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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延安儿女的故
事》口述国与家的历史

2015年9月9日， 恰逢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和毛泽东同志逝世39周
年之际， 众多在延安出生和长大的
革命后代齐聚一堂， 共同庆贺 《延
安儿女的故事》 和 《延安娃》 音像
制品的出版与发行。

这两部关于延安生产、 生活的
口述历史作品， 从拍摄构思到迄今
出版经历了十年时间。 在漫长的资
料收集过程中， 制作队伍走访了北
京、 西安、 延安等地， 甚至还远赴
俄罗斯， 涉及的讲述者近200人。
在制作期间， 很多亲历者都已故

去， 可以说 《延安儿女的故事》 和
《延安娃》 是抢救性的纪实资料。其
中，《延安儿女的故事》 是由124个
革命者后代共同讲述的一部关于国
与家题材的口述历史作品， 还原了
革命战争年代自己父辈的真实故
事, 将老一辈的优良革命传统和大
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展示出来。

该活动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
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延
安儿女联谊会主办。 （伊湄）

《东北地理教本》的重新发现

“《东北地理教本》 并不仅仅是
一本教材，除了它自身的教育意义、
学术意义以外， 还充分显示了其特
有的社会意义和舆论意义， 尤其是

在当时国际背景下、 中日关系中的
政治意义。”日前在光明日报社举行
的《东北地理教本》重印本首发式暨
学术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伯
苓先生之孙张元龙表示。

此次南开大学和张伯苓教育思
想研究会重新修订印刷发行《东北
地理教本》的过程，也是对这部上世
纪30年代南开大学在抗战爆发前
夕编印的大中小学通用校本教材重
新发现的历程。早在1927年8月，时
任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校长的张伯
苓组织师生赴东北考察情况。 此后
南开学校至少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
东北实地考察。其间，师生们收集了
大量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论
文，《南开双周》上还开辟了“东北研
究”专栏发表调查成果。这些调查研

究的成果，后来构成了1931年出版的
《东北地理教本》的内容。作为当时南
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通用必读的
教科书，该书充满忧患意识、表现出强
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被认为是1937年
日军轰炸南开学校的原因之一。

《东北地理教本》 重印本包括地
理、 行政、 交通、 富源、 工业、 商
业、 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 中东铁路
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 东北与国际之
关系、 东北问题之解决方策等15章
及两个附录， 是了解当时东北状况的
百科全书式教科书， 也是研究和深入
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意义的新
史料。 （柴葳）

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摄影展举办

近日， 以“家乡” 为主题的笔

墨中国·2015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摄
影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现场展出
从全国各地报送的两万余件作品中
精选的200幅优秀书画和摄影作品，
展示了孩子们眼中的七彩世界和对
家乡的热爱。

本次活动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
术基金会主办， 笔墨中国组委会和人
教社报刊社等单位承办， 旨在引导青
少年儿童亲近家乡和优秀传统文化，
发现自然和生活的美， 用画笔和相机
传递真善美， 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提
高他们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村小艺
术家·我们的未来” 公益主题活动同
时启动， 将帮助贫困地区乡村小学艺
术教育的发展和激发留守儿童的艺术
学习热情。

（余闯）

筲聚焦

请扫描关注中国教
育报文化副刊中心微信
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郭淑珍：88岁高龄再诉黄河怨
■杨先让

我们这一代人， 能赶上今年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已经很不易， 能
否赶得上下一个纪念活动， 就很难
说了。 我出生的1930年正是日寇侵
占我国东北的开始， 家国的遭难是
亲身体验过的， 怎能忘却？

