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松林

罗锦堂教授小我六岁，
又是甘肃老乡， 自然感到亲
切。 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就去了台湾， 并在胡适
先生主试下以博士论文《元
杂剧本事考》 成为台湾教育
领域授予“文学博士”的第一
人，他毕生从事曲学研究，著
作等身，享誉中外。 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其曲学著
作， 余以为此可谓曲学界一
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翻阅厚厚的长达千页的
书稿《元杂剧本事考》《中国
散曲史》《北曲小令谱·南曲
小令谱》《明代剧作家考略》，
有如下感受：

首先，资料丰富、考证有
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罗
锦堂教授是一位真正的读书
人，他几十年潜心学问，尤其
是对曲学的研究， 更是造诣
极深，其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譬如他的博士论文《元杂剧本事考》根据剧本
内容将元杂剧分为八类：历史剧、社会剧、家庭剧、
恋爱剧、风情剧、仕隐剧、道释剧和神怪剧，对研究
元杂剧的分类影响很大。更有价值的是他对现存一
百六十一种元杂剧的本事渊源进行深入细致考证，
像他在该书《自序》中说“参考群籍，搜索其渊源，辨
析其同异，则不唯可以增加读者欣赏之兴趣，更可
窥见作者剪裁穿插，处理剧情之用心”，对读者全面
了解元杂剧的故事流变、体味文化精神具有很大的
启迪作用。

他的《中国散曲史》最大特点是线索清楚，勾勒
清晰，内容丰富，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我之所
以写《中国散曲史》，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整个散曲
的发展情形给大家做一个概括的介绍。 ”

他搜集整理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都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南曲小令谱》，如今
较少见，故其出版对今人写作南曲小令有极大的帮
助。

《明代剧作家考略》 材料丰
富，考证精确，显现出先生扎实的
文献学功底，故所得结论可信。

其次，论证充分，结论令人信
服。 罗锦堂教授不是抓住只言片
语而加之主观的猜度性阐释，而
是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
则， 对中国戏曲的相关材料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 可谓拉网式的梳
耙，力图做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
然后再充分论证， 水到渠成地得
出结论， 故结论具有较强的可信
度。 如《元杂剧本事考》在考述一
个剧目的故事流变时， 往往是在
丰富的资料引证的基础上论证，
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譬如在考
论马致远的《黄粱梦》时，锦堂教
授由《列仙传》卷六吕岩条引述，
说到《太平广记》卷八十二所收唐
人沈既济的《枕中记》，再由《文苑
英华》本谈及《容斋四笔》卷一，从
而对这一故事的演变作了清晰的
勾勒：“以此推论《搜神记》及《列
子》所记，源本佛经之可能性。 再

由《枕中记》敷衍而成《黄粱梦》杂剧，其渊源永可寻
绎而得也。 ”

再次，丰富的阅历、海外汉学的视野，增加了其
著作的文化意义。罗教授1927年生于甘肃陇西的一
个书香门第，1948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上海国立复
旦大学，旋即转赴台湾大学攻读中文，从而与曲学
结下不解之缘。 他又是台湾地区第一个文学博士。
因为曲学研究，他与国学大师胡适、大书法家于右
任、爱国名将张学良等有过密切交往。 他先后在中
国台湾、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的多所大学任教，后被
聘为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如是的丰
富阅历，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尤其是他长久的海外
学术生涯使之具有融通中西的学术视野，掌握了海
外汉学的动态，这些对促进国内的曲学研究具有一
定的意义。

（《罗锦堂曲学研究丛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出版， 首批含 《元杂剧本事考》《中国散曲史》
《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 》《明代剧作家考略 》数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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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畅

海边的曾维浩，名实相符，因为他住在珠海，珠海
在南海之滨。

曾维浩原先不在海边，他的老家在湘西南武冈的
一个偏僻旮旯，要说与大海的关系，则是他们村前那
条小溪岩头江最终流入大海。 岩头江先流入一条小
河———维浩的作品里称之为小姜河，我就在小姜河畔
的一个村住，两村隔江相望。 由此，我相信自己对维浩
比较了解。

我最先听说维浩是因了这样一件传闻：对岸岩头
江村的小孩维浩， 在山里砍柴的时候吃“马齿苋”籽
籽，醉死了。 当然，又听说，一起砍柴放牛的有好几个
人，小家伙们没有真正醉死，只是醉昏过去，不久后自
己在草坪上醒了过来。

