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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亮

当我读到吴恭俭先生30多万字的专著 《借姐
歌声天上游》 时， 我顿然产生了既敬佩又惭愧的
感觉。 吴先生是我们大学时代的老师， 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曾任教我们的写作与民间文学， 年届八
旬的老教授， 还在著书立说， 还在一些极少有
人关注的领域里孜孜矻矻搞研究， 实在让我
等晚生后学敬佩不已。 相应而来的就是惭愧，
老一辈学人这种皓首穷经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
在我们及晚于我们出生的文化人身上， 是越来越
稀薄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吴恭俭
先生， 是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开始， 吴先生就与湘西土家族的民间文艺结
缘， 从搜集整理土家族情歌到新近出版的土家族
情歌研究专著， 吴先生走过了一条寂寞也是充实
的学术之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吴先生的 《借
姐歌声天上游》， 开了系统研究土家族情歌的先

河， 是一部土家族情歌研究的拓荒之作。
土家族是我国历史悠久、 饱经忧患的少数民

族之一， 土家族情歌是其民间歌谣中最有社会学
意义和最有文化含量的部分。 崭新的编辑视角与
编辑体例， 体现了作者对土家族情歌全面研究的
水准与全局把握能力。 作者精选了200首具有代表
性的情歌， 按照土家族的文化性格与爱情心理学
的实际进程进行了合乎规律的编排。 除了序歌和
尾声， 共分为十步（部）：初见，相慕， 试探， 追求，
定情， 期待， 别离， 怨恨， 波折， 抗争。 用作者
自己的话来说， 事实上就是在编写一部土家族的
情爱志。 这种编辑视角， 刷新了对土家族情歌研
究的高度。 这种创新， 无疑为土家族情歌研究开
辟了新的天地。

多学科的介入与多坐标的参照， 拓展了土家
族情歌研究的广度。 作者已经进入了文化跨界打
通的境界， 诸如民俗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多种
学科的知识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贯通。 而中国古
典诗歌、 现代新诗、 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情歌、
外国诗歌与民歌等等涉及情爱的许多经典作品，
也被作者大胆拿来做了许多比较分析， 成为一种
颇有效果的参照。 这种多角度的分析， 全面揭示
了土家族情歌的文化密码， 也展示了土家族男女

纯洁的精神境界。
人性的普遍性与土家族民族性格的独特性相

互映衬与纵深探讨， 体现了作者研究土家族情歌
的深度。 作者根据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结合
土家族的具体文本， 揭示了土家族忧郁型性格
的特质 。 这在以往的土家族文化研究中很少
有人提及。 了解土家族文化的都应该知道 ，
土家族的确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 仅
以土家族年俗为例， 土家族的团年宴 ， 一般
都是在除夕的头一天进行。 这是因为在很久
以前 ， 土家族为了抗击外来之敌 ， 除夕的头
一天就要出征。 匆匆的一顿年饭之后， 土家族的
热血男儿们毅然决然走向战场。 此后， 土家族的
除夕， 与汉族相比就提前了一天， 土家族谓之
“赶年”。 这种忧患意识， 渗透到爱情文化里面，
确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 我们也不能说作者的研究已经尽善尽
美。 由于作者生长在湘方言区， 对土家族有些特
殊的语汇还不能完全了解。 但瑕不掩瑜， 这部著
作为土家族情歌研究别开生面， 的确是一部具有
拓荒意义的作品。

（《借姐歌声天上游》 吴恭俭 著 湘潭大学出
版社出版）

袁娜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文
学作品往往体现着特定时代的历史样貌， 反映了特
定时代的思想潮流。 时代思潮所能达到的具体深度，
需要深入剖析代表性人物方能测量。 对文学而言，深
入剖析的则是代表性作家的经典作品。 一个时代作
家的创作才能、艺术和思想的高度，凝结于代表性人
物的杰出作品中。 剖析经典作品，可于历史罅隙中，
从细微之处还原一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真实时
代。