今年五月的一天， 在北京钓鱼
台宾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
徐悲鸿120周年诞辰活动时， 当年
北平国立艺专几位老同学相遇， 音
乐系的郭淑珍年岁最大， 88周岁，
至今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第一线，
属中国当代著名女歌唱家、 资深教
授。 国立艺专时期， 美术系同学送
她外号———“大喇叭”， 可想她的声
乐条件多么突出了。 那天， 她透露
消息： 准备在中央音乐学院组织一
场纪念抗战胜利音乐会， 节目有
《黄河大合唱》。 我预感她可能上台
担任女声独唱 《黄河怨》 一曲， 问
她， 她笑而不答。 于是让她赠票，
我说： “如果是你演唱 《黄河怨》，
我必送鲜花一束。”

我太期待了。 记得1977年“四
人帮” 倒台， 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
年时在北京展览馆演出的一场音乐
会上， 郭淑珍唱的 《黄河怨》 如诉
如泣， 表达了人民共同的感情。 再
加上郭兰英演唱歌颂周总理的 《绣
金匾》， 观众没有一个不哭肿眼睛
的， 后来被友人们赠她俩一美
称———“二锅 （郭） 头”。

我一直关心着郭淑珍提到的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音乐会， 曾向
从她那里毕业的得意研究生徐薇薇
（徐悲鸿的曾孙女） 打听情况。 薇
薇说： “她的确在练唱。” 并且告
诉我： “到时候只能给你两张票，

已经很不容易了。”
8月26日国家大剧院的演出，

节目单上果然印着郭淑珍的大名。
88岁高龄了， 是什么样的感情促使
她登台献唱， 我一时无法分析透
彻。

此次纪念演出， 郭淑珍任艺术
总监， 是她的威望调动了中央音乐
学院强大的演出阵容， 并特聘了92
岁高龄的著名指挥严良堃任艺术指
导。 而且， 我在美国休斯顿认识的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教授担任
《黄河颂》 独唱， 更令我兴奋不已。
为此我准备了鲜花献给他们， 以表
心意。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音乐会， 由冼
星海 《黄河大合唱》 和肖斯塔科维
奇 《第七交响曲 （列宁格勒）》
（1941年列宁格勒在敌军围困下，
作曲家身处战火硝烟中完成的不朽
篇章） 两件伟大的曲目组成， 这场
专场音乐会意义重大， 由180余人
的交响团和150人左右的合唱团组
成， 可谓壮观。

这里要说一下 《黄河大合唱》
与郭淑珍数十年的教学和演出结
缘。 这部经典颂歌紧贴着时代写黄
河， 由黄河写时代， 极其丰富深厚
的思想内涵， 绚丽雄浑的艺术形式
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达到完美
的统一。 它是我们民族感情的浓
缩， 那气壮山河的诗句、 铿锵有力
的节奏、 婉转动人的旋律、 豪情万
丈又低回深沉的炽热心灵呼喊……
它是音乐艺术的巅峰之作、 不朽之
作， 它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永远是
中国音乐学校的教科书。 1975年抗
日战争胜利30周年庆典， 毛泽东特

别指示公演 《黄河大合唱》， 郭淑
珍被指定演唱 《黄河怨》 一曲， 由
此她获得了金唱片奖， 更不用说
《黄河大合唱》 中的声乐乐章从来
都是她教材中的经典篇章。

作为这次演出的艺术总监， 身
上责任重大， 暑假不得休闲， 忙组
织， 抓排练， 又被大家热忱拥戴、
再三举荐担任 《黄河怨》 的独唱。

郭淑珍教学一向以严格闻名，
她为难过、 不安过， 毕竟不再年
轻、 满头白发、 气力与嗓音已不是
40年前唱 《黄河怨》 的时候了， 这
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所以她一再
推辞， 但终难违拗众人盛情美意，
有同事赋词鼓励： “休将白发便呼
老， 还尔青春火样红。” 这也深深

