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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对运河文化的热爱与
执着，年近70岁的淮北师范大学张
秉政教授的退休生活应该会很闲
适。

“每考察一个地方就像进行一
场战役，这一仗应当说打得漂
亮。”站在北京通州运河遗址旁，
张秉政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这情景的确令人心潮澎湃。10
月20日，随着最后一个遗产点北京
的考察结束，历时3年，以洛阳为
中心，以通济渠、永济渠为半径，
西至洛阳，北到北京，南至扬州的

“行走隋唐大运河”大型文化考察
活动正式宣布收官。

3年的时间，张秉政和他的团
队跨越了5省2直辖市和30余个地
县市，可谓是“行走运河八千里，
胜读史书两千年”。

“我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有一
份极为特殊的故乡情结，自然对这
条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地下千里文化
长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说起
发起考察活动的初衷，成长在汴河
入濉处古老运河边上的张秉政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为所在学校属
地淮北的加快发展、助推运河申遗
做点实事。

2013年，中国大运河申遗进入
冲刺阶段，这一年，作为淮北师范
大学学报主编、硕士生导师的张秉
政退休了。“我的梦想就是青年搞
创作，中年做学术研究，老年做乡
邦文献。”于是他决定展开行走运
河文化研究。

为了收集整理丰富的运河资

料，他跑遍了图书馆和运河博物馆，
带着弟子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
料，不放过任何关于运河的信息。

他对遗产点、运河码头等需要
考察的对象进行了详实记录，仅记
录遗产点资料的笔记本就近 10
个。在沿着运河这条文化线路行走
的过程中，以“走运河，话两岸，
溯历史，展民俗，看变迁”为行走
宗旨，制定了“世界遗产点、大地
风貌、市井生活和民俗文化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四位一体立体式考察
的思路，打破了传统行走考察的呆
板和单一。

天有不测风云。在大体走完安
徽境内运河时，张秉政在一次拍摄
中不慎左脚踝造成粉碎性骨折，这
场精心策划的赶在中国大运河2014
年6月申遗成功之前的文化考察之
旅不得不暂时中止了。

“待我的腿稍有好转，哪怕是
坐着轮椅，我也要坚持走完预定的
行程。”张秉政在病床上咬着牙强
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作康复训练，
坚持整理资料。

2015年4月，在上海做了第二
次恢复手术，病情还未完全康复的
他于2016年春节过后，带着他的团
队再次起航了。

作为“行走隋唐大运河”文化考
察的领队，在整个“行走”过程中，他
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之中。行走中
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由于考
察遗产点多在偏僻处，有时查阅资
料和地图都找不到确切的方位。

在河南道口镇，考察组用了一

下午的时间寻找古城墙遗址，经过
翻阅地图，卫星定位，沿途打听，
最终在一个村子的西头看到了城墙
的“身影”。

在邯郸市馆陶县运河交汇口秤
钩湾的考察中，天降大雨，路面泥
泞不堪，队员们担心他的身体，都
劝他在路边拍几张照片就行了，没
必要跑到河边去。

“都到了运河边上了，哪有不
下去考察的道理？”他和弟子在相
互搀扶中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河边，
完成了考察和拍摄。

回想当时的场景，张秉政也觉
得有些后怕。但他说：“可别小瞧
了这个秤钩湾，古老的运河（在这
里称卫河）八百里流转，在这冀鲁
豫交界处汇集了淇河、安阳河、汤
河十多条支流，文化考察就要距离
现场近些，再近些。”

“张教授著作等身，退休了该
享享清福了。但他停不下来，他是
一个视运河文化为生命的人，为发
掘运河文化不畏辛劳，不计名利，
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和运河融为一体
了。”多次和张秉政教授行走运河
的媒体人王军这样评价张秉政。

“行走运河八千里，胜读史书
两千年。”张秉政说，行走的过程
中，不仅要采访，要拍摄，要记
录，更要紧的是要思考。

他在行走内容的选择上颇花费
了一番心思。张秉政认为，大运河
是谜，是一本厚重的书，是依然鲜
活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
廊。“这个行走确实具有很强的挑

战性，文化遗产里面的景物、人
物、器物，既要有历史温度，又要
体现今日的气息，甚至也能隐喻出
未来的某些寄托，不然就会掉入凌
乱无序的碎片之中。”