后来又听到维浩另一些传闻。 12岁、身子偏瘦的
他去黄桥镇卖小麦秆，他妈妈给他捆了大约30斤小麦
秆，他嫌轻了，要妈妈多捆一些。 麦秆轻，体积超大，这
个小人儿前后根本看不见路， 踉跄着跟大人一起，挑
担十五里路居然没掉队。 他领到一块零六分钱后，就
扛着扦担去看街，走到一个小吃店前，想吃一碗肉丝
面，嫌贵，终只买了一碗汤丸。

2012年，我陪维浩和他父母“重访”黄桥镇。 他走
到那条街，可惜那店子没有了，只好在街道上徘徊一
番。

看过黄桥镇，维浩又得寸进尺，想到县城去看看。
本县县城武冈城离家120里，去不成的，想想而已，但
邻县的隆回县城桃花坪离家只有30里， 大人们经常
去，自己应该也可以去的。 当然，虽是走路，但总要点
“盘缠”。 这小家伙哪敢问父母要钱？ 只能自己偷偷
“攒”。 卖鸡肫子皮（鸡内金），卖野蓖麻籽、半夏子，集
腋成裘，居然差不多攒了三块钱。 曾维浩决计跟着大
人们去桃花坪之前，先努力把家里垃圾凼里沤的肥挑
到自留地里去。 想着干完又重又脏又累的活，母亲比
较容易同意。 结果，他不但没去成桃花坪，积攒的三块
钱也被母亲收缴补贴家用了。 上大学以前没到过任何
县城，直到考上大学体检，他才得以走进县城，上大学

需要路过隆回，他才得以走过桃花坪。
如果说喜欢看“大世界”属精神生活，维浩的另一

项精神生活是喜欢听音乐。 村里来了弹花匠，维浩必
定去看。 弹花匠身后立根有弹性的长竹竿，竹竿顶端
系一条长线，线的下端吊一把长弓横在身前，左手
握弓，右手握着酒瓶一样的弹锤，弹敲弓的弦，乒—
乒……很悦耳，很有节奏，在维浩听来，是十分好听的
音乐；他往往听得忘记了做事，忘记了吃饭。 后来，维
浩听钢琴或交响乐的时候，常常想起弹棉花的音乐。

由此及彼的联想，也不止这一件事。 维浩小时候
放学后的工作是扯猪菜，他认得很多猪菜，知道哪些
草呀、叶呀猪爱吃。 成年后到荷兰，看到那些奶牛在田
野吃草，他真想下车，自己一定认得哪些草可以做猪
菜，哪些草猪最爱吃。 他想，在荷兰当一个扯猪草的小
崽子多幸福啊！

这可以认为是维浩的乡村情结或怀旧情结。 这种
情结他是解不开也不愿解开的。 四年前的春节，维浩
带着夫人刘洋女士、 孩子曾天行回乡陪父母过年，到
我所住的武冈城看望师友。 我陪他们先到旧城保护区
里走走。我们沿穿城河、古城墙、老街走。边走，维浩边
向夫人、孩子介绍古城历史，一些历史掌故，他如数家
珍。 他对十岁的孩子曾天行说：“岩头江、武冈城是你
的家乡， 以后你无论走到哪个地方， 都不能忘了家
乡！ ”

傍晚时分，我们一行走到武冈市委大院最后面的
一排房子前。维浩说，他曾在这房子住过几年。房子仅
一层，住户大都搬走了，一长排靠围墙的房子没有一
间亮着灯。 他走到自己住过的那间门口，久久伫立，从
稍远处树那边射来的路灯光斑驳地落在他身上，他的
影子隐隐映在墙上。 我想起他一部小说的题目叫《城
市雕塑》，觉得此时的他可以称为“旧居门前的雕塑”。
他要他夫人和孩子也到房门口站一站， 说接一接这
“房气”。 又对我说，“站在这里，就想起当年好多事，好
多人，好多帮过我的人。 ”

一般说来，爱家乡一定会爱父母。 维浩把上了年
纪的父母接到珠海居住，“侍奉至孝”。 母亲节、 父亲
节，维浩在QQ、微信里发照片《母亲节陪母亲》《父亲
节陪父亲》。 去年父亲节发的叫《父亲节推父亲晒太
阳》：社区公园里，中风偏瘫的80多岁的父亲倚坐在轮
椅里，50多岁的儿子弯着腰推着轮椅， 似还在和父亲
说话。 维浩懂得，对年迈的父母，陪伴是最重要的孝。
他父母还在时，我和他通电话时问候两个老人，他总
会说：“就在这里，你和他(她)说两句吧。 ”父母不在了，
他就在这种节日里沉默不语。

