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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吟真善美

推荐理由：本书精选孙犁散文六十八篇，包括青年往事漫忆、中年病期琐记、冀中敌后纪事、文学生

活琐谈、读书序跋、悼念友人等。既有《母亲的记忆》《亡人逸事》《报纸的故事》等脍炙人口的亲情佳作，也

有《在阜平》《服装的故事》《吃粥有感》等敌后生活中的温情篇章，还有《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相片》《采

蒲台的苇》等白洋淀人民抗战记录，更有《文学和生活的路》《文字生涯》等关于文学与写作的精彩见地，

以及《回忆沙可夫同志》《远的怀念》《伙伴的回忆》等追忆友人的作品。全书配有二十幅图片，包括作家

旧照、手迹、书影等，全面展示孙犁平易自然、散淡隽永的艺术气质和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孙犁散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朴素深沉，沁人心脾，“如橄榄，

如醇酒，有一种经得住咀嚼的余味。”

《孙犁散文》，孙犁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力津报 荐

分享 读悦解读中西方在艺术上的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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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 单于归来
周俊芳

《单于归

来》，刘勇著，

山西人民出版

社，2022年1

月出版。

孙犁最初以短篇小说《荷花淀》驰名文坛并
由此成为“荷花淀派”的开山人物。相对于小说，
孙犁的散文不但毫不逊色，还同样独树一帜，成
就非凡，足以和他的小说并驾齐驱甚或过之。

早在1982年，孙犁就曾经说过：“我一向认
为，作文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要质胜于
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
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助其
坚，即华丽，亦粉饰耳。二、要有真情，要写真
相。三、文字、文章要自然。三者之反面，则为
虚伪矫饰。”虽然只是寥寥几句，但却具有丰富
而深刻的内涵。这既可以看作孙犁所奉行的创
作原则，亦可看作孙犁的夫子自道，这也是孙犁
散文创作的格局。

和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不同，孙犁散文的数
量并不是很多，甚至不足二百篇；与那些在某个
时期洛阳纸贵、身价十倍的作家也不同，孙犁的
散文似乎没有产生过“轰动效应”。但是，历经半
个世纪的风雨，孙犁的散文依然受到人们的喜
爱，依然被人们咀嚼品味，依然被人们传颂赞叹。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孙犁散文所
蕴含的真善美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一

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的形成，与他成长的
家庭环境、社会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1913年5
月，孙犁出生于冀中农村，冀中人民所崇尚和奉
行的，是朴实，憨厚和善良，所厌弃和鄙视的，是
虚假，油滑和刁钻，这些近乎原始而淳朴的观
念，对孙犁的为人处世和散文创作产生了决定
性的影响。自从走上文学之路，孙犁就在鲁迅
精神的鼓舞下，“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
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
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散
文，篇幅虽短，却是真实的生活的记录，这是孙
犁散文的基础，也是孙犁散文的生命力所在。

根据孙犁的自身经历和散文创作的风格，
可以将他的散文大致分为战争年代、新中国成
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在每一个重
要的历史时期，孙犁都以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
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把这些散文按
照时间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到一部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孙犁亲身感受
到了冀中人民精诚团结，坚强不屈和乐观向上
的高贵品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抗日战争，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
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

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
歌可泣的高尚情操”。为此，孙犁以满腔的热
情，将这些“美的极致”形诸笔墨。1949年1月，
孙犁随着解放大军来到天津，开始了他文学创
作的新征程。他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的新生活，
他单枪匹马，上工厂，下农村，忠实反映了新中
国成立初期人们昂扬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风
貌。1956年之后，由于身体的原因，孙犁经历了
十年的疾病折磨，随后，是“十年浩劫”，除了两
篇《病期琐事》和几篇怀人之作，孙犁的创作几
乎中断了二十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十
年废于疾病，十年毁于遭逢”。改革开放之后，
孙犁和大多数老作家一样，在艺术上焕发了青
春，其散文创作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些
散文，大多是对亲朋的怀念，对“文革”的反思，
对人生的感悟，因此，这些作品一改前期清新、
明丽的风格，而变得更加深沉、隽永，更加意味
深长，读之如饮醇醪，味之无穷。

孙犁的散文，尽管时间跨度很长，风格有着
明显的变化，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真
实。也正如孙犁所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
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
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
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在这些作
品中，找不到虚假的编造，找不到人为的拔高，

更找不到言不由衷的矫饰。也正因为如此，“不
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
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
的严峻检阅”。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并不容
易办到的。

二

自古以来，就有“文如其人”之说，虽不绝对，
但在孙犁身上却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孙犁不善交
际，但他待人以诚，没有丝毫的虚伪客套，为此也
曾引起老朋友的误会；他的文字也一如他的为人，
直抒胸臆，绝不掩饰。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孙犁都
坚守着“不欺骗读者”的操守。这也正如他在1981
年8月5日为《孙犁文集》所作的序中所说：“我回
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
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
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
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
违背良心，制造虚假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
澜。”后期恢复创作之后，许多读者都希望孙犁再
写一些《荷花淀》《芦花荡》那样的作品，孙犁在《戏
的梦》中这样回答：“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
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
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
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

