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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促的岁月有如流水，总会裹挟去很多记忆，
但也总会在不期然间，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席卷而
来，冲开你思绪的闸门。譬如打开电视机，一档名
为《最强大脑》的节目，主持人甫一出场，竟让我一
时间百感交集。

眼前的主持人，曾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
最佳辩手。遥想当年，赛场上的他词锋锐利，带领
复旦大学队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记得外电曾这
样评述：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整场辩论升华到
极高的价值观念境界，气势磅礴。

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才俊，如今已风
霜染鬓。那曾经的锐利，经了岁月的磨砺与沉淀，
已更多地化为笃实与沉静，就像电影《伟大辩手》
（美国，2007）中极富诗人气质的托尔森老师，深沉
的外表下是热情的积蓄和力量的凝聚。

托尔森老师置身的时代，还是上世纪的30年
代。彼时的美国德克萨斯州，政府依旧沿袭着19
世纪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具有诗人才情又擅
长辩论的高校教师托尔森，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
力量为同胞们做些事情，于是他着手成立了黑人
高校的第一支辩论队，在他的精心选拔下，四位学
生脱颖而出：汉密尔顿·伯格斯、亨利·罗伊、女生
莎曼萨，还有年仅14岁的小詹姆斯·法默尔。

电影开篇，便让我们感受到了暗夜中涌动的
激情与力量，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光，急促的音乐
和鼓点传达着内心的渴望与挣扎，而小詹姆斯·法
默尔的父亲、德克萨斯州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
非洲裔美国人老詹姆斯，则以他低沉铿锵的演讲，
探寻着冲破黑暗的道路：“教育是唯一的出路——
挣脱蒙昧和黑暗，走向光明的唯一出路。”

在这条挣脱蒙昧与黑暗的突围之旅中，演讲、
辩论、话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与作用。经过托尔
森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辩论队开始转战
于各个高校，他们就“经济危机结束时，失业救济
的发放是否应该停止”展开辩论，关于“黑人是否
应该被允许进入州立大学”表明立场，而在迎战全
美辩论冠军哈佛高材生的终极对决中，有关“消极
抵抗是否是维护公正的道德武器”的质询则将辩
论推向了高潮⋯⋯透过这个命题，编导们似乎也
在用独特的方式向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致以
深深的敬意。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后续
的故事甚至更为精彩。仅在七年之后，年仅22岁的
小詹姆斯·法默就创办了“种族平等协会”，并最终成
为了民权运动的著名领袖，女队员萨曼莎则成为了
著名的黑人人权律师。当“种族平等协会”发起“自
由乘车运动”以反对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时，小詹
姆斯、萨曼莎和白人志愿者一道，登上了开往阿拉巴
马州的公共汽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人生，再一
次昭示了话语的力量和启蒙的价值。

在我的电影课上，这部电影曾让不少有过大学
辩论赛经验的学生们热血沸腾。来自物理系的铭
康同学说：“作为经历过辩论的我而言，这部影片让
我有了很多对辩论的思考和总结，以往我一直认为
辩论就是语言的艺术，就是一种逻辑的游戏，而一个
好的辩手必须同时具备天赋、兴趣和勤奋，三者缺一
不可。看了这部电影，我想恐怕还得加上一种责任
感和使命感，才能成就一位伟大的辩手。”

托尔森老师的扮演者是曾获“奥斯卡最佳男
演员”殊荣的著名黑人演员丹泽尔·华盛顿，他不
仅饰演了片中的主要角色，还亲自执导了这部影
片，而他之所以钟情于这一题材，大概不仅仅着眼
于其对黑人族裔的励志作用，还有题材本身所隐
含的社会文化意蕴带给我们的精神冲击。

在法国思想家福柯看来，话语是指与社会权
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的言语方式，“话语并不是
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斗争的手
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
力。”正是通过一次次的辩论、表达和申诉，那曾经
遮蔽的被重新揭示，那曾经扭曲的得以匡正，那曾
经喑哑的终于发出了声音。

