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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前

蓝田，在1949年前为湖南省安化
县的一个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为新成立的涟源县城关镇，今为涟源
市蓝田办事处、市政府所在地。1938
年下半年，教育家廖世承奉当时教育
部之命，择址蓝田光明山创办了中国
第一所独立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
院（简称“国师”，湖南师范大学前身）。
1939 年 11 月 1 日，钱钟书与沈同洽、
徐燕谋、周缵武、张贞用、邹文海（赴辰
溪湖南大学任教）一行6人离开上海，
12月4日，抵达国师任英文系教授兼
系主任，1941年夏离开蓝田回上海。

一转眼，钱钟书来蓝田已是80年
前的往事了。蓝田虽小，但在这里不到
两年的时光，对钱钟书的意义无比重
大。

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收集了10篇散文，据美国纽约大学历
史学博士汤晏考证，其中的《窗》《论快
乐》《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
5 篇散文，是钱钟书在国师任教期间
所创作，占了散文集的一半。是蓝田这
新环境和国师生活激发出了创作这些
散文的灵感，作者以独特的自我情感
体验和观察理解为基础，借助常见的
物（如窗子）或事（如论快乐、吃饭），以
小见大，铺陈譬喻，妙趣横生，直指心
灵，于诙谐中表现出他对庸俗、堕落、
虚伪的鄙视与尖刻嘲讽，或对普通事
物提出新的认识和深刻的见解。

国师初创，条件艰苦，但学校图书
还是比较充实的。国师接收了山东大
学和安徽大学的部分图书，还出资典
借了湖南南轩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南
轩图书馆的藏书囊括了各种中华传统
典藏，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
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
成》，还有明清名家诗集刻本。教学之
余，钱钟书熬夜苦读。有了丰富的图书

资料，钱钟书便着手进行学术论文和
学术著作的写作。钱钟书的学术论文
集《七缀集》收集了他的 7 篇学术论
文，书中的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
是钱钟书应当时的昆明国立艺术专科
学校校长滕固的邀请而撰写的讲稿，
在国师修改成稿，最初发表于1940年
2 月出版的《国师季刊》第 6 期，1949
年前曾在其他刊物上三次刊载。它融
通中西知识，追源溯流，妙喻连连，对

“诗画一律”和“诗画分界”进行了深刻
的解说。之前，钱钟书写过《论俗气》

《谈交友》等文章，但还只能算是随笔
而已，《中国诗与中国画》则是一篇立
论稳妥、手法成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论文。同时，钱钟书开始了《谈艺录》的
写作。《谈艺录》序中说：“始属稿湘西，
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钱钟
书回到上海后，继续《谈艺录》下半部
的写作，1948年6月由上海开明书店
出版，这部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开
山之作的鸿篇巨制，成为钱钟书这位
文化巨匠光辉的学术起点。

这时期，钱钟书还写了几十首旧
体诗，后收在诗集《槐聚诗存》里的34
首、组（从《山中寓园》至《骤雨》），约占

《槐聚诗存》诗作的 20%。这时期，钱
钟书诗的体裁和题材基本完备，“用思
渐细入，运笔稍老到”，诗的创作已成
熟并形成了高潮。

这时期，钱钟书开始以自己与同
事辗转千里从上海来国师任教的经历
为素材，构思长篇小说《围城》。郑朝宗
在《怀旧集》的《不一样的记忆》一文中
写道：“1980 年《围城》重印出书，徐

（燕谋）先生来信告诉我：‘钟书君《围
城》一书虽成于沪，而构思布局实在湘
西穷山中。四十年前坐地炉旁，听君话
书中故事，犹历历在目。’”1941年夏，
钱钟书回到上海，1944 年动手创作

《围城》，1946 年完成。《围城》先后被
翻译成40多种外文，成为一部世界名

著。全书9章，其中第5章写一行教师
从上海来“三闾大学”途中的故事，第
6至7章写“三闾大学”的生活和教授
的众生相。这“三闾大学”就是以作者
先后任教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
称“西南联大”）和国师为原型的。杨绛
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小
说里的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顾尔
谦等人物，都可以在钱钟书去湖南执
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些影子。至于“三闾
大学”的衮衮诸公，如高松年、汪处厚、
刘东方、韩学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
没有西南联大和国师教师的影子。