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
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
正的血和泪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孙犁的笔
下，所写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所反对的，是
虚假和编造。“如果在一篇短小的散文里，没有一
点点真实的东西：生活里有的东西，你不写；生活
里没有的东西，你硬编；甚至为了个人私利，造谣
惑众，它的寿命就必然短促地限在当天的报纸
上。”孙犁的散文，几乎没有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
场面，更没有任意想象、凭空捏造的虚幻场景，更
多的则是司空见惯的人情世故和如影随形的父老
乡亲。从这些凡人琐事中，可以发现人性的真善
美。父亲的本分厚道，母亲的勤劳乐观，妻子的忠
贞忍耐，乡间妇女的坚韧不屈，阜平房东的贫苦善
良，山地女孩子的热情泼辣，穷苦长辈的精神不
倒，都在孙犁的笔下鲜活起来，如一股清泉，缓缓
注入读者的内心世界，催人泪下，令人感慨不已。

三

中国文学中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曹丕《典论·
论文》中也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
若文章之无穷。”这就说明，文学创作是一件极其严
肃的事情，不是吟风弄月，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雕
虫小技，它是一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的
功德，事关治乱兴衰和世道人心。孙犁深知个中三
昧。尽管他很少发表关于文学创作的长篇大论，但
他却以自己的散文创作来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
统。孙犁散文所表现的，是人性的真善美，是生活
中的至真至纯，至善至爱。尽管他经历过时代的风
云变幻，尽管他饱尝过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尽
管他看到过太多的虚假和丑恶，但却很少在散文中
去表现那些消极的东西，他不愿意给读者带来不愉
快的感受，也不愿意诉说自己的不平和冤苦。在散
文创作中，孙犁有一种“洁癖”，就是从不直接去描
写人间的丑恶。他曾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
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
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
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
他所追求和奉行的，是“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
良能，天籁之音”，因为，“这是艺术独一无二的灵
魂。”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孙犁的散文越
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感觉，越读越难以释手。其
原因在于，每每读孙犁的散文，就会有一种心灵得
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的感觉。

孙犁的散文，如同陋巷中真善美的歌吟，纯净
而悠长。

关于中国的文献研究已然颇成规模，其
中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阿拉伯
人写的游记为最早。自此之后，西方与中国
的频繁往来除少数几次中断以外一直绵延至
今：中国的商队从北亚历经俄罗斯，穿过中亚
来到地中海，而欧洲人则经海路到达印度。
中国的瓷器从15世纪末起在欧洲大受欢迎，
紧接着是青铜器、漆器、象牙雕刻、绘画及家
具，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也成了欧洲市场上的
紧俏商品。数以千计的冒险家、士兵、传教
士、海员及学者从欧洲出发，来到远东，当然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商人。他们将无数艺术珍
品带回欧洲，瞬间席卷交易市场，而各家旧大
陆博物馆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了藏品，可惜它
们并未对藏品质量进行筛选。

同时出现的还有数量巨大的各种游记和
风俗故事。它们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描绘
风土人情及宗教大观，介绍民俗习惯和传统服
饰。除此之外，科学界也将中国纳入了研究的
领域，各位学识渊博的大家已经对这个东方大
国的地理、历史、哲学、宗教、语言和文化有所
研究，我们从中获益良多。

来自中国的各种陌生技术也对欧洲手工业
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风的装饰在18世纪甚至成
了一种潮流，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关于中国装饰风
格的研究与文章，其中对瓷器和陶器的研究成果
尤为丰硕。直到今年（1910年）劳费尔发表了关
于汉代陶器的研究文章，我们才首次有了一窥佛
教传入中国以前时期陶瓷艺术的机会，这个领域
的艺术发展研究也有了新的可能。同时我们也
得以了解更早时期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在此
之前这类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商店里我们可以买到数千种文物的照片
和游记的插图，但直到沙畹先生带回了重要的
石刻拓本，我们才有幸看到最古老的佛教艺术，
并将它与西方的艺术加以比较。汉学家夏德
（Friedrich Hirth）和翟理思（Herbet Giles）精通
中国文学，并第一次注意到了中国的绘画。他
们翻译收集了极富价值的批注，提供了一些重
要日期和有趣的逸事，但这些仅向我们展现了
中国艺术史中零星的落脚点，对整个艺术史的
全貌我们仍无头绪。对中国艺术史有较完整研
究的是帕里奥罗戈（Paléologue）和卜士礼

（Stephen Wootton Bushell）。安德森（Andson）在
他有关日本绘画的大作中花费14页的笔墨介绍
了中国绘画，但由于他的研究来源于日本的文
献，因此并不详尽。