当黑人女子萨曼莎用掷地有声的话语，伴以
利落决绝的手势，大声质询制度的不公正时，她仿
佛用尽了毕生的气力，只为了说出这一句话。

如划过夜空的一道闪电，如响彻云端的一声
惊雷，那一刻，不由地你会眼眶一湿，胸中会有热
热的东西涌上来——这就是话语的力量。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培养公开演讲的习
惯——这样人们才能学会用舌头来反对，而不是
用刀剑来反对。”对此，哲学系的万培同学有着自
己更深入的思考：“最近在看密尔的《论自由》，密
尔认为谬误可以在人们不断地反驳声中揭示其谬
误性，让人们真正地认识到其与真理的区别。而
凡是真理的东西可以在人们不断的反驳声中，让
人们更好地理解其真理性，加强一代又一代人对
这些真理的深刻理解，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真理慢慢的被人们遗忘其本质，只传承其躯壳
而已。我想辩论其实也兼有这两方面的功能。”

每每读到这样的学生作业，我常常会不由得
问自己：在他们这样的年龄里，我是否也拥有这样
的思考与话语？每每想到此，心中便有一种说不
出的欣慰与骄傲。就像电影结尾处，托尔森教师
悄然来到哈佛大学，在一个不被人发现的角落里，
默默注视着自己的学生们赢得胜利，之后又默默
地转身离去。

借由话语的交流，达致心与心的传递，而思
想的种子一旦播撒，它们就有了自己生长的方
向，我们只需静待——春日，花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文
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

话语的力量
杜霞

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朝内
166号是他们心中的文化地标。

166号在路南，路北对面是清
朝的地标——九爷府。雍正在弟弟
十三爷去世后，把他的老府改为贤
良祠，把他的儿子挪到这儿，盖了一
个大清最符合王府规制的府邸。九
爷府西侧有个路口通203大院，现
为老文化部的家属院，也是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1年成立时的老巢，院
子靠正街便是老外交部的大楼。

刚来那一年是 1986 年，我 20
岁，刚刚大学毕业，大院临街的前楼
正好30岁。前楼共五层，一至四楼
从正中间分开，东侧是人民出版社，
西侧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层全归

“人民”，“社员”们以“人民”和“文
学”来称呼彼此。前楼、后楼、东配
楼、西配楼几乎围成了一个方圈，只
在西配楼北端有一个缺口作为进出
院的通道。一年后，我住进了西配
楼301室，开始听到这栋楼的传奇。

第一个传奇是楼里原来住过很
多牛人。写《老井》的郑义在这里剁
过手指头，冯骥才1979年前后在后
楼216室住过两年，他称这儿为“我
的另一个窝儿——精神的巢”。他
的经典短篇《雕花烟斗》是在这儿写
的，去年还听到当年的老主编孟伟
哉说，这篇东西还是他提供的素
材。《雕花烟斗》刊在《当代》后，人文
社诗人屠岸递给他一封信，表达对
小说的喜爱。

冯骥才和屠岸不熟。有天晚上
在216室，有人来说屠岸在四楼办
公室病倒，要马上送医院，高大的冯
骥才背起屠岸就跑下楼，把他放在

车上。冯骥才至今感念于屠岸这些
前辈对作者的关心，怀念那个年代、
那些生活的真情与激情。

今年，冯骥才又回到216室，在
自己坐过的椅子上坐了又坐。往院
子里张望了许久，院里停满了汽车，
当年的篮球架还在，他在院里住时，
曾帮人文社组建过篮球队。打过球
的队友不知哪儿去了，冯骥才很感
慨。我把他请到219室，给他看秦
兆阳坐过的沙发，跟他说，好几次差
点被扔掉，我都给拦住了。他激动
地坐在沙发上，右手放在扶手上，给
我们指扶手上的破洞，说：“这个破
洞都是有意义的，说明秦老的身体
习惯，是留有名人痕迹的文物。”

沙发是 50 年代苏联样式，座
位、靠垫和扶手异常宽大，奇怪的是
这么多年，弹簧依旧舒适和绵软，只
是沙发巾破旧得看不出原来的图
案。我请冯骥才看我的办公桌，桌
子是个老木桌，带三个抽屉的上体，
由左右两个小柜架起来。左边的小
柜门打开，门后贴了一张纸条，是张
发黄的家具登记表，写着：秦兆阳。
桌子的侧面贴着一个拇指长的扁铜
牌——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是繁体
字，足见时光的老旧。