怎样才能从绵长宏大的空间维
度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景象，这是张
秉政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他
在行走过程中着重记录运河历史发
展的变迁，关心当地政府对运河遗
址的开发和保护。

在河南新乡合河村考察遗产合
河古桥时，眼前的景象让张秉政目
瞪口呆，为了面子工程，村外的工
厂街道干干净净，粉刷一新，而作
为世界运河遗产的合河古桥却像一
个无家可归的老人一样，垃圾遍
地，荒草丛生，明显有危桥标志的
桥面上依然车辆往来不断。

张秉政找到了附近的村民询问
古桥管理处。在村民的指引中，河
边一间不大的小屋上挂着一个牌
匾，上面写着“合河古桥管理委员
会”，而门却紧闭着，早已经人去
屋空了。

“我们要将这里的一切反映到
上级主管部门，写到书中，用这种
方式来唤醒当地人的文物保护意
识。”张秉政说。

在大名府探寻狄仁杰祠堂碑
时，更是让考察队员们瞠目结舌。
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坐落在
一条道路旁边，每天过往车辆尘土
飞扬，让整个碑身看不出任何字
迹，碑外破败的亭子也像是诉说着
当地的文物保护现状。看到此，张
秉政举起相机，连拍了十几张，准
备发给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

在河南开封朱仙镇寻找非物质
文化遗产木板年画时，张秉政被当
地的木板年画传承人所感动。当他
听说开封木板年画传承人任鹤林自
己出资成立木板年画博物馆，他激
动不已；当他看到古稀老人张保德
历时4年完成木板年画《清明上河
图》 时，他当即掏出现金就要买
下；当他知道老人的儿孙不喜欢木
板年画而另谋它业，木板年画无人
传承时，张秉政流下了眼泪。

“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
我们已经飞过。”考察虽然结束，
可张秉政的心结却还未解开，他还
要编撰《运河边上的中国》《寻找
被遗忘的世界文化遗产》等著作，
举办主题图文展、隋唐大运河两岸
民俗风情展、《行走隋唐大运河》
专题报告会等，让更多的人了解运
河、保护运河，传承运河文明。

“穷秋追梦远，矫首顾八荒。
莫问君行处，四方闻野香。”夜幕
下，张秉政口占了一首小诗，用来
表达自己对运河的情怀。

行走运河八千里 胜读史书两千年
李华锡

⦾聚焦

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丰
碑和奇迹，汪曾祺就读的时间是1939
年至1943年。他的大学读了5年，最终
也只拿了个肄业证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汪曾祺所就读的江阴南菁
中学停课，其时他正上高二。为完成学
业，曾辗转多地借读，亦时读时辍，其
间曾跟随家人到离城稍远的乡下庵中避
难 （即小说《受戒》所写的那个庵）。
随身所带除了备考所需的数理化教科
书，只有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
文小说选》两书。汪曾祺曾言：“说得夸
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
身。”其实远不止于此，定了他终身、让他
走上写作一途的还有他的大学。

日军南侵，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
书桌。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建临时大
学，南迁至长沙，改为西南联合大学，继
而又迁至昆明。在相对安全、条件十分
艰苦的环境下办教育，传承文化火种，谱
写出中国教育史上璀璨的华章。

从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九
年，培育出八千余名毕业生，扛起中国科
学文化发展的大梁，为中华民族复兴作
出卓越的贡献。其间流传至今的故事，
折谢出的精神、风骨、人格是那般超然绝
尘、爽然高举，令我辈无限神往慨叹。

1939年，汪曾祺辗转大半个南中
国，经由上海、香港、越南来到昆明，
报考西南联大。由于一路奔波，他得了
恶性疟疾，住进医院，高烧超过四十
度，几至病危。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
汤，就晃晃悠悠进了考场，居然顺利考
中。他报考的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各系学生各有特
点，从外表上亦能看出个大概，中文系
的男生多为“不衫不履”的名士派头。何
孔敬的《长相思》一书中有一张李荣、汪
曾祺和朱德熙三人的合影，大抵如此，三
人均身着长衫、不修边幅的样子。如果
说这还只是表面现象，那么汪曾祺骨子
里也是个潇洒不拘、自由散漫的人。