综上所述，蓝田的生活为钱钟书
的散文、诗歌、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生活素材，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并
为其学术著述提供了条件，使其在不
足两年的时间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汤晏在《一代才子钱钟书》里说：“我们
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蓝田之
行，则钱钟书绝对不会有《围城》，如果
说没有《围城》这部巨著，那么中国文
学史就要寒伧得多了。故蓝田虽小，但
对钱钟书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都
无比地重大。”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
蓝田虽小，除对钱钟书的《围城》创作
外，对他的诗和散文创作、学术成就的
意义都无比重大。

（《钱钟书在蓝田》吴勇前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花火绣》
鲍尔吉·原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得主鲍尔吉·原野的
长篇小说处女作，全书近20万字，具
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讲述主
人公在内蒙赤峰一个名叫花火绣的
地方的独特经历，亦真亦幻，令人捧
腹，体现了鲍尔吉·原野一贯的创作
特色:想象力奔放，构思奇特，知识面
宽广，为文睿智幽默。

走走马观书

《幸得清欢慰平生：季羡林经典散文》
季羡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
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这本
纪念性文集出版。全书收录了季羡
林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创作时期的
代表性作品，记述了他对人生、自
然、故乡、孤独的感悟，既有记录闲
情逸趣的篇章，也有对历史、社会理
性深刻的思考。

张建安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文学产生了一种
异常特别的情感，那是一种近乎宗教一般的
情愫——清澈，圣洁，安稳，妥帖，温润而美
好。

感谢命运！它让我有机会从偏僻的湘西
南乡村走进城市，让我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农
家子弟，蝶变为一名高校的文科教授，这无疑
为我一辈子寻找和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提供
了至为重要的物质条件和保障。尽管这几十
年一路走来，有许多的忧伤和苦痛，有许多的
困顿和疑惑，有许多尴尬和落寞，但我还是要
从内心里感谢生活。感恩上苍！

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显然与主体人
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也与主体人的生活
阅历密切相关。我与湖南的大多数作家一
样，挚爱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湖湘大地，
喜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喜爱这里的山山水
水，也深受这一方地域文化的滋润和优美
风情的感召。可以说，我的思想基本上是与
我的现实生活同步的，是贴近身边广大民
众心灵的。我是属于生活型的文学艺术工
作者，对现实中的人事特别敏感，对行进中
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充满敬畏，充满感
喟——自认为自己具有浓郁的平民情怀和
忧郁的生命感伤气质。

故园，是人们的梦最初生长的地方，也
是每个作家文学精神的发祥地，具有一定
的神秘色彩，它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
觉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灵魂，也直接关
涉到他们艺术生命的长度与高度。众所周
知，中国湘西的青山绿水，美国神奇的南方
庄园，还有拉丁美洲的那个在泥沼深处的
叫马孔多的小镇，它们对沈从文，对福克
纳，对马尔克斯，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上最
为鲜亮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们独特的文学
存在方式的最佳对应点，是负载着他们灵
魂的独特领地和精神发祥地。

但从这些大作家创作实践的整体来
看，他们在反映历史或现实的同时，还不时
表现出对宏大叙事的有意回避，缺乏对一
个时代作整体把握和观照的信心和兴趣；
在创作精神深度的追求上，他们也有所犹
豫和顾虑，他们只满足于写表象，让精神在
小枝小蔓上盘旋；对展示人类社会未来的
构想上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开掘，并不把
迷惘、困惑、历史轮回感等看作是某种精神
历程的过渡，而是当作精神的归宿——这
些均反映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在复杂精神
环境下的焦虑或无所适从。虽然，文学在当
下是越来越“边缘化”了，但我对文学，对作
家，依然保留着一种热爱和尊敬。我以为文
学情怀是一种高贵的情怀，它俨然已深入
我的骨髓，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组成部分——我喜欢阅读，更喜欢写作。由
于大学教学工作的特殊要求和职业规定，
我通常不得不压抑自己诸多的写作欲望和
兴趣，不得不去为难自己作一些所谓“理
论”或“论文”的东西。

置身此境，诸多的无奈和惆怅非常人
所能认同或理解。谁都知道，好的理论研究
文章是能够带给作者与读者以鲜活的艺术
生命的，它会点燃读者的思想，照亮作品的
光芒，会给作者以全新的启迪。这样的理论
和研究显然是要有底蕴和思想的，因为只
有思想才能让艺术活下去。