我跟冯骥才说，人民社都搬走
五年了，这个楼一直在喊拆，我们也
快拆了。冯骥才叹息说，太没有文
化了，你们是皇家出版社，这儿是中
国最有文化的地方呀，应该保护起
来才对。

从新中国的文学史来说，166
号楼真值得保留。60年来“吐”出
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

几代人的精神粮仓，哺育了好几代
中国人。从1951年开始，第一任掌
门人冯雪峰就定下了调子——古今
中外，提高为主。他这个社长还是
周总理给出版署署长打电话指定
的。他把解放区的作品编为“中国
人民文艺丛书”，把新中国成立后的
编为“文艺建设丛书”，他提出编《鲁
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由楼适夷
主抓现代作家选集。冯雪峰和聂绀
弩还策划出版了四部古典校注本及
其他古典名著，外国文学方面主抓
了东欧和苏联的名著。

1954年，王任叔协助冯雪峰工
作，力主扶持新人，抓新创作，便创
立了作家出版社这块副牌，166号
现在还能看到贴有“作家出版社”标
牌的木椅。《保卫延安》《青春之歌》
《林海雪原》都是那时候出版的。王
任叔是蒋介石比较亲近的同乡，一

生传奇。
1958年，作家出版社分出去归

中国作协，人文社又开始抓经典和
抓人才，郭绍虞、张友鹤、傅雷、梁宗
岱、范希衡、李丹、周作人、丰子恺、
纳训等都被出版社抓用过。

上世纪80年代前，新中国几乎
所有的文学名著都在166号诞生，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说的就是
这栋楼。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
家，要么本人，要么儿女，都在这儿
进进出出，老舍的女儿舒济就是现
编室的编辑。

我在《当代》感受了很多历史。
比如，路遥改稿子时在我们办公室
住过，改的是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
幕》。他当年给责编刘茵写信，说此
作被多家退过，如果《当代》也不用，
他此生就告别文学。稿子被转交到
刘茵手中，她又推荐到秦兆阳那儿，

秦老看后，立刻请路遥来166号改
稿。孟伟哉也在正式发稿上留下了
很多处修改的笔迹。

刘茵最喜欢坐在办公室的一个
简易沙发上。她说，这是阎刚做的，
是用好几根扁担断开后做的，扶手
的末端刚好是扁担的两头，又安全
又巧妙。阎刚当过《文艺报》主编，
给老婆做沙发成了文坛轶事。这些
度过艰难岁月的知识分子，各有各
的高招。

少年时代的阅读及在166的浸
渍，搞得我走到哪里都走不出166
的影子。去山西沁水县的老庙，想
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看见桑
干河，想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去延安，想到杜鹏程的《保卫延
安》；去保定，想到《野火春风斗古
城》；去阿坝，想到阿来的《尘埃落
定》；去商州，想起贾平凹“商州系
列”；路过白鹿原，想到陈忠实。

作家对166号也是一往情深。
阿来喜欢人文社的原因是人文社提
供了很多值得一读的好书。陈忠实
称社里编辑是“文学的圣徒”。王蒙
说，人文社是真正团结全体作家
的。学者孙玉石说人文社“以不断
创造的优秀产品向人们诉说，一个
具有光辉历史与自由灵魂的民族，
不应该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
乞丐”。诗人谢冕说“朝内大街166
号——我心中的文学殿堂”。老编
辑王培元写了一本书——《永远的
朝内166号》，他说，冯雪峰、舒芜、
巴人、孟超、张友鸾、秦兆阳、林辰、
蒋路⋯⋯这些名字不仅嵌入了中国
现当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也嵌入了
朝内166号，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
有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

后来，江湖恩怨、爱恨情仇也波
及了后楼。弄潮儿纷纷从文学扑向
了商界，文学开始原地踏步，眼看着
周围纷纷起高楼，曾经是朝内最亮
丽的166号大楼和文学一道失去了
光环，习惯了灰楼的我们，这几年屡
屡被告知，拆楼的那一天就要到了。

