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周，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

原皇朝，延续10年，励精图治，为北

宋统一全国和初期的繁华稳定打下

了基础。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推出严优的长篇历史小说《后周

纪》，以异彩纷呈的笔法谱写了这段

历史。

《后周纪》主要人物周世宗郭

荣，曾被欧阳修评价为“雄杰”“贤

主”，司马光称赞其“仁矣”“明矣”。

小说作者严优认为：“后周之于宋，

好比秦之于汉，隋之于唐，具有奠基

启业的意义。后三者各自几百年的

存在与绵延，与前三者搭起的牢

固基架密不可分。今天我

们回视这个朝代，会感到

因其短寿而愈显睿智，

因其死于韶华而愈发

悲壮，令人不禁感怀

叹息。”

严优是四川资阳

人，她既爱旅行，又能

下功夫研读繁复晦涩

的资料，近年来在古典小

说领域颇有建树，出版解读

中国神话的专著《诸神纪》、神话

读本《我们的神：写给孩子的中国神

话》等作品。她将自己的写作定位

为“轻学术”，“我的作品不是学术

书，却想追求一些学术的味道，力求

妙趣横生，又有机智与理性。”

当下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但严优认为古典文化与现代意识并

不是完全割裂的，她举例说：“《太平

广记》中收录的《麻阳村人》，以今天

的眼光来看，和外星人的故事没什

么不同，误入仙家宅院的麻阳村人

也可以理解为无意中进入了一艘宇

宙飞船，古人的想象力有助于提升

我们的创造力。”她希望通过相对体

系化的知识输出，加深读者对中国

古典文化的整体印象，“古文与神话

常读常新，永远可以挖掘出你想要

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民

族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蕴藏着华

夏文明千百年来的文学、哲学、美学

基因，生动地传达了中国人的传统

思维和文化特点。”

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历史

作家站在前人的思想成果上，重述

着古典的韵味，丰富了中国文化的

内涵，这正是其价值所在。严优说：

“有现当代各位历史小说前辈大家

引领在先，有同辈学长或好友珠玉

在侧，我对历史写作的探索也不能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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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代人献身京剧事业，将传承视为己任

学梅派让我学会甘于寂寞

口述 单莹 撰文 陈茗

天津有一对“梨园父女”——父亲

是天津京剧院老生演员、少儿戏曲教

育专家单佑安，女儿是天津市青年京

剧团梅派青衣单莹。单莹自幼受家庭

熏陶喜爱京剧，曾在北京戏校、天津艺

术学校学戏，2008年拜姜凤山为师学

梅派艺术。日前，这对梨园父女做客

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最美文化人》节

目，讲述了他们与京剧的不解之缘。

3岁起跟着父亲去后台

10岁去北京戏校做插班生

我爷爷单贵良曾为孙菊仙、尚和
玉、高庆奎、奚啸伯等名家司鼓。我父
亲单佑安1945年出生，9岁学戏，1958
年考入天津戏校，毕业后加入天津市
京剧团，1978年拜李和曾为师，演出
过《逍遥津》《斩黄袍》《辕门斩子》《李
陵碑》等剧目。

我打3岁起就跟着父亲去后台，
小跟屁虫儿似的，父亲一有演出我就
去，扽着姑姑们的线帘子，摸摸她们的
服装，看她们贴片子，感觉又好奇又羡
慕。那时父亲教我唱《苏三起解》，我
肯定是唱不下来呀，调儿也不对，半截
儿就忘词儿了，我就喊：“爸爸！”他说：

“怎么着？接着唱，唱好了给买好吃
的。”我接着唱，唱了五六遍也没唱到
最后一句。我父亲急了，把胡琴往那
儿一扔就往外走，吓得我直哭。那是
我印象中父亲对我最严厉的一次。

有一年搞少儿京剧晚会，我父亲
操持，也带着我，请来四位名家——赵
松樵、张世麟、厉慧良、杨荣环。看完
后大家都说好，厉慧良先生对我父亲
说：“佑安，你得往前发展，咱们排一出
大戏，就排《龙凤呈祥》。”那时正是冬
天，有两个多月，厉老爷子每天中午休
息的时间，以及每周六日的下午，都骑
着自行车来给孩子们排戏，风雪无
阻。他不但一分钱不要，并且自个儿
带着饭，一饭盒干饭，拿开水一沏，就
着肉皮冻儿吃。这样的艺术家，才是
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和厉老爷子排戏