感动着她， 最后， 为了今朝难再遇的
盛典音乐专场， 她横下心来准备披挂
上阵了。

我这位可敬的老同学———郭淑
珍， 要拿出多大勇气与决心呀！ 为了
纪念战争胜利， 为了呼吁世界和平，
请欣赏这“老树新花共一枝” 吧。

演出获得热烈的欢迎， 当88岁高
龄的郭淑珍一身白色长衣裙， 被人扶
着走上前台时， 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
及演唱结束时全场起立掌声、 欢呼声
一片的场面， 我为老同学感到由衷的
骄傲和高兴， 也流下了泪水。 我们真
正在用心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北平国立艺专老同学郭淑珍又以
难能可贵的行动在纪念老校长徐悲鸿
12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 为我们作出

了榜样。 徐悲鸿校长在天之灵， 也会
感到欣慰的。

感谢“大喇叭” 郭淑珍， 我们的
老同学。

杨先让简介
1930年生于山东省牟平。 画家，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民间美术系教
授。 曾任中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副
主任， 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 文
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中央美术
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 主要作品： 木
刻版画 《出圈》， 木刻 《鲁迅与“可
爱的中国”》， 出版 《杨先让木刻选
集》 《黄河四十走———民艺考察报
告》、 《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
世界》 等。

走出区域文化
的误区
■傅书华

在全球化、 体制化、 信息化所形成的一
体化强势影响下， 一代新人及这之后的代代
新人， 其人生形态、 生命形态都面临着被格
式化的危机： 无论是在南疆还是在北国， 特
别是在大中学的校园里， 你几乎看不到南北
区域差别： 他们穿着一样的牛仔裤、 听着同
样的流行歌曲、 交流着相似的话题、 谈论着
共同的心中偶像……代际之间的差别日益大
于区域之间的差别， 生活在南疆与北国的十
几岁青少年之间的共同语言、 话语形态， 要
远远多于他们与父母的共同语言 、 话语形
态， 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

从高处流向低处， 从文化强势区域流向
文化弱势区域， 这是文化流动的规律。 但需
要警惕以抽象的理念替代鲜活的生命， 以观
念的移植规训实际的生存； 需要警惕以他人
的问题代替自己的问题， 以他人的标准代替
自己的标准， 切勿沉浸在词语的世界里造成
精神的迷乱， 切勿在 “错把杭州作汴洲” 时
失去自身的存在。 区域文化的教育则是让代
代新人走出这一误区的有效方式：

其一， 区域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是将理念、 观念、 情感、 人生形态通过具体
的日常生活， 潜移默化地进入青少年心理的
无意识层面， 并将对青少年的一生产生着根
深蒂固的影响。 长江、 黄河、 万里长城等这
些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形象远远不如具体的家
乡的山水， 更容易为青少年所具体的感知，
而不是抽象的认知 ， 并在这样的具体感知
中， 化为青少年的生命血肉， 诸如对时代的
变迁、 历史的沧桑、 人世的巨变等感受， 对
于青少年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 对青少年一
代进行区域文化的教育， 有助于他们祛除从
观念、 从理念认识世界的积弊， 养成关心现
实、 关心民生、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进入世界
和社会的方式与能力。

青少年时期是充满幻想、 激情、 热望、
行动的人生阶段， 它可以成为对社会变革的
最有活力的动力， 但也有成为对社会进行破
坏性力量的可能。 对身边社会现实的关注热
情、 人生情怀有助于他们将幻想、 激情、 热
望等这些 “高空的雨水”， 洒落、 滋润、 实
现于他们脚下切实的大地。

其二， 没有本质主义的先验的 “世界”
与 “中国”， 强势区域与弱势区域是在相互
“遮蔽” 与 “敞开” 的对话关系中得以 “澄
明”， 并在这样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建构人之
存在的家园。 每一个区域有着自己独特的通
向这一家园之路， 营养欠缺的弱势区域不能
仿照强势区域推崇素食方式， 传统宗法文化
仍然浓厚的文化区域， 相较西化程度严重的
文化区域， 其对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接受侧重点亦应有别。 中国人心目中的
中国形象、 中国问题， 不同于西方人心目中
的中国形象、 中国问题， 同理， 京沪之人对
山西的见解与山西本土之人对山西的见解不
同， 都市之人对乡村风光的感受与乡村之人
对乡村风光的感受有异。 反之亦然。