今年这楼应该不拆了，明年还
混得过去吗？真心希望这栋老楼继
续存在下去，留住时代和文学的记
忆。

（作者系《当代》杂志社副社长，
本文摘自《朝内 166 号记忆》，屠岸
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的地标——朝内166
杨新岚

本报讯 (子依)由北京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和怀柔区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2016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
易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交易会包括
节目交易、行业表彰、产业论坛、新
剧发布会、专项活动等多项精彩活
动，集结了近750部电视剧作品，收
录网络剧18部，以及多部优秀的动
画片、纪录片、电视栏目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增加了
“紫禁之巅影视京榜”揭榜典礼，对
2015年中国优秀电视剧及优秀荧屏
角色进行表彰，并颁发了BTV年度收
视贡献奖、BTV年度最佳收视奖、BTV
年度品质奖及BTV年度金奖四类奖
项，导演郑晓龙、编剧高满堂、制片
人刘德宏、侯鸿亮等业内资深人士
到场，共话影视发展与行业前景。

“紫禁之巅影视京榜”揭榜典礼举行

在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校
庆倒计时之际，3月29日下午，
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创作活动在
钱学森图书馆门前广场举行。
该校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徐庆
华现场书写巨幅狂草 《交大
赋》，展现这所大学的文化底蕴
和创新精神。素洁的宣纸是宽
广的舞台，承载着徐庆华抒发
豪情的自由舞蹈；飞扬的毛笔
是响亮的鼓号，奏出一曲献给
交大的深情颂歌。

徐庆华所书内容为 《交大
赋》选段，回顾交通大学的办学
缘起，并以一首《蝶恋花》词概
括其精神品格：“交通”为名，
天地交而万物通；“大学”以
道，才德明而行止昭。交通成
和，万物生化；明昭翕合，诸家
立标。举持“自强首在储才，储
才必先兴学”之钤韬；赍领“第
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品行”
之风骚；且秉承“饮水思源，爱
国荣校”之训教。蕴上庠之菁
英，齐家治国；索中华之理想，
起凤腾蛟。时维丙申，序值三
春，百廿周年校庆之际，遂高咏
摅吐。调寄《蝶恋花》，赞曰：

“百载黉宫风雨路。修学储才，
报国相期处。俊哲摇篮称独步，
思源致远和云翥。筑梦复兴缘积
愫。砥砺前行，一往犹如故。上
下同心谁与度，自强不息堪忻

慕。”
平整的地面上铺设四条毛

毡，承载着20张丈二宣纸拼成
的巨幅纸面。徐庆华弓腰站在纸
上，右手握毛笔，蘸了墨挥洒游
走，不时两手握笔以增强书写力
度。每个字六七十厘米见方，兴
浓时则长度超过一米，现场创作
历时近40分钟。整件狂草作品
章法架构严谨有序，舞动的线条
张扬着饱满的激情。它在书法形
态上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大
字，二是狂草，对他来说，书写
巨幅狂草是对学校生日的献礼，
也是内心豪情的自由抒发。

榜书由来已久，大字在新时
期趋于流行和发达，与展示形式
变革所带来的展厅效应息息相
关。写好大字并不容易，需要扎
实的书法功底和硬朗的身体素
质。徐庆华把大字当作拓展书法
形式的基本手段，如2015年临
摹大批颜楷，每字有脸盆大小，
巨幅“逍遥楼”结字稳健、点画
交代清晰，体现了出色的把控能
力。

在五种书体中，徐庆华最喜
欢草书，尤其钟爱长于抒发性灵
的狂草。他说：“狂放不羁的线
条，大起大落的节奏，摄人心魄
的气势，以及变幻莫测的空间，
观之常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狂草的表现力极其丰富，每每使
我超越技法，获得一种放浪形骸

之外的快意和心灵无所挂碍的自
由。这种自由是形式的，更是精
神的，昭示着艺术的至高境界。”

喜爱书法的人都知道“天下
第一行书”《兰亭序》，春光明媚
之时，一群文人在兰亭雅聚，王
羲之乘兴写下此篇，在当时注重
文章价值，随后书法价值逐渐显
现出来。更多时候，书法是一项
书斋里的私人创作活动，可以从
容地查资料、打草稿、丢弃重
写，最后把成品拿出去交流展
示。哪怕在笔会雅聚中，书写者
与旁观者关注的焦点也往往在于
书写得到的成果。