最后我要说说，维浩的长篇小说《弑父》《离骚》,中
短篇小说集《凉快》《城市雕塑》,散文随笔集《灶台上的
玫瑰》等，其中许多景物、人物形象、故事，都取材于岩
头江、小姜河两岸。 故乡融入他的作品，也融入他的精
神领域了。

让诗
在人心上流动

吴艳红

继《一日一花》《一日一果》等广受欢
迎的文创产品后， 湖南美术出版社又推
出了 《一日一诗》。 在快节奏的当下，
这些好书带领我们体察光阴的细微变
幻。 《一日一诗》 不同于时下的 《诗词
日历》， 更具深度和厚度， 更具收藏和
观赏价值。

尽管古今物质生活判若云泥， 但精
神追求则千古如一。 现代人依然有形而
上的追问与喟叹， 需要在“人生代代无
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的歌思里化
解； 现代人依然有生命情调的高扬， 需
要在“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
人” 的宣言里放歌……古诗中的各种情
思， 依然在今人心底激起一圈圈涟漪，
将我们生活的波心撩动， 然后渐渐沉
静， 升华， 净化。

古人感于物而动， 今人感于诗而
动。 诗是引发今人人心感动的触媒。 古
典诗歌， 是古人呕心沥血歌哭笑骂的生
命之歌， 最能唤起今人心底的种种情
愫。 古人云： 不惜歌者苦， 但伤知音
稀。 难道我们不该做个古人的异代知
音， 让那些慰藉过一代代人的古诗在我
们的心上流动起来？

李元洛原著、 海滨编纂的 《一日一
诗》， 正是“感于诗而动” 时代的触媒，
一日一诗一画一赏析， 让古人的情思复
活， 触动的正是我们沉睡已久的感性与
诗性。 在生活简单分解为赚钱与消费的
当下， 工具理性大行其道， 感性变得异
常稀缺， 诗言志、 诗言情几为陈迹。 感
性需要唤醒， 感性触发感性， 诗在人心
上流动起来才是不死的。

《一日一诗》 精选了365首经典古
诗、365幅名家画作和365篇倾心品鉴，
配以时令、节日、风俗、人情、名物等，既
是亲近古典，又是诗化当下。 如四月一
日是西方愚人节，编者海滨特意选了唐
代岑参的《戏问花门酒家翁》。 其诗曰：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 道
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这首
小诗充满生活情趣和生命智慧，诗人与
七十岁的酒家翁开了个善意的玩笑：“用
形似钱币的榆钱买酒，可以吗？ ”二人必
定十分熟稔，才有如此风趣的对话。 这
个平淡日子里的小插曲，让生活顿时有
了光彩。 若你在四月一日读到这首诗，
是否会如诗人般对平淡生活从容一笑？
又如十一月十一日是中国的“购物节”，
特选唐人吴融《商人》一诗，末句“随风逐
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写出商人常
年奔波在外， 不得与家人团聚的艰辛。
对比古今，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首小诗看到大历
史，引起一番感叹，让我们对今天的生活
更有别样的珍惜。

古诗像水一样， 只有流动起来， 才
不会腐坏。 它清洁我们的心灵， 洗亮我
们的眼睛， 让我们与自然、 他人和自我
重新联结。 切莫藏之于故纸堆， 切莫视
之为秘不示人的老古董。 一日吟诵一
首， 当作一种仪式， 古诗会在你的心上
流动起来。

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
涯之生？ ”人生的种种风景无关有益无
益的思量，等到风景都看透，还有生活细
水长流。 先哲孔子说：“绘事后素。 ”不妨
将心灵的底色调成素淡，以诗心处红尘，
世事喧嚣背后总留有一角清净之隅。

一日一诗， 365个日子， 不拘年
份， 岁岁年年， 诗意唤醒感性， 唤醒我
们对生活更多温柔的感动。 诗是人做的
梦， 有些梦， 不妨沉醉一生， 不用醒
来。

（ 《一日一诗 》 李元洛/原著 海
滨/编纂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吟者与诗人
李学全

