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昌宇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是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刘亮程的谈话录。
书中， 刘亮程以其生活变迁和文学创作
为主线，畅聊了对故乡、对新疆的深厚情
感， 分享了自己的生活智慧和对散文写
作的理解。

刘亮程以别样的眼光， 将他的故乡
沙湾和新疆纳入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感
体系里，展开细细言说。在他看来，“每个
人的家乡都是个人的厚土。”一个有情怀
懂感恩的人，“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把
自己还给家乡”。 秉持着这样的襟怀，刘
亮程讲述了自己的童年趣事。在沙湾，一
个懵懂少年，经常怀揣着梦想，半夜三更
起来，然后悄悄穿上鞋，一个人行走在故
乡的街道上，或者爬在别人家的窗口，去
听别人做梦。孩提的天真，故乡的纯净，
人心的淳朴，经刘亮程三言两语一勾勒，
那种浑然天成的诗意和梦境， 便悠然在
我们面前漂浮闪耀， 幻化成一幅清澈澄
明的故乡风情图来。

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见地、有品味的
作家， 刘亮程常常能透过斑驳的世相，从
寻常事理中， 窥探到常人疏略的一面，并
予以新奇大胆的诠释。他说聊天，就是把
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
话方式，万事天做主，什么事都先跟天说，
人顺便听到就行了。他谈生死，潇洒中又
带着几份禅味。“知道生命终有一个走不
出去的寒冬，所以坦然地去走，走过所有
开花的春天和落叶的秋天。”故而，他主张
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去面对生命中的顺与
逆、苦与甘，于是便有了“坦然，是我们在
世间获得的最为珍贵的温暖” 的殷切告
诫。可贵的是，刘亮程还将这种洞悉力和
精妙阐释，用到了他的散文写作中，创造
性地提出了“散文就是聊天艺术”的学术
观点。对传统散文，他有肯定也有剖析，更
有大彻大悟，殷切寄语每一个写作者“心
中有天和荒，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章。”
他盛赞那些像聊天一样飞起来的语言，在
貌似缥缈、散淡中，能让每一个文字都抬
起头来， 那种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架
势，正是散文所需要的，也是“所有文学艺

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别出心裁的论述，
无疑拓宽了大众对散文的理解，也为我们
的文学表达迈向更为宽广的境地，提供了
很好的思想借鉴。

刘亮程被文学界赞誉为“20世纪中国
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他对
故乡、新疆的一系列鲜活描述，对庸常生
活和人情世故由表及里的深刻洞察，对散
文写作和文学艺术的独到阐释，既彰显出
一个散文家的创新气质，又展现出一个乡
村哲学家的豁达清醒。《把地上的事往天
上聊》，聊出了新意，聊出了一番新天地，
也聊出了生命中最美的情与爱。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 》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杨振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读师范类学校
是不要钱的。因为家里比较贫困，我高中
毕业后报考了师范。 在湖南师范学院就
读期间，不但不要学费、伙食费、住宿费，
每月还能领到五元钱作零用， 毕业后必
须服从国家分配，去当人民教师。那时我
已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 但丝毫不
敢张扬，怕别人说我不安心当教师，名利
思想作祟。我的这种顾虑，直到有天在图
书馆看到《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发
表的一篇社论才得以打消。

这篇社论的题目是《大量创作、出
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针对当时
全国少儿读物奇缺的状况， 号召作家们
积极为少年儿童写作， 要求各地各有关
部门，对团干部、教师、辅导员、国家工作
人员中爱好少儿读物写作并有发展前途
的，加以热情关怀和指导，帮助其成长。
这篇社论让我吃了定心丸。 我大量阅读
中外儿童文学名著， 与小伙伴一道看牛
割草、在山村田野间嬉戏玩耍的情景，也
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的创作欲望
越来越强，逼着我拿起笔来，开始了《芬
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的写作。当时也没

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只是信马由缰地写，
写，写。不长的寒假，我一气呵成地写出
了三万多字。