徐庆华的巨幅狂草为书写过
程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一场
行为艺术。创作者在宣纸上挥毫
疾书，展现个人才华与激情，幕
天席地，完全开放，区别于书斋
里的自娱自乐，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狂草《交大赋》是由徐庆
华与观众共同完成的。

在活动现场，徐庆华将此件
作品捐献给档案馆，未来将在
交大校史博物馆展示。如果说
《交大赋》是宏大庄严的文字表
达，狂草书写则是盛大隆重的
形象呈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张杰院士说：“将书法创作表演
作为交通大学建校 120 周年庆
祝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
是一种传承。”

徐庆华：纸上舞蹈笔下歌
本报记者 董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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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清华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说：“在那里，有
一代文人的集体记忆，有它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冯骥
才说，这里是“我的另一个窝儿——精神的巢”，王蒙几乎
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在这里出版，陈忠实从这里的“高门
楼”中窥见了文学圣徒的精神⋯⋯这里是朝内 166 号人
民文学出版社所在之地，读书人心中的文化地标和精神
家园，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文学专
业出版社，中国文学史上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都与这家
出版社息息相关。

3 月 28 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65 岁生日，黄永玉、王
蒙、贾平凹、邓贤、雪漠等知名作家纷纷题词作画表示祝
贺。让我们跟随《当代》杂志社副社长杨新岚的文字，一
起探寻这座诞生了无数经典作品的建筑背后的故事，向
从这座小楼里走出的名家致敬。

本报讯(记者 王珺)今年6月1
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迎来60岁
生日。记者日前从北京王府井大街
上这座装满了神奇故事的彩色玻璃
剧场获悉，一个汇聚45台剧目，352
场演出，覆盖全国50个城市，由美
国、罗马尼亚、韩国等国家参与的盛
大院庆展演活动，将跨越三个季节，
从5月到10月，邀请孩子们与中国
儿艺一起感受这个特别的生日。

据介绍，整个展演季分为三个部
分。5月至6月的春天演出季，主打

“经典保留剧目”，新版《马兰花》《宝
船》《东海人鱼》《小蝌蚪找妈妈》等压
箱好戏将集中展演，这些剧目在剧院
60年的创作历程中经过多次改版、复
排，重新推出，将中国古典故事的文

采和现代舞台手段完美结合。7月
至8月的暑期档，是不能错过的中国
儿童戏剧节，届时，罗马尼亚坦达利
卡动画剧院的《你是谁》、日本株式会
社笑猫公司的《废铜烂铁》、韩国越山
剧院的《勇敢的朴爷爷》等，再加上长
演不衰的《小飞侠彼得·潘》《皮皮·长
袜子》两部轻松谐趣的作品，让本届
戏剧节的舞台热闹非凡。9月至10
月的秋季舞台，是中国儿艺2016年的
新创剧目展演季，《国王在姆咪谷》《时
间森林》等剧目将轮番上演。

作为“中国儿艺进校园”活动和
艺术培训成果展示，由小学生们登
台演出的迷你版经典儿童剧《十二
个月》和《马兰花》，是小观众向中国
儿艺60岁生日献上的礼物。

中国儿艺：好戏连台 佳作庆生

本报讯（记者 张春铭）2016年
中日青少年绘画大赛日前结束，在
历时近3个月的时间中，组委会共收
到618件绘画作品，小朋友通过画笔
表现现实存在或想象中的世界和平、
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画面、或是青
少年朋友们眼中的未来世界、希望在
未来实现的小创作、小发明等。

中国女孩田蕾嫄的《和中国妈

妈贴窗花》和日本小姑娘清水千暖
的《中日友好》获得一等奖。本次大
赛获奖作品将参加爱心义卖活动，
得到的款项将用于援助残疾人和儿
童福利事业。据悉，该活动由未来
网、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主办，得到了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中国青年创业
就业基金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日
中友好会馆的大力支持。

2016年中日青少年绘画大赛在京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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