明朝以前的中国绘画原作除流落在伦敦和
美国的少数几幅以外，从未在中国和日本以外
得到研究，大多藏品也都为私人所有，因此极难
得一见。所幸日本展出了一些中国绘画藏品的
复刻本，在此我深表感激。大英博物馆东方绘
画馆的馆长宾扬，是最早对亚洲绘画作出评论
的专业人士。他将我们带入了东亚艺术家的精
神世界，从现代美学的角度惊叹这些艺术品的
独特魅力。然而可惜的是，宾扬并未对东方的
艺术史有所研究。而这些就是欧洲学界对东亚
高雅艺术研究的全部了。

我们感兴趣的是，亚洲艺术作为一个整体
与世界上其他艺术相比的独特性。另外，他们
也没有涉及这些绘画作品与世界上其他作品
之间的联系，以及艺术流派的发展过程。我无
意列举每位艺术家的生平历史及作品，而是着
眼研究艺术风格的演变和形成。如果我的文
章能够给相关学者一些可以延伸的灵感，或能
尽力勾勒出中国艺术史的全貌，那么我就已经
非常满足了。

我计划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研究资料，整理
归类现有的珍贵图片，在客观描述规模宏大的
文献资料以外，对原作给出一些自己的评论，并
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史。

对历史的兴趣是历史学不断进步的动
力。历史看似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又时刻环
绕在各个时代的人们身边。

是什么动力，让一个北京人用10年行走山
西？是怎样的毅力，让他用脚步丈量消亡了千
年的古国？是怎样的兴趣，让他埋头古籍，研究
梳理民族融合的久远脉络？他叫刘勇，历史文
化学者、人文旅行家、山西人文地理签约作者，出
版有《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金石证史：三
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单于归来——南匈奴文化遗存考察》是

他的又一成果。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北方各
民族战争频仍，融合更甚。匈奴、鲜卑、突厥、
契丹等游牧民族，曾强盛一时，又消失不见，只
留下一个文献符号。刘勇通过广泛的田野考
察，找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在魏晋十六国

北朝史、山西地方史、文化史研究上方面，均具
有学术和现实意义。

与高深艰涩的历史专著不同，本书是兼具游
记和学术研究的、可读性极强的读物。《蔡文姬没
于南匈奴居地考》一文，写到东汉末年才女蔡文
姬，一生坎坷，有12年被南匈奴左贤王掳走的经
历。没想到，她的居住地极有可能在吕梁方山的
左国城。虽然典籍记载极少，但其他与之相关的
旁证和考古发现，都佐证着这种推论。是不是有
种近在咫尺的亲近感？

兼具游记的叙述，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每每在思绪悠远的想象中，被拉回来，眼前是真
真切切的生活，静默的遗址、石刻的文保碑、古
朴的街巷……历史与现实交融，想象与生活切
换，令人沉思、低吟、感慨万千。

历史渊源、人文醇厚的山西，自带了几分风
华。在马背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历程中，山西首当
其冲，在历朝历代大移民的背景下，山西也责无旁
贷。山西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刘勇又发现了南匈
奴在山西的活动轨迹，还原了这段被遗忘的岁月。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迁移和流动愈发频
繁。故乡变得不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承载自
己记忆和基因的区域。一个三四代甚至更久
远的南方家族，或许有着标准的北方人类图
谱。因而，追溯久远民族的融合轨迹，正是对
自我精神家园的一次回望。

人是健忘的，于是我们有了历史，在记录中
应对遗忘，纠正口耳相传的谬误。这是一代代
修史者的使命，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得以延续
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像刘勇这样的
记录者，具有科班出身的学术背景，在行走中践
行着历史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根本宗旨，其
研究更丰富立体、有温度。

是为序

书津报 架

《风的历史》

【法】阿兰·科班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深过最深之水》

洁尘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6月

这是一本以风为研究对象、
视角新颖奇特的历史小书。

风作为西方文学经常呈现的
一个对象，常被当做歌颂自然的力
量、活力的象征性符号，科班在《风
的历史》中带领读者开启了一次从
18世纪到今天对风的科学和文化
探寻，通过广泛搜集了西方科学对
风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文学史、
文化史围绕风的创作，描写了人类
对风的认识和利用的历史。从气
象学到天文学，从战争到发电
……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能量和
灾难的同时，也不断改变和激发着
人们对于自然的想象。

南起濑户内海的冈山、高
松，热海、箱根，到大阪、京都、奈
良、东京，一路向北，到金泽、黑
矶、仙台、金木、青森、名古屋，一
直行到北海道的札幌、富良野，
足迹遍及日本四大岛，洁尘以脚
代笔，绘制了一幅极具作家气质
的文学艺术行走地图。

作者深入日本种种艺术现
场，寻访几十位建筑家、艺术家
的足迹，提供从路线到内蕴的全
面指南，是一场侘寂、幽玄、意
气、物哀的美学溯源之旅。本书
上编为庭园笔记，深度探访日本
18座古典庭园；下编为巡馆散
记，探访日本26家著名美术馆。

刘运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