其三， 对处身于其间的区域文化形态的
认识， 对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
识， 有助于青少年开放心态的形成； 而学会
自觉地学习其他区域文化的长处， 也有助于
青少年主体独立意识、 自尊意识的形成， 不
是随波逐流， 不是在强势文化的巨大影响下
失去自我， 而是立足自身， 面向社会与世界。
这一思维方式的形成， 小而言之， 有助于青
少年在将自我视为独立的个体的同时， 也将
他人视为独立的个体， 从而用平等的对话关
系处理人我关系 。 这样的一种主体间性关
系， 在用社会地位、 金钱、 职务等将人区分
为三六九等， 并在这一等级关系中形成对他
人的怜悯、 仰慕、 逢迎、 蔑视等， 却唯独没
有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尊重的今天， 尤为必
要。 这一思维方式的形成， 也有助于青少年
一代用清醒的意识， 去对抗金钱、 权力、 时
尚、 多数人的暴力等， 对千姿百态的鲜活个
体生命的格式化。 这一思维方式的形成， 大
而言之， 则有助于青少年一代在理念上、 在
个体的日常生活中， 厘清西化、 中化之争，
并在这种厘清中， 对民族性世界性的 “张力”
关系， 有着清醒、 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马克思说过：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
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你们
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
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
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同样，
作为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生命形态， 不同文
化区域之人的生命形态， 是无价值高下之分
的， 不同文化区域之人的生存形态也应该如
同大自然一样， 是千变万化、 无穷无尽的。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书写与典籍文化
■刘守安

“书”， 其字之本义便是“书写”，
《说文解字·聿部》： “所以書也。 楚
谓之聿， 吴谓之不律， 燕谓之弗。”
当然， 除了作为名词的“书” 表示书
写之意 ， “著”、 “题 ”、 “写 ” 、
“撰”、 “记”、 “录” 等都含有书写
的意义。 从构字方式看， “书” 属于
“象事”， 事者， 行为也。 从这个意义
上说， “书” 是作为一种行为， 一种
社会实践活动， 作为动词的意义而存
在。

古代文人的书写活动不胜枚举，
从商周史官的“左手记言， 右手记
事”、 孔子著 《春秋》 到司马迁 《史
记》、 班固 《汉书》， 无论是皇帝还是
下层官吏， 无论是二王书札还是缣帛
片纸， 这些都是古代文人的书写活
动， 这些活动其实就存在古代文人的
实际生活中。

书写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 或为用而书， 或为艺而
书， 但二者又都是为了表现一定的
目的。 张怀瓘 《书断》 言： “文章
之为用， 必假乎书”， 德里达也在
《书写与差异》 中说： “文字从来不
是简单的‘声音描绘’， 它创造意义
并把它存录下来， 把它托付给一个
雕刻、 一条槽纹、 一块浮雕、 一块
能无限相传的平面”。 从这里看， 文
字的功能就是把汉字书写下来并存

录它的意义， 从而让汉字的意义和
内容存久行远， 当然也是文字书写
的主要目的。 从书写的功能上说，
这些书写活动则各有不同。 或是具
有“当下价值” 的“功能书写”， 如
圣王天子所以“垂统天下” 的“诏
令”、 “政典” 等书写， 这些都依靠
书写固定下来， 从而更加有效地实
行国家管理、 政治统治。 而这种政
治上重视甚至依赖书写的传统， 也
影响着中国古代士人， 以“立德、
立功、 立言” 为人生目标的他们，
居庙堂之高则或处江湖之远， 都把
书写当作必备之技能和手段， 或处
理政务， 或表情达意等等， 都是书
写功能的外显形式。