的经历，是我直到现在为止，人生道路
上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一段记忆。

梨园界的子弟不是都能干这行，
必须要看这个孩子够不够材料。我正
式走上京剧这条路之前，我父亲征求
了好多人的意见，后来杨荣环先生推
荐我到北京戏校荀派表演艺术家孙毓
敏老师那儿做了插班生。那年我刚刚
10岁，那时候还是绿皮火车呢，从天
津到北京大约要两个小时，我记得车
票是两块九毛钱一张，一星期去上三
次课，每周往返。学戏很难，不论炎炎
夏日还是数九寒天，早起练功、吊嗓是
日复一日的必修课，雷打不动。虽然
有的演员擅长唱，有的行当以做功为
主，有的以武打为主，但每个京剧演员
“唱念做打”四项都必须过硬，才能充
分发挥京剧艺术的表现力。

天津孩子喝海河水长大

唱出来就是味儿正

天津的孩子喝海河水长大，唱出
来就是不一样，味儿正！在北京戏校
学了一段时间，我转学回到天津艺术
学校。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李志祥大伯介绍我到姜凤山老爷子家
学戏。姜老爷子是杜奎三的大弟子，
当年在梅兰芳剧团担任琴师，给梅先

生操琴。他一听我的唱，当时就说了
一句：“这孩子没什么毛病。”这个话也
是我父亲常跟我说的，相当于一句褒
奖——没毛病。老师喜欢像一张白纸
一样的学生，唱得很规矩，没有什么多
余的需要改正的问题。姜老爷子又
说：“是棵好苗子，这孩子我教了！”

我跟姜老爷子年龄相差六十几
岁，所以准确地说，我是拜师爷，平时
我也管他喊“姜爷爷”。姜老爷子无私
地把自己所有的艺术都传授给我了，
让我深深感受到疼爱和呵护。我父亲
常说：“能够把真东西告诉你的，能跟
你说实话的，那就是有过命的交情。”

我父亲跟我说，过去学戏都得挨
打。唱错了，老师摇头，接着唱，不对，
还摇头。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全凭
记忆力。唱对了，老师过去“啪”一个
大嘴巴子。为什么唱对了还挨打？因
为你唱对了，就得让你记住了。我父
亲学戏时就是这样。他和姜老爷子都
没打过我，但我父亲也从不当面夸我，
他顶多说：“嗯，还行吧，可以吧！”对于
演员，过去有一个词儿叫“捧杀”，一夸
他，他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儿了，就
飘飘然了，所以我父亲很少夸我。
姜老爷子常说，学戏和做人一样，

要踏踏实实，舞台上没有小角色，无论
演什么，都要用心、用情。我如今能成
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不仅是因为
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学了唱戏，学了
唱段儿、身段儿，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
们认真教学、无私奉献的精神。

从天津艺术学校毕业后，我分配
到天津京剧院，当时我父亲还没退休，
我们爷儿俩成了同事。我演出的时
候，我父亲经常在后台盯着我，因为后
台看得特别清楚，我在表演上有哪些

不到位的地方、欠缺的地方，父亲都随时
记下来，等我下来后再跟我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在中
国大戏院演出，赶上下大雨，演出结束后
出来一看，积水都没到大腿了。我父亲
坚决要背着我出去，我不让也不行，他
说：“你得用嗓子，千万不能沾凉水。”包
括我的舅舅们，还有我的哥哥，对我从事
京剧事业都非常支持。平时只要我有演
出，我哥哥都会接送我，还帮我录像。我
生活在这样一个梨园世家，真的就是一
点儿后顾之忧都没有，也就更能够全力
以赴、精神百倍地去演出。

梅派讲究中正平和

也影响了我的性格

老生有八大流派，“余高言麒杨谭奚
马”，最难学的是余派；旦角有五大流派，
“梅尚程荀张”，最难学的是梅派。为什
么呢？是因为这两个派别没有什么特别
明显的特色，甚至可以说非常平淡。说
得更具体一点儿：老生各个派别都有一
个腔儿，有那个味儿，可余派却很简单；
旦角的荀派、尚派都有鲜明的味道，可梅
派就没有什么特点。但是恰恰他们都形
成了流派，所以越是平凡，才越不凡，越
这样就越难演。这就跟咱们书法的正楷
一样，写正楷，临摹正楷，想出彩特别难。