胡良桂先生的新作《当代中国作家经典作品
论》，正是一部立足时代经典、剖析思潮深度的作品。
此书集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评论和作家创作思想专题
研究为一体。 所选之人迟子建、莫言、刘震云、贾平
凹、王安忆、格非、苏童、韩少功、严歌苓等，大凡略微
对当代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读者都耳熟能详； 所选
之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蛙》《春尽江南》《繁花》《黄
雀记》《日夜书》《陆犯焉识》等，即使对当代文学知之
甚少的读者也不陌生。 作者以多维的角度、详尽的笔
墨，分析了十多部小说的主题、人物、语言特征、表现
手法、叙事特点和艺术特色等，可谓周全。

此书首先是一部“论”著。 既是“论”，对作品的文
学性分析首当其冲。以人物分析为例。本书所选作品
都是小说，人物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作者的论述
集中在小人物的形象，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中“引车卖浆者的孤独与悲悯”，如李佩甫的《生命
册》、莫言的《蛙》、姜贻斌的《火鲤鱼》中的诸多乡村
人物。 而此书尤为闪光之处在于为女性人物划分了
大片的板块。 从《蛙》中的妇科医生、计划生育工作者
“姑姑”到《带灯》中的乡镇干部带灯；从《黄雀记》中
的仙女到《活着之上》中既世俗又不甘世俗的妻子；
从《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女性“贱民”到《陆犯焉识》中
的大家闺秀冯婉喻等等， 她们组成了一幅全方位的
当代中国女性肖像画。

本书又可以说是一部“史”作。 书中所选小说，除
了《天香》，其余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
变迁史。 东北鄂温克人世代的生存领地，受到外部世
界的侵入和现代文明的碾压；西北苦寒之地，留学美
国归来的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少爷陆焉识在此接受劳
动改造；在江南乡村、上海弄堂，爱情沦为无休止膨
胀的物质欲望的牺牲品……不过， 也不完全是悲观

的。我们依旧能在一些人物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善良和美好，看到对
良知的坚持和对正义的追求。 尽管作者不是创作，只是论析，但书
中所研究的作品， 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构造了一幅立体的时代社会
画卷。

《当代中国作家经典作品论》一书，具有不止一种涵义。往小了
说，它是一部文学研究论著，分析了十数个当代中国作家的经典作
品。 进一步说，它是人生的写照。 书中分析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
既可看到人性的扭曲、欲望的罪恶，又可看到人性的善良、生活的
温情。作者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美好的人与事
的颂扬和珍惜，对一切丑恶的现象则予以抨击。

而往大了说，此书是中国当代的历史图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
选择，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一题材的偏好。新中国
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城市的迅速扩张和乡村
的不断萎缩，新式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击，物质的急速丰富和由此
而来的人格的虚浮和异化，等等。 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也体现了作
者心忧家国天下的情怀。

一个时代，城市、乡村、物质的可见改变，在历史画卷中有明显
体现，但人性深处的不可见改变，却只能依托文字还原。 文学的深
度，也在于此。 胡良桂先生在后记里说，自己本无意再写“长篇大
论”，“想写一点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把生活中碰到的那些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的崇高人格，去赞一赞，让美好成为人类的楷模，弘扬
正能量；把那些贼眉鼠眼、不知廉耻的肮脏灵魂，去晒一晒，让丑恶
变成社会的渣滓，鞭挞假丑恶。 ”可能正是基于此，尽管书中的研究
文章仍可谓“长篇”，却抛除了生涩坚硬的“大论”味道，读起来舒畅
明朗，能够触摸到文字的柔软和历史的温度。

（《当代中国作家经典作品论》 胡良桂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嘉莹： 爱上古诗词的九堂课》
叶嘉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叶嘉莹先生关于
中国古典诗词赏析及吟诵
系列讲座的纪录稿， 囊括
古典诗词的重要类型和重
要作品， 脉络清晰， 内容
充实， 文字典雅动人， 讲
述深入浅出， 是一部极佳
的、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史
的通识读本。

《门外说书：
一个藏书人眼里的鲁迅》
刘波 著 海豚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关于鲁迅
的书话随笔集， 从鲁迅专
题 收 藏 者 的 视 角 观 察 鲁
迅， 从鲁迅著译编校的书
籍里发现鲁迅， 着力对鲁
迅生平史料进行新探与重
建 ， 角 度 新 颖 ， 资 料 翔
实， 涉及 《鲁迅全集》 版
本 概 说 ， 鲁 迅 的 日 语 写
作， 鲁迅评陀思妥耶夫斯
基等多个方面。