稿子写完后， 我投寄到了从未联系
过的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没想到，几个
月后， 我收到了出版社决定把这部稿子
作为中年级读物出版的通知。1964年
“六一”儿童节前，《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
头》出版了，第一次便印了7万册。半年后
第二次印刷，印数11万多。这时候，我已
是一所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师。1965年11
月，经著名作家、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周
立波和时任湖南省作协主席蒋牧良推
荐， 我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
极分子大会， 听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
扬作的大会主题报告，并受到了周恩来、
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坚定了
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信心。从1964年
初版，到1996年3月第7次印刷，这本书
共印了28万7千余册，时间跨度是32年。

一个在校学生写的稿子，被一家专业
性的少儿出版社采用后，能够在30多年里
一印再印，发行近30万册，说明它在很长
的时间里是受读者欢迎的，影响过几代少
年儿童。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在作家出版
社出版的《秦文君小说系列》“后记”和她

在报刊发表的访谈录中，多次谈到《芬芬
为什么愿意剃光头》对她的影响，说这本
书是她最早的启蒙读物， 读得“如饥似
渴”。我与秦文君素昧平生，作为成就卓著
的著名作家，她能这样肯定和看重我的这
本儿童小说，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继《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之后，
我又创作了《大树、二雀和三条腿的机器
人》《探病遇奇》两部中篇，也由上海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我还写
了一些短篇的儿童小说，在报刊发表后，
以《迷人的笑声》为书名，由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结集出版。我已年届八十，回顾
几十年来的创作经历，我深深感到，当年
如果我没有看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
很可能早就放弃创作了； 如果没有出席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
到鼓励， 也很难在业余文学创作这条艰
难的道路上坚持50多年。

在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我只是一名
不起眼的业余写作者， 远非主力队成员。
但我知道，业余儿童文学作者比专业的儿
童文学作家要多得多，是一支绝不可忽视
的力量。他们中一定会不断涌现出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家，他们中也一定会有人创作
出优秀的甚至是经典性的儿童文学作品。

聊出生命中最美的情与爱
读有所得

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走马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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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抱朴

蒋勋先生《美的沉思》一书2014年9月
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到现在已经印刷
30余次，总发行量25万余册，码洋近1500
万元。在美术读物中，《美的沉思》应该说
在大陆市场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我常想，
取得这个成功的元素到底是哪些？

首先是中国艺术之美的成功。蒋勋是
著名美学家， 多年来致力于美学教育推
广。在本书中，作者从莹润斑驳的玉石、锈
绿的青铜器、矫健蜿蜒的书法、飘渺空灵
的山水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入手，全面
梳理了中国艺术的脉络，深入浅出而又艺
术地诠释从上古到明清的中国艺术之美。
他是要通过艺术的形式的分析，一层层到
达艺术美的本质。 蒋勋说：“美之于自己，
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 这种对于美的信
仰，对于中国艺术美的重新认识，正是当
下一个突出的社会需求。 在这个领域，急
于要做的事情是： 擦拭掉历史的灰尘，让
中国之美重新闪射出它夺目的辉光；清理
出几千年中国之美承传发展之路，让这个
美的历程更为清晰地展现在大众面前；整
理和凸显中国之美的基本规则和观念，让
更多的人仰望它的光华， 接受它的熏陶，
追寻它的路径，从而重新确立对于美的信
仰。《美的沉思》恰好契合了社会的这种需
求，找到了“隐藏在民间对美有所关心的
读者”。这个读者群是巨大的，是不断被发
现、不断在成长的。例如当下的年轻人，如
何在价值多元、观念多元的时代，确立一
个对于美的标准，确立对中国之美的感性
和理性的认知体系，就是一个迫切的人生
课题。