梅派中正平和，这也影响了我的性
格，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喜欢自己听老唱
片，能静得下心来。学梅派，我一直坚信
就是要甘于寂寞、享受孤独，我没受任何
外界环境的干扰，只是按照老师们教的
去唱，去理解。因为人家说“先继承后发
展”，我现在刚刚开始，我的路还很长，我
想踏踏实实地先继承好梅派。

演员需要掌声，但如果演员脱离了

戏里的人物，玩儿命去拉长音儿，玩儿命
炫技，让观众使劲儿鼓掌，那就成了“噱
头”。老先生讲，你演唱的时候，台底下
静得连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这是你
高级的地方，不是说你演唱时台下特别
火爆，叫好声不断就好。台底下喊“邪好
儿”，演员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他这一喊
“邪好儿”，把台上演员的情绪就带偏
了。尤其是唱梅派，并不需要掌声多么
雷动，而是要让观众发自内心地去品味、
去欣赏。要唱人物、唱内心，让观众甚至
忘了鼓掌，让观众觉得——哎哟，真美，
想着想着，哟？过去了，唱完了，而不是
说是非得要下来掌声。所以我父亲老
说：“你不要老想着观众的掌声，你要看
自己体会没体会到艺术的真谛。”京剧是
国粹，有它特殊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受
外界干扰的，是以演员自己的修养、底蕴
和对戏里人物的理解为基础的。有了这
些，你才能呈现给观众具有个人特色的
穆桂英、杨玉环、西施。
作为演员，我觉得应该活到老、学到

老，学海无涯，艺无止境，应该有更高的
追求，因为我们这行是无穷无尽的，这也
是我们京剧艺术的魅力。就拿我父亲来
说，他退休之前在京剧院给年轻演员把
场、教学，退休后又教小孩儿学戏，培养
出好多位获得“小梅花金奖”的学生。因
为他爱了一辈子京剧，他觉得传承京剧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孩子们教出来。我父
亲真的是我的灯塔，我也想传承他对待
艺术的这种精神。
我的爷爷、父亲对京剧的执著、对舞

台的认真，以及对朋友的真诚、对家庭的
付出一直都深深教育着我、感动着我，这
也是我们的家风。我觉得传承是一种责
任，我也会更加勤奋刻苦，踏踏实实做
人，认认真真唱戏。

讲述

印 象

古人的想象力
充满现代意识

严优 无限接近历史中那些人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写一个历史题材的小说，我个人并不希望
素材太多。最初想写《后周纪》，对周世宗郭荣
这个题材感兴趣，正是因为关于他的材料不多，
但大框架又都有了。此外，关于他的不同材料
中蕴含着一些矛盾，这也令我兴奋——那时我
正想写一个复杂的人物，用一种接近零度的写
法。没想到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却越来越
清晰地意识到：他竟然是一个极其单纯的人，他
的一切言行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源自他
内心的执著。这时我放弃了完全零度写作的想
法，而是决定要写成一本理想之书。

后周一共只有两个半皇帝，那半个是不到
7岁的孩子，这个朝代从一开始就忙着行“德
政”——没有唐宗宋祖式的兄弟之祸，没有秦皇
隋炀式的残暴苛刻，没有汉武明成式的宫闱之
乱，没有南宋晚清式的羸弱卑躬……在百废待
兴的时期，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一般一往无
前。然而，它的奔跑却在半道戛然而止，折翅铩
羽，壮志未酬身先死，仅仅存在了10年，让人不
免扼腕顿足、嗟悼哀怜。我捕捉到了这个朝代
美好的一面，这是它能承载我写作理想的基础。
在写作过程中，我成了体验派，不断地去接

近每个人物的心灵，这令我感到充实而喜悦，当
然也饱含痛苦。几个主要角色逐渐凝聚出不同
的象征意义。
历史小说具有双重性：对现代性的呈现、对

传统的扬弃。历史小说是汉语写作的一部分，
理应追求为读者提供更丰厚、更有表现力的阅
读体验。我认为，写历史小说，对于当代小说的
诸般成熟写作技巧，对于其他文艺门类如诗歌、
戏剧、音乐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妨大胆使
用、借鉴、融合。在《后周纪》中，我采用了一些
类似复调乐章的处理，也有对戏剧结构、镜头语
言的借用，我觉得这是历史小说当代性或现代
性的体现之一。
小时候看古典名著，动不动就“有诗为证”，