孔子第77代孙， 世界孔子后裔联
谊总会会长， 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
谱， 新收入200万人。

1987年生意做得很顺的时候， 我去了老家
曲阜，见到了谷牧副总理，他对我说，你应该给
孔家修家谱， 不能把孔家家谱看作自己家族的
事，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 我当时
一没有时间，二有顾虑。 到了1996年，我才到台
湾找孔德成讨论修谱事宜。 孔德成连说了三次，
应该修。

1996年10月28日，在曲阜召开了第一次修谱
启动会议。 从前孔府有衍圣公，一声令下，各个地
方修支谱，把支谱接上，就修好了。 经过几十年的
战乱，现在找谁去？ 我看了看民国谱，那时候有

108个支，哪些地方人多，就从哪个地方开始。 像
河南，人很多，我先派代表去了解情况。 最后我发
通知，把河南省各村各县的代表五十多人请到济
南来，吃喝住行我全负责。 开完会后，大家都行动
起来了。 一开始我在香港和大陆之间来回跑，后
来我把生意交给我女儿，专注于修谱。 为了修孔
家家谱，光调查和采访就用了七年时间，第八年
才编纂定稿，一共十年。 2009年出版，80册，5000
多页。 凡是入谱的孔姓人都可以在家谱里找到自
己的名字，而且可以续到孔夫子。 山西有三个老
头，说不清自己是“真孔”还是“假孔”。 我们经过
调查，把他们的谱系接上了，这三个老头跪在那
里就哭起来了，终于找到家了，终于找到祖宗了。

家谱修完以后， 我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入
谱， 就成立了孔子世家谱常态化续修协会。 我

提出， 很多人反对女性入谱， 其实有些女性比
男性还孝顺， 另外， 如果一户人家只生女儿，
不把女儿记入家谱， 这家就绝户了。 所以， 一
定要把女性写入家谱。 这次修谱还收了15个少
数民族的孔子后裔。 过去家谱中没有收入过外
籍华人， 但确实是孔子后代的必须收进来。 这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孔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 家谱对每一位族
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生坐标和亲情纽带。 它
告诉孔家每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也提
醒每一个孔氏家族的人牢记“诗礼传家” 的家
风。 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还要知道自
己从何而来，更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人生在
世匆匆忙忙几十载，你之所以走得更远，是因为
你始终有家可回。

好书选读

《谢谢了，我的家》是2018年初中
央电视台推出的一档全球华人家庭
文化传承节目，以海内外54个家庭的
故事串连起中华传统家风的脉络。 节

目以朴实的表达、深情的回忆赢得了
全球华人的美誉。 近日，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了同名图书，“悦读”版特选
发部分内容。

编
者
按

爷爷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
大师， 父亲齐良末是齐白石先生最
小的儿子， 人称“小齐白石”。 她三
岁开始习画练字， 诵读诗文， 30余
年来笔砚耕耘不辍。

爷爷和爸爸不太像， 因为两个人的生活
背景完全不同。 爷爷小的时候家里非常困苦，
他历经痛苦， 自学成才， 特别会生活， 甚至可
以说有点抠。 但他对朋友、 对亲人一点都不
抠。 那时候， 我们老家湖南经常来好多同乡，
来了他就请吃饭， 都安顿好， 走的时候还给一
些路费。 老北京都知道， 以前白菜是北京冬季
的当家菜， 家家过冬都要储备。 有一家人常年
给我爷爷送白菜， 于是过年的时候我爷爷就
给人家画一张画， 免费的， 因为在爷爷眼里情
谊无价。 他的老师从小培养他， 带他走上绘画
这条路。 老师过世的时候， 爷爷特别伤心， 把

老师曾经夸赞的画亲自裱好， 带去坟头上烧
了。

他是一个手艺人， 以画养家， 有一个严格
的价目表。 曾经有一个人跟老爷子求画， 不停
地讲价钱， 要打对折。 老爷子实在不好意思把
人家轰出去， 就在纸的边上画了虾的前半部，
剩下的后半部没了。 那人说：“老爷子画得挺
好， 可这虾怎么就半截呀？” 老爷子说：“你给
的就是半截的钱啊。” 这也是爷爷生活中的童
趣和机智吧。 他把生活中很多事情变成乐趣。
这幅画其实有无限的意境， 一半在里面， 一半
在外面， 意境非常好。 不过， 他当时只是表达
情绪。