蒋勋之所以受到欢迎，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他感知美、传播美、表达美的姿
态和方式。蒋勋受过严格的西方艺术理论
的训练。泰纳的《艺术哲学》，保罗·克利对
纯形式的考察，荣格对美作为一种文化象
征的研究，布兰登将美的形式引导到宗教
仪式上等等，这些从历史、社会学、心理学
等不同切入点对美的研究理论，对蒋勋都
有很深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在理论的
本质上，而不是在感知、表达的形式上。蒋
勋面对中国之美时首先是感动。艺术之美
所焕发出来的“生命动人的光彩”使作者
感动， 作者才能够将这种感动传递给读
者，从而进一步感动更多的人。然后是沉
思。沉思是对美的形式背后之本质的思考
和感悟，从青铜器的锈绿，思考从巫的美
到理性精神的建立过程；从书法飞扬的线
条谈论文化符号的意义，等等，将感动深
化为沉思，在沉思中升举出美的真正的历
史意义。

蒋勋先生说：“没有美， 没有沉思，成
就不了文明。” 但是蒋勋没有将这种感动
和沉思写成纯粹的、 教科书式的学术著
作。他的表达方式非常中国化。“蒋勋在艺
术与历史之间漫步，传达给我们一种生机
勃勃的大美。”王跃文的这个评价，比较准
确地概括了蒋勋的风格。蒋勋是娓娓而谈
的，是漫步式的，是感动着、沉思着的，文
笔清丽流畅，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与读
者之间是平等的、老友交谈式的，而不是
冷冰冰干巴巴居高临下地谈论理论和教
条。这种相对感性的方式，与中国传统艺
术讲究意境、韵致，讲究悟性思维的特点，
一脉相承，十分契合。熊秉明先生说：“中
国传统哲学家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建造一
个庞大精严的思想体系，而是在思维的醒
悟贯通之后返回与实践生活之中。” 这种
表达、呈现方式，当然也非常契合中国读
者的阅读、审美和思维的习惯。我想，这是
《美的沉思》 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第二个
原因。

《美的沉思》原版是大开本。新版出版
时， 我们在原书基础上调整开本，增录图
片，增加中国美术简表与图片索引，重新
整体装帧。根据当下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需
求，做成了一个全新的彩色珍藏版，为读
者提供更赏心的视觉体验，更悦目的美的
探索。在注重“用户体验”的时代，注重读
者的审美体验， 注重阅读时的愉悦感，注
重读者所获得的书卷味，无疑是我们必须
持续努力的。《美的沉思》在这一点上的努
力，看来是得到了读者认可的。

中国传统艺术之美，作者表达感性和
理性兼具之美，书装之美，应该是《美的沉
思》受到读者欢迎的
三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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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理由要为周令钊先生编辑
出版一本艺术全集。

2018年8月30日， 中央美术学院建
校10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周令
钊先生等8位中央美院老教授亲切回信，
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并就做好美育
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希望。
习总书记在回信中对周令钊先生等老一
辈中国美术家、 美术教育家和美育工作
者的高度评价， 给予中央美院师生和中
国美术家、美术教育工作者极大鼓舞。作
为一代艺术家的代表， 周令钊先生的人
生与业绩也再次引发美术界乃至社会的
关注和敬意。

一位艺术家的人生经历、 艺术创造
和文化贡献， 能够穿越百年的时光来到
今天，我想，这就是周令钊先生在中国美
术发展历程中独特的地位和光荣。在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 周令
钊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楷模， 无论我们回
顾20世纪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历程，
还是认识新中国美术和美术设计、 美术
教育的发展，周令钊先生都是一本大书。
他以艺术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为新中国
造型，用精湛作品为人民服务，做出了独
特的贡献。

1919年周令钊先生出生于湖南平
江县， 曾先后就读于长沙华中美术专科
学校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在华中的重镇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形成了深厚的家国
情怀和激越的艺术理想， 并且贯穿于他
的人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
后，周令钊先生壮怀激烈，开始积极投身
于抗日宣传工作， 始终站在宣传的最前
线。1939年他参加由范长江带队的南路
前线工作队，前往柳州、迁江、滨阳、镇南
关等地慰问抗战军民。抗日战争后期，他
与冯法祀、特伟一起，随抗敌演剧五队赴
滇缅抗战前线写生，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深入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的将士。这批
画于行军途中、战斗前线、艰苦生活环境
下的作品有素描、速写、水彩、水墨等，虽
条件艰窘、画材简陋，但在画面上可见周
先生的勤奋与敏感，甚至忘我与勇敢，画
面虽小，甚至寥寥数笔，但可见临场的写
生加构思，已成创作之稿，更可见危势之
际、情急之下的激越之情与奋笔之力。他
的这段人生经历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
的一段传奇佳话。