很不解插入诗歌到底能证明什么。而我在写
《后周纪》时，由于事先有了融汇中西古今写作
技巧的意识，当走笔到特定的地方，我居然发
现，没有比诗歌或类似短韵文样式更能深化情
境、更能进行美学提升的方式了。诗歌曾是古
典长篇小说的“规定动作”，现在至少可以作为
当代历史长篇的“自选动作”。因此我在书中引
用了许多诗句，也自拟了一些诗歌曲词，比如各
卷的开卷曲、人物主题诗词等，以壮文势，也是
一种写作探索。
《后周纪》这部作品酝酿、规划了十几年，从

动笔到写成初稿花了两三年，之后全文精改，又
花了两三年。写历史小说是件自讨苦吃的事，
写时极难，写成后爱看的读者却未必多，但是吾
道不孤，仍有很多人在写，我的探索也不能停
止，没有尽头。

史料所不能提供的内容

正是小说家的职责所在

记者：写历史小说离不开史料，如何选取、

运用史料？

严优：就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正史、野史
提供的是骨架，而且是一副有包浆的骨架。骨
架决定了你写出来的是恐龙还是猛犸象；而包
浆久经岁月打磨，不但提供恐龙或猛犸象的基
因信息，还提供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种种信息。
文学讲究的是血肉，史料所不能提供的血肉，正
是写作者的职责所在。好的血肉，应该贴着骨
头写，所以要求写作者具有相应的“摸骨”功夫，
也就是能够掌握人物特质、事件因果、社会规律
等要素。历史的逻辑特别强大，史料提供的时
间、空间、事件，它们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会引导
写作者去发掘和生成无数精彩的细节。

记者：您认为历史小说是更注重人物塑造，

还是更注重讲故事？

严优：关于历史小说应当“以人带事”还是
“以事带人”，可能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答

案。就我本人的倾向，还是优先写人，写
人情百态，写情，写意，写心，以人带
事，见事更见人。

记者：写历史小说最大的乐趣

是什么？

严优：历史学家的职责是总
结历史规律，历史小说家则凭借情
感细节穿越迷雾直抵人心。我以
为，与历史对话，走进历史上曾经或
可能存在过的那些人的心灵，从一团

乱麻的事件中去看待历史，这是小说写
作赋予历史的意趣。似乎史料摆在那里，只
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大差不差，其他颇可随
便，然而，其内部却有着颇为精微的规律与尺
度，少一分则嫌意味不足，多一分又容易流为戏
说。我写了十几年，一直在古史传奇类题材上
用功，逐渐悟出个中微妙。而每当有些小小的
收获时，也颇有探骊得珠一般的幸福感。

记者：从文学本身来讲，您认为历史小说的

写作是对古典小说的延续吗？

严优：对于中国古文尤其古代小说的优秀
传统，历史小说也理应有所继承和发展。历史
小说可以“以韵入散”，再现古汉语表达的优雅
雍容，承接千百年来中国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写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此外，像“飞渡”“勾
连”“大关锁”“大照应”“背面敷粉”“草蛇灰线”
“横云断岭”等千锤百炼的写作技法，除了大体
量的历史小说，很难想象还有哪类文学品种能
更深刻地进行理解和实践，这给我带来很大乐
趣，也是我对此类题材深深着迷的原因之一。

记者：历史小说如何观照现实？

严优：历史小说从来不是对历史进程的简
单复述，总会融入时代及个人的历史观，体现出
宏观冷静的一面。但是在大史观之下，也要考
虑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感情和观念。

中国神话兼容并包

恢宏壮丽多姿多彩

记者：《诸神纪》等神话类作品是您的另一

个写作重点，有哪些特别的表达方式？

严优：对于神话的重述，应该说至少有两种

路子。一种是很学术的，强调原生态，大爷大妈
在田间地头怎么讲的，如实记下来，包括方言词
汇；还有一种是要经过一定的文学加工。我写
《诸神纪》采用的基本是第二种方式，在重述时
尽量让它有一点文学色彩。这跟我自己的美学
追求有关，我认为神话阅读是兼具崇高与优美
的审美体验，我想要让大家体会到它的恢宏壮
阔、诗情画意。因为神话故事要解决宇宙、人类
和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以它一般很简洁，
带着人类童年期的幼稚与朴拙，所以我也要在
文学性的描述和简洁之间找平衡。

