
实践，澳门回归祖国最重要的
是人心归依、心向祖国。“一国
两制”之所以能够在澳门成功
施行，取得成果，是因为澳门始
终坚定不移地推行国家民族认
同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
是对澳门的孩子，对青少年一
代进行祖国认同和爱国主义教
育。在澳门，通过进教材、进课
堂，入脑、入心，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和这
个国家心手相牵、血脉相连，有
着文化相关、历史相传的割不
断解不开的关系。

《中国的孩子》生动表现
了澳门与祖国永远不可分割
的母子深情，对于我国更好地
贯彻实践“一国两制”具有重
大的启示价值。在澳门成功
推行的国家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实践，可以复制推广借
鉴。这部作品虽然切口很小，
但是主旨深远，意义重大，既
是一部对澳门同胞、澳门孩子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学教
材，也是一部有益于所有中国
人的国家教育和爱国情操培
育的书籍。

史敦宇1952年出生于敦煌，是
第一批敦煌学者们在莫高窟工作
时的孩子，名字是敦煌艺术学者常
书鸿所起。史敦宇的父亲史苇湘、
母亲欧阳琳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和
敦煌艺术专家。她自幼跟随父母
出入洞窟学习临摹敦煌壁画，并得
到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大师的
指导。她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研究
和复原敦煌壁画30余年，复原的敦
煌壁画曾在北京、上海、台湾等地
展出。

《乐舞敦煌》一书选取了敦煌壁
画中舞蹈声乐部分的临摹本，让读
者一窥千年来舞蹈、乐器的演变历
史。从北凉到元代近千年时间里，
乐舞几乎朝朝各异，代代翻新。敦
煌莫高窟是一部厚重的乐舞形象辞
典，诸多洞窟里保存着形象各异、姿
态纷呈的乐舞，在琼楼峻宇、乐池舞
榭中绘制成组成群的乐队和单人、
双人舞蹈，是我国文化史上宝贵的
艺术财富。

本书的内页使用古朴甚至看似

残破的纸张，与绚丽灵动的壁画形
成鲜明对比，以还原敦煌壁画的时
代感与沧桑感，努力在书籍呈现、作
品本身与敦煌文化间找到一种原
始的联系和平衡。整本书大部分
都是手工完成，封面选用了特别定
制的毛边纸，采用手工装裱拼贴效
果。在内页的设计上，所有的画稿
都根据需要设计了不同的残卷效
果。手工制作不仅增强了每本书的
不可复制性，更提升了书籍本身的
阅读体验。

1934 年秋，红军主力开始转
移，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寻
求一条生路。长征是在“走夜路”，
好在这支“夜行军”有照明引路的

“灯笼”，这便是情报破译。长征途
中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
山、过草地的故事几乎人尽皆知，而
《乌江引》所要呈现的是这部宏大史
诗的“副歌”，是鲜为人知的另一个
传奇——长征密码情报战，这是一
场“无形之战”。

《乌江引》基于准确可考的史
实而创作，这个题材给予作者想象
和虚构的空间很小。如若写成纪
实类作品相对容易，然而我决意要
将这个题材写成具有文学纯度的
长篇小说，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
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高
级文本”。

在我看来，只讲究内容而形式
感欠缺的作品只是半成品，一部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理应

具有形式的美感。就作品形式而
言，我着力为《乌江引》营造一种
整体结构上的节奏感，严格限定
第一部《速写》约占全书四分之三
的篇幅，第二部《侧影》约占四分
之一。就叙事视角而言，我严格
限定人物活动的“景深”：前景是

“破译三杰”，后景是红军领袖，后
者只以前者的所见视角出现。在
叙事语言方面，我力求还原当时
的语境，而非拘守当今标准汉语
规范。譬如，在海量的文献阅读
中我发现，那时很多人在量词的
使用上并非总用“个”字，他们不
说“这个土豪”，而是说“这只土
豪”。又如，彼时各级指战员在口
语中并非喊“政委”，而是“政治委
员”。诸如此类的细节，都是构成
一个高品质文本的必要元素。

这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所有
细节必须言之有据。我试图以独特
的构思解决这个难题，最终文本呈

现的“亦文亦史，虚实相生”艺术效
果，体现出一种创新性叙事文本的
质感。在《乌江引》独特的结构形式
中，第一部《速写》与第二部《侧影》
形成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这也是
某种对位和同构，而《速写》中“我
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使
用，《侧影》为扩展更大历史时空所
用的“缠绕式叙事”，具有某种意义
上的独创性。

《乌江引》固然是对长征史诗的
一种解密（史学界和文学界评价说
这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崭新书
写”），然而我同时想要呈现人在身
心极限状态所迸发的生命力。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命力的

“超常实验”。
拒绝遗忘，这是对历史的一种

尊重。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我
们理应予以敬重。即便他们留下的
只是一个尘封的侧影，也可给予后
来者以行动的勇气。

复原敦煌千年乐舞
□ 李生

蒋述卓，文艺理论及文学评论家，学
者。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
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
国文艺评论基地暨南大学基地主任，广
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外华文
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华文
文学》主编。暨南大学文化产业发展研
究院院长。代表性作品有《在文化的观
照下》《城市的想象与呈现》《文化视野
中的文艺存在》《诗词小札》《生命是一部
书》等。曾获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文联2014年
文艺评论奖特等奖、广东省第八届鲁迅
文艺奖。

蒋
述
卓
简
介

庞贝，作家，戏剧及电影编剧。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
员，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
家。近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无尽藏》

《独角兽》《乌江引》，戏剧剧本《庄先生》
《广陵绝》，电影剧本《上海王》。小说作品
曾决选入围茅盾文学奖并获《中国作家》
剑门关文学奖、两届《亚洲周刊》年度十大
中文小说、“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年度
TOP10、“华文好书”年度奖等；戏剧作品
曾获华文戏剧节最佳编剧奖，并在法国阿
维尼翁和韩国清州等国际戏剧节演出；电
影作品曾获台湾金马影展最佳创投剧本
奖。

庞
贝
简
介

史敦宇，敦煌艺术教育家、画家，兰州
大学特聘研究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研究和复原敦煌
壁画30余年，曾受邀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唐
风舞韵——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作品展”，
复原的52幅乐舞题材敦煌壁画作品被国家
大剧院永久收藏。合著出版《敦煌图案》

《敦煌壁画线描集》《敦煌舞乐线描集》《敦
煌壁画复原精品集》《敦煌壁画复原图》《乐
舞敦煌》等。

史
敦
宇
简
介

曾平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
委员会主任。出版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个
人专著 23 部。代表作品有报告文学《中国
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初心：粤港澳合作
中的横琴故事》《向死而生》《中国的孩子》以
及小说集《祭梦》、散文集《生死树》《那年那
月》等。作品先后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五个
一工程奖”图书特别奖，中央电视台“中国好
书”奖，广东省第12届、第13届“五个一工程
奖”，广东省第三届“有为杯”报告文学金奖，
珠海市人民政府“渔女奖”等。

曾
平
标
简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