我人生第一件快乐的事发生在我三岁时。
20世纪70年代， 物质还不像今天这样丰富。
一次， 爸爸单位门口的一棵树倒了， 下雨之后
长出了小白蘑菇。 我爸爸这个资深吃货看见
了， 就把小白蘑菇采了回来。 为了“伺候” 蘑

菇， 爸爸还特意花肉票买了二两肉， 做了一盘
蘑菇炒肉。 他心里拿不准到底有没有毒， 拿了
一个小闹表， 对我说：“闺女， 这个针从这走到
这是五分钟， 爸爸先吃， 如果爸爸倒下了， 你
赶紧叫街坊牛大妈去。” 那时候肉不是很富裕，
蘑菇本身又香， 那五分钟的煎熬， 让我回味至
今。 五分钟一到， 爸爸没倒下， 说：“可以吃
了。” 现在回头想， 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但
是给了我莫大的快乐， 心里甜丝丝、 美滋滋的
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生活很现代， 我会尽量让自己的生
活快乐， 有意义。 这要感谢我父亲， 他让我知
道， 人生点点滴滴都是快乐， 要把人生所有小
事情都变成快乐。 我健身， 锻炼完了觉得饿，
我就倒一小杯红酒， 就着一点点奶酪， 或者一
小块巧克力， 一点一点地吃， 让嘴里的融化变
成无上的快乐。 生活是最好的艺术创作来源，
我们应该好好地生活， 快乐地生活。

齐慧娟：生活是最好的艺术创作来源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
长。 其父亲耿飚是国务院前副总理。
她长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关注文物
保护。

关于我想做什么， 在爸爸生前我们聊过，
他说他不会干涉我的选择。 最后， 选来选去，
因为我从小的经历， 还有爸爸的影响， 我决定
做跟文物保护相关的工作。

我记得在解放宁夏的时候， 爸爸住在一个
破庙里。 庙里的菩萨都在掉皮， 菩萨背后的壁
画却色彩斑斓， 都是老祖宗留下的。 有一次我
看到爸爸的一张小地图， 就问他这是谁的画。
他说那不是画， 而是地图。 爸爸在地图上用红

色和蓝色的笔画了好几个圆圈， 告诉我， 那是
咱们的炮口。 我问道： “咱们的炮口为什么不
打这些房子？” “这个不能打。” 他指着小房子
告诉我， “这是座清真寺， 咱们的炮口正好对
着它， 如果打出去， 它就没有了， 你就再也看
不见它了， 长大了更找不着。 寺庙是老祖宗留
下的宝贝， 我们不能打， 炮口得歪一下。”

爸爸用这张作战地图， 给了我最初的保护
文物概念， 我沿着爸爸的足迹， 开始了现在的
事业。 上世纪90年代时， 全国范围内的壁画
中有一个空白， 就是缺少明朝壁画。 恰好在北
京的法海寺发现了十幅特别棒的明朝壁画， 可
是大家基本上无缘得见。 于是， 我从壁画开始
保护文物的工作。 虽然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很

难独立完成， 但是我想， 必须有人做这件事，
哪怕只有一个人。 2003年的一天， 我和几个
朋友在一起聚会闲谈， 我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
逐渐消失表示担忧： 北京的胡同、 四合院越来
越少， 龙门石窟的雕刻工艺已经失传……我们
就决定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来做这件事， 为传承
保护中华文化贡献“剩余红利”， 所以就有了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现在， 基金会已经
走过了十多年， 我始终坚信， 要为中国文化做
点事。 这是我的人生选择， 至死不渝。

爸爸从小就一直嘱咐我： “你的根是这片
黄土地。”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时， 我都牢
记这句话。 我希望我的第三代孩子们， 能够
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耿瑩：“你的根是这片黄土地”

孔德墉：慎终追远，千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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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情歌研究的拓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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