1948年受徐悲鸿先生之聘，周令钊
先生来到国立北平艺专图案科任教，讲
授速写、水彩和商业广告等课程，开始了
他的美术教育生涯。 他自觉感到即将到
来的新时代要有新的艺术创造。1949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 他积极参与了大量非
常重要的美术设计工作， 包括设计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布置北京六
国饭店“国共和平谈判”会场、1949年4
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举办的“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场、“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场
等并为会场画毛主席像和马恩列斯像。
1949年9月， 周令钊先生与夫人陈若菊
一起， 绘制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悬挂
的巨幅毛主席像， 画出了人民领袖的神
采，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礼炮。新中国成立
之后， 周令钊先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徽、少先队队旗、中国共青团团旗的
设计，主笔设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并担
任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
计。这些重大的设计项目的完成，对于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需要确立自身政治身
份、形成最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令钊
先生是参与建构新中国国家视觉形象的
主要艺术家之一，参与了大历史，见证了

大时代，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
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形象可视化，成为
人民心声的视觉载体。

除了大量与国家形象和国家重大主
题相关的设计工作， 周令钊先生在绘画
创作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的水粉
画和水彩画，色彩明亮、灵动自然，兼具
扎实的造型和中国艺术所讲求的生动气
韵， 鲜明的风格语言内在地对应着新中
国的文化气象。 他1951年应邀为中国革
命博物馆创作的油画《五四运动》，以鲜
活而又生动的画面感再现了这一中国现
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迄今仍然是重
大历史题材创作的典范佳作。 周令钊先
生志在以中华民族传统艺术风格为基
础，把探索具有装饰性的民族的、现代的
新风格作为自己的艺术目标， 数十年孜
孜以求。从他1950年代末为中国革命博
物馆设计完成的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
团结》，到改革开放之初他为武汉新黄鹤
楼创作完成的大型壁画《白云黄鹤》，都
成为中国现代壁画艺术在新的民族艺术
风格探索方向上的杰出代表。 周令钊先
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不但为国家培养
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人才， 也是新中国设
计学科和壁画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讲授了诸多设计课程； 结合自己参与
的国家设计任务言传身教， 著名工艺美
术家、设计家常沙娜、韩美林、陈汉民等
人都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周令钊
先生又在中央美术学院参与筹建了中国
高等美术教育系统中的第一个壁画系，
并担任壁画系首任民族画室主任。 教学
中他尤其强调对民族民间艺术传统的继
承发扬， 体现出一位艺术大家的高瞻远
瞩和文化自信。

举办周令钊先生的大展并编辑出版
他的艺术全集， 既是从历史的角度梳理
和展现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 从事
艺术教育的历程， 更是在新中国70华诞
的日子里， 再次认识和深研他为新中国
所做的艺术贡献。在这些艺术作品面前，
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新中国屹立东方的
国家形象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昂扬精
神， 能够宽阔地看到周令钊先生笔下多
彩的生活和蓬勃的生机。 这是艺术作品
最永恒的生命力。

(《周令钊》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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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心语

《生命之美:奇异植物的生存智慧》
林十之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解读不为人知的奇异植
物生存智慧。 在作者冷幽默的语
言风格中， 我们可以领略到花柱
草的野心， 捕虫树的心机……全
书文字优美，图文并茂，带领读者
领略植物世界的真实模样， 发现
静态生命之美。

《刘永济未刊手稿整理与研究》
王焕林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刘永济是湖南新宁人， 刘长
佑之孙，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词
人，以《楚辞》及《文心雕龙》研究
享誉学界，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
院长、一级教授，湖北省文联副主
席。其数百万字未刊遗稿历尽劫
难，幸存于国内数家高校。本书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利用第一手资料，对刘永济
早年部分未刊诗文及学术散稿
进行开创性考证研究，填补了该
领域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