中国古代典籍作为“文字传承
物”， 是中国书写的辉煌成果。 从
“十三经” 到“二十四史”， 从诸子百
家到经史子集， 从只言片语到注解疏
考等都是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中国书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极为宝贵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皇典
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与
伦比， 是中国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宝
贵精神财富。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书
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安教授日
前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所作“中国古
代书写与典籍文化” 专题讲座内容
摘编）

筲资讯

妙趣天成的水墨漫画
■蔡宁

画家禹天成创作的水墨漫画
《托尔斯泰》， 以世界文学史上最
杰出的作家之一的托翁旧照为
凭， 抓住其大胡子、 大鼻头、 深
凹眼之典型特征， 仅用四根波澜
起伏的线条表现出繁茂的长胡
须， 似乎蕴含着人生壮阔雄伟的
旋律； 水墨纵横鬓发飘逸， 呈现
宠辱不惊的精神； 额上画出三条
轻重不一的皱纹， 表现历经波谲
云诡的红尘而沉静;左右两根线条
即支撑起傲岸不群的躯体， 这幅
漫画肖像表现出人物内心的多面

性、 丰富性和复杂性， 呈现出基
督教博爱的一种精神状态。 高尔
基曾言： “不认识托尔斯泰者，
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这幅肖像，
我以为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幅油画
托翁造像， 可谓是同题绘画中最
有特色的， 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
展理属名至实归。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禹天
成，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就已发
表大量美术作品， 先后入选比利
时、 南斯拉夫等国际美术大赛并
获奖， 并数十次在国内美术大赛
中获奖。 最近获他相赠画册 《水
墨天成》， 读之， 其笔下人物肖
像很多是人们熟知的现代名人和
当代公众人物， 寥寥数笔水墨，
即现人物神态。

任何一门艺术都是通过艺术
思维完成的， 水墨肖像也不例
外， 而其水墨漫画肖像用或粗或
细、 或浓或淡的几根线条和块面,
通过夸饰、 象征、 变形、 诙谐与
写实结合， 即现人物品貌， 可谓
构思巧妙、 概括性强、 画面简
洁、 真实不虚。 “漫” 字虽用意
相似， 但其“漫” 却在相似间表
达出人物的精神实质， 向人们传
递了绘画艺术的哲学理念和审美
情趣。

他画的李大钊， 三四笔即高
度概括其国字型的脸庞， 突出两

撇大胡须， 两道剑眉似是出鞘，
横竖三笔画出寸发， 睿智的眼睛
上架副夸张的圆形眼镜， 简略之
笔几乎于刀削而现其铮铮铁骨。
画卓别林， 以浓墨勾画其俏皮滑
稽的外形， 两道浓眉倒竖， 眼睛
斜视圆睁， 一撮仁中胡似在舞
蹈， 省却嘴唇， 戴个小了又小的
圆顶礼帽， 十分幽默地勾画出
“卓别林是电影工业时代独一无
二的天才 （萧伯纳评价）” 的形
象。

他画的鲁迅甚有特色， 大笔
从上、 及左、 又右刷写刚正之鬓
发， 颌下横刷一围巾， 国字形的
框架内， 浓墨横写两道粗旷之冷
眉， 横撇之胡须及厚唇， 淡墨写
之双眼及鼻， 数笔即现了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
子牛” 的人生诗意形象。 他还为
胡适、 张仃、 朱屺瞻、 余光中、
王洛滨等名家造像， 诸多水墨漫
画被江苏省美术馆、 浙江丰子恺
纪念馆、 君匋艺术院等艺术机构
收藏。

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大道
至简。 绘画之难， 难为至简。 读
天成作品， 不拘礼法， 取简为
尚， 正应斯理， 当视上品， 所作
可谓妙趣天成矣！

（作者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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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如是我观

水墨漫画 《托尔斯泰》
禹天成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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