真正的文学评论家的职责不仅在于对
优美作品的发现与鉴定、鉴赏与评价，而且
在于将文学理论升华为一种文化哲学、历
史哲学或审美哲学。优秀的文学批评写作
与优秀的文学作品写作一样，都是作者心
力与智慧的体现，它们于文坛、于历史都同
等重要。不难想象，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
之所以群星灿烂，是因为那里不仅有伟大
的作家，而且有与伟大的作家相比肩、相匹
配的评论家。

高明的文学研究不仅要求作者有足够
的知识储备和卓异的文学才情，更要求评
论家具有原创与独特的解读能力和开拓性
品质，需要研究者具有生动蓬勃的社会生
命质感。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着这样一种崇高的
文学研究境界。

文学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在过往的人
生旅程中，我陆陆续续书写的那些文艺理
论文章是否算得上这条河流两岸开放的小
花呢？

于我，文学高贵而神圣，在以后的生命
历程里，我还依然会虔诚地去观照和守望
文学！

（《湖湘文学与现代精神》张建安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邹铮

在华夏文明的摇篮、自古帝
都 的 西 安 ，有 这 么 一 片 神 奇 之
地。这里丰碑如林，翰香远溢；佛
道造像，庄严清虚；墓虎村牛，威
猛 驯 良 。这 就 是 被 称 为 翰 海 奇
观、雕塑宝库的西安碑林。

在岳飞出生的那一年（1103
年），西安附近的许多名碑搬到
了现在碑林的位置。那时候，碑
林就已经具备了收藏文物、陈列
文物这样的现代博物馆最重要
的职能，所以西安碑林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博物馆。

春秋时代，东方文化巨人孔
子游学列国，创立儒学，至西汉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
家经典成为知识分子治学进仕
的基石。但古代印刷未彰，为了
避免口传手抄之谬误，各朝政府
曾 7 次进行庄严的刻经活动。陈
列于碑林一室的《开成石经》是
中国历史上保存较早、最完整、
最大的一套儒家经书。北宋建立
碑林的初衷也正是为了保护这
套石经。开成二年(837 年) 刻成
的《开成石经》总字数达 65 万字
之巨，对传承中国古代文明和校
刊历史典籍的意义不容忽视。

碑林还存有很多中西文化交
流的重要史料。如陈列于碑林二
室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
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是
基督教东渐华夏的第一块碑石，
号称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其他如
汉梵合文《陀罗尼真言经》经幢
和《不空和尚碑》《米继芬墓志》

《苏凉妻马氏墓志》等，对研究唐
朝与南亚、中亚的交流都极其重
要。

书法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代
表。不了解书法，就难全面了解
中国人，而未到过碑林，就不能
说 目 睹 了 中 国 书 法 的“ 庐 山 真
面”。蔚为大观的西安碑林，碑石
年代从汉一直到近代，前后跨越
了 1800 余年。中国书史上所有阶
段的代表作品几乎都能在这里
找到。

上世纪 60 年代初，西安碑林
西侧建立了“西安石刻艺术陈列
室”，收集陈列了咸阳沈家东汉
双兽、陕北东汉画像石、唐代献
陵石犀、昭陵四骏、老子像等中
国汉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一批石
雕。这是第一家中国古代雕塑室
内大型专题陈列，名品荟萃。

西安碑林从 900 多年前移至
现址，经过历代碑林人的不断努
力，如今已经收藏历代碑刻石雕
4000 件，精华鳞集，许多都堪称
闻名遐迩的国宝。此次我们特别
邀请了西安碑林研究员陈根远、

“网红”讲解员杨烨联合讲述碑
林国宝“前世今生”的故事。陈根
远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资深研究
员，国内著名的碑刻碑帖研究专
家。杨烨是多年来碑林最优秀的
讲解员，无数政要名流和普通游
客听过他的讲解。凭借他们的生
花妙笔，大量精美照片，包括很
多难得一见的碑林老照片，以及
他们音频中的娓娓道来，大家会
兴趣盎然地了解到一个意想不
到的西安碑林。让我们跟随陈根
远、杨烨一起，叩开碑林的神秘
之 门 ，去 寻 找 藏 在 碑 林 里 的 国
宝。