一颗普通的心， 当感受出了诗的甜与美，
或者被诗的节律强烈震撼， 多会有想写诗的意
念。

许多人初试后才发现写诗如此之难， 于是
怀疑自身不具有诗人先天独特的潇洒浪漫； 也
许更是自不量力， 后天没趟过书的深海， 不具
八斗高的内才， 竟还敢写起诗来。

从书海对岸遨游过来的人， 不以为然， 执
笔挥墨， 信心满怀， 也同样败下了阵来。 因
此， 心还年轻的吟者， 都好想求得其中奥妙，
急切要向诗人讨教。

见面之先， 吟者心怀喜悦之情， 据诗推想
起诗人来， 诗人不是多情善感的王子， 身躯伟
岸， 就是心灵灿烂的公主， 貌若天仙。

反复向诗人求教， 可不知为何总拒绝相
见？ 苦苦相求以后， 心软的诗人因不忍答应会
了面。 原来， 诗人是怕人们看到他那副令人失
望的、 霜茄般的脸， 一副太过成熟的、 镌刻着
岁月沧桑的容颜。

与诗人多次交往和深入的交流后， 吟者才
有些明白写诗何以如此之难。

诗缘情而绮靡， 好诗是诵者的知己， 引情
感的共振共鸣， 将沉睡的灵魂唤醒。

诗的关键是诗眼， 诗眼往往是一闪念的灵
感， 这一闪不是偶然， 是诗人压抑许久的、 从
没折服过的心， 苦行几十载修成的慧眼。 诗
眼， 是诗人被霜冻降温至冰点以下的心， 挤出
的热能发出的光和电， 才如此有力量地穿透和
温暖读者的心田。 诗眼， 更是残酷的生活无情
扎在诗人心上的鲜见的洞穿， 读者借此眼看世
界， 才有了开朗豁然。

智慧的诗人诗中还写了苦难， 是为了给已
过往的半生做一个结算， 为其心要早点告别苦
难的昨天， 作为忘却的纪念。

为了不再枉度余生， 诗人明白了真实生活
未爱过自己的真相后， 热爱生活依然， 还清醒
地给后续的生命多添些浪漫色彩， 诗意超度无
论怎样景况的未来。

无论世事将怎样变迁， 生活将要面对怎样
多的愁忧， 诗人总有活下去的许多理由： 幸福
了不舍， 未曾幸福过不甘， 只要世间还有苦
难， 拯救的队伍中就有我在； 既然已经是九死
一生， 就不再在乎多一次的死而复生； 习惯了
风雨， 波澜不惊， 更自信还会有可慰藉的更美
的诗篇。

如果不确定的未来真实依然穷困， 甚至起
伏跌宕， 惊涛骇浪， 心还能怎样的绝处逢生？
保持童心， 将美好希冀于明天， 好奇心驱使
下， 努力将未来作有兴趣的探究， 过程中作金
不抵沙的乐， 无论世间冷热几度， 无论贫穷还
是富有、 结果如何， 都不在乎。

九九八十一难， 不一样的人生， 才有了九
九归一， 凝练成不一样的诗人、 不一样的诗
篇。 味苦的人生不淡， 正如海水的苦涩才浸染
出了海的活鲜。

原来诗是善良的诗人化了妆的镜中左右翻
转了的人生。

原来诗更是善良的诗人将咽下肚的苦中苦
熬成的、 让来者之心长生不老的药丸。

原来诗人是深刻而又有童趣的、 对世界还
充满好奇心的老男孩。

《美人书》
赵俊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书采用女书的形
式， 以主人公红豆对童
年女友兼情敌的芙蓉的
倾诉， 来讲述自己在家
族风波与动荡时局下的
爱恨纠葛。 本书也是一
部方志传奇， 百年前湘
桂边界官、匪、盐商的相
互纠结， 得以藉此一瞥
惊鸿。

《牧铃动物小说》
牧铃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本 系 列 收
入 全 国 儿 童 文
学奖获得者 、著
名 动 物 小 说 作
家 牧 铃 的 多 部
力作。 作品通过
荡 气 回 肠 的 动
物 命 运 和 百 折
千 回 的 艰 难 求
生的心路历程 ，
赞美勇者 ，张扬
生命野性 ，挖掘
深刻人性。

湘版好书诗海心香

走马观书

湘人书话

海边的曾维浩

文史大家

学术价值极高的罗锦堂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