记者：神话类写作同样面临材料取舍的问

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严优：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多源共生的神
话系统，来源广杂、记录不全、重复书写，又经过
数千年的流变、混合，导致了中国神话很芜杂，
彼此矛盾，版本也多。写《诸神纪》时，我要面对
和处理这么多繁杂的资料，最后被逼得没办法，
就自己想出了一种结构，分成中原系和非中原
系，又按地域来分述神系，还写了诸多女神和少
数民族神话。

记者：古希腊神话有《神谱》《伊利亚特》《奥

德赛》，日本神话有《古事记》《日本书纪》，我们

似乎并没有这样成体系的神话作品。

严优：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同时代、地域、
族群的神话世界难以完全融合，而且历史上中
国神话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系统化，儒家传统对
神话也不重视，未形成显学，多以只言片语留存
在古籍中。但其实归纳中国神祇谱系这件事也
有人做过，比如《山海经》记录了黄炎世系，战国
有了三皇五帝的框架，汉初完善了上古神祇体
系，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三清神仙体系。中国
神话最大的优点在于兼容并包，不盲目、不屈
从，人与神融洽相处。终极神谱是一把双刃剑，
它固然可以保存与保护许多古老的神话，然而
也必定是选粹，会有遗漏。

记者：在您心中，您如何定义神话？

严优：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中国
文化是满天星斗的文化，我的理解就是，很多恒
星系同时发光。中国神话壮丽多姿，比如曹植
的《洛神赋》，对洛神形象的传播功不可没，比如
云冈石窟造像、永乐宫壁画，它能够让人感到心
灵很宁静，能够沉醉进去。我觉得应该从这个
角度去接近神话，带一点仰视，不要像现在的消
费主义那样去俯视它。我们对神话要保持一种
比较敬畏的距离，这有助于领会神话的意义。

神话与科学并不矛盾

而是一场心醉神迷的对话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下大众文化对古代神

话资源的消费和利用？

严优：神话就像是一个弹药库，神话元素被
当代影视剧大量采用，虽然有曲解、误读，但至
少让大众关注的焦点暂时聚集到了神话上，让
大家关心我们中国的神话。自古以来神怪、志
异类的作品就挺吸引人的，最典型的是《西游
记》《封神榜》，这个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也说明
无论创作者还是观众，对中国神话都有一种本
能的热爱。

记者：如果以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待

古代神话，神话有多大的可信度？

严优：神话中说人是由女娲捏出来的，但科
学告诉我们，人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

到多细胞，从真菌到鱼类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
从猿到人一步步进化来的。神话中说盘古的左眼
和右眼分别变成了太阳和月亮，头发变成了星星，
而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产生于大爆炸。

可是，神话与科学仅仅就是这样简单的对立
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它们血脉相通，神话的精
神跟科学是相通的，比如神农氏，他背着箩筐寻找
药草，手里拿着鞭子，鞭打植物就能辨别植物的好
坏，后来尝到毒草，为此献出生命，这不就是一种
科学的探索和牺牲精神吗？再比如夸父逐日，有
人说他是为了和太阳赛跑，也有人说他是想挽留
时间，不论是什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科学寓意。
再来看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神话，现在的科学研
究发现，古时气候的确是发生过大的灾变，酷热、
洪水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神话的想象力也启迪了科学创造。比如中国

古代神话里有一类美人鱼叫鲛人，生活在海底，眼
泪可以变成珍珠，还会织一种鲛绡纱，可以防水。
现在我们有了纳米布，就是高度防水材料。如果
人类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并付诸实践，就不会取得
这样的成果。神话与科学并不矛盾，两者之间是
一场心醉神迷的古今对话。

记者：您还写过一本《我们的神：写给孩子的

中国神话》，读神话对孩子们会有哪些帮助？

严优：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瑰宝，孩子
们对这个世界发出的疑问，常常与远古人类的话
题和疑问相似，这是神话之所以对孩子们独具吸
引力的主要原因。神话能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与
创新力，丰富他们的知识，让他们了解许多遗留在
神话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精神。比如，盘古
开天，传达出创造新世界的开拓精神；夸父逐日，
体现了勇于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坚韧毅力；神农
尝百草，诠释了为追求真理不惜以身殉道的自我
牺牲精神……这些都能传递给孩子们强大的精神
力量。用神话教育孩子，是真正的润物无声、事半
功倍。

严优自述

写历史小说是自讨苦吃
但我的探索却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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