（《藏在碑林里的国宝》陈根远
杨烨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周瑟瑟

我信奉通过诗歌写作本身来
解决诗歌问题。不能通过写作解决
的诗歌问题，那么理论批评及与之
相关的讨论更是徒劳，为了批评而
批评不是诗人要做的事。所以，这
些年我的发言都是因为诗歌写作，
在写作的时候记录下我同时想到
的问题，然后投入到下一步的写作
中，这样循环往复，写作在思考中
往前推进，长此以往，日积月累，我
电脑里就有了三四十万字关于诗
歌写作的随笔。这些文字散落在各
个时期我用过的电脑里，非常零
乱，我从没想到要整理出版，一切
都顺其自然，我知道果子会从枝头
坠落，自然万物自有其运行规律。

2015年，在安徽桃花潭国际诗
歌节上，我发起成立了“中国诗人
田野调查小组”，“诗人田野调查”
以类似于行脚僧乞食的方式走向
荒野，还有点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叶圣陶、郑振铎他们那一代知识
分子的田野调查，我们重返历史与
生活的现场，挖掘被遗忘的文明与
传统，通过人类的元语言、元经验
建构自我启蒙的新人文精神。2017
年我提出“走向户外的写作”，在湖
南张家界学院的一次讲座中，谈到

“走向户外的写作”时，我提出一个
词“游荡”，李白、杜甫他们就是在
大地上“游荡”，从而获取新鲜的陌
生的诗歌经验，把大地看成巨大的
书桌，把田野看成可以睡觉的床。
我的目的是打破旧有的诗歌语言，
建立敞开的诗歌语言系统。

我认为诗歌不止于文学意义
上的诗歌，它同时是人类学的一部
分，诗歌构成了人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所实践的“诗人（诗歌）田野调
查”并非通行的“采风”，而是以口
述实录、民谣采集、户外读诗、方言
整理、问卷调查、影像拍摄、户外行
走等“诗歌人类学”的方式进行“田
野调查”与“有现场感的写作”。“诗
歌人类学”是一种写作方法论，更
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精神的恢复。

我们已经在安徽宣城桃花潭、
北京宋庄艺术村、湖南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湖南岳阳麻布村、湖南
湘阴栗山、湖南洞庭湖斗米咀、墨
西哥奇瓦瓦市、贵州绥阳十二背后
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溶洞、南岳衡
山、山西长治等地进行过诗人田野
调查与写作计划。

2016年3月26日，在北京宋庄

艺术村作“中国诗人田野调查小组
宋庄基地启动仪式”时，我提出了
诗人田野调查的五个原则：

一、我们要像行脚僧乞食一样
走向每一户人家，不要事先联系，
更不要有任何准备，但要记录对方
的反应、周围的环境与你内心的感
受。与被调查者第一时间接触时的
体验非常重要，要记住对方的表情
变化、动作语言，尽可能不要放过
每一个细节，哪怕被拒绝，也是田
野调查过程中正常的事情。我们自
身的体验与感受是田野调查中最
为重要的收获；

二、注意用自身的感受去进入一
个村庄（或空间）的地理环境、历史人
文，而不必急于收集枯燥的数据；

三、要有建立田野调查样本的
意识，深入到原居民的起居室、厨
房、仓库与后院，感受原居民的生
活气息；

四、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村落
（街道、空间）与原居民生活样本调
查，获得当下生活的现场感与元经
验，试图去回答“传统的现代性”这
一命题；

五、每一次田野调查都是一次
未知的经验，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
什么，不做任何的预设，只是回到
生活元现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自
我启蒙。

《中国诗歌田野调查》是我第
一本公开在国内出版的诗歌评论
随笔集，是我近年组织开展“中国
诗歌田野调查”的创作手记，编选

《中国诗歌排行榜》的年度观察记，
参与《特区文学》网络诗歌抽样读
本的评论，以及多次参加拉丁美洲
国际诗歌节的诗歌随笔。这些文字
大多信手拈来，写得轻松自由，长
的不过六七千字，短的四五百字，
给南方广播电台写的韩东一首诗
的导读只有 177 字。最近的一篇是
给 2019 年第 9 期《诗歌月刊》写的

《年轻的写作者在磨牙》。
置身于当代诗歌现场，我以

“走向户外的写作”进行“诗歌人类
学”的创作实践。本书是诗歌写作
与诗人生活的一次综合呈现，是不
断行动的诗学，力求以鲜活的第一
手经验，贴切事务本质的思考，注
重自身感受的现场写作来记录我
的“田野调查”历程，是一部个人体
验式的诗学批评随笔。

（《中国诗歌田野调查》周瑟瑟
著 阳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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