他上课很随便，喜欢的就上，不
喜欢的就不上。沈从文先生的课他都
上——“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必修
课，“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是选修
课，他都选了。据他回想，沈从文并不
擅讲课，声音小，操着很浓的湘西口
音，不好懂。然而他又说要是能听

“懂”的话，就会受益匪浅、终生受
用。让汪曾祺体味深刻并在以后的写作
实践中深有同感的是“要贴到人物来
写”，这句话他算是读通透了。

闻一多先生的课他也喜欢。闻一多
先后开过楚辞、唐诗、古代神话三门
课。楚辞课上，闻先生先点燃烟斗，会
抽烟的学生也可以点上（汪是会抽烟的
学生之一），然后开讲：“痛饮酒，熟读
《离骚》，乃可以为名士”。这个课前细
节被后人广为传颂，汪曾祺是亲历者。
他说上闻先生的课，“让人感到一种
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
美”。他盛赞闻先生讲唐诗“并世无第
二人”，不蹈袭前人一语，是将晚唐诗
和西方印象派画对比、用比较文学方法
讲唐诗的第一人。

即便沈从文、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课
在他看来精彩无比，汪曾祺也大大咧
咧，从不记笔记。以至他后来不无遗憾
地说：“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
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
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他对同学郑临川能把闻一多上唐诗的课
整理出版成《闻一多论唐诗》佩服得不
得了，说是做了件大好事。

但有的课不对路子，便不去上。他
主动旁听过西语系教授吴宓的“中西诗
之比较”，只听一节就放弃了，原因是
他讲的第一首诗是：“一去二三里，烟
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
花。”他认为这未免太浅了。朱自清的

“宋诗”课，他也不甚喜欢，理由是太
严格。“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

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
考”。这不太符合汪曾祺自由散漫的性
情，便时常缺课，这给朱自清留下不佳
印象，以至大学毕业后，中文系主任罗
常培曾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被一口
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
么能要他当助教！”

上课随便，读书也随性，这大抵是
汪曾祺的大学生活。这个随性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杂，一是不拘时间地点。
杂到什么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心
所欲，随便瞎看”，连元朝菜谱类的书
《饮膳正要》都看得挺仔细，可见博杂
之极。当然还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哲
学作品，如纪德、阿索林、弗洛伊德、
萨特、伍尔芙等等，都看过。也是出于
随性，对于广为称道的列夫·托尔斯泰
却始终提不起兴趣。直至晚年，汪曾祺
认为，读杂书好处多多，对其创作有着
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看书不拘地点。茶馆、系图书馆、
翠湖边上的图书馆都去，只是不愿去学
校的大图书馆——那么多人正襟危坐的
读书方式，他不乐意接受。他愿意去系
图书馆看书，完全是因那里的自由，随
便什么书，想看就抽下来看，不用经过
借书手续，而且还可以抽烟。一次在系
图书馆夜读，听得墙外坟地一派细乐之
声，很是瘆人。

看书不分时间，黑白颠倒。他和历
史系一位同居25号联大宿舍的舍友，几
乎不曾谋面，原因是那个同学每天黎明
即起，他则从不循规蹈矩，是个夜猫子。
他说自己“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回宿
舍睡觉”。有一段时间租住在民强巷，每
晚看书写作到天已薄亮，听到邻居家的
鸭子呷呷叫起来，他才睡去。可见他的
吊儿郎当只是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对于
读书和写作还是极用功和用心的。

自由还表现在教授们上课及学生们
的选课上。据汪曾祺回忆，教授们想讲什
么就讲什么，想怎样讲就怎样讲，无人干
涉。教文字的唐兰先生开过《词选》，上课
基本不讲，就是操着无锡腔，把词吟一
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
好！真好！”一首词就算讲完了。联大教
授的课也都可以随意旁听⋯⋯

教授们自由上课，学生自由选课、
读书，学校都一样的宽容，没有条条框
框的限制。除了一些基础性的课，大多
数教授对学生要求不严，一般都是学期
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当然，读书报
告重在有无独创性见解，而不是抄书。
联大师生都有较大的自主性，这大概是
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那么多杰出人才的
原因之一吧。

汪曾祺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正是
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造就了他：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
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
这样的作家。”

当然也正是因为自由和随性，汪曾
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因为体育、英语
两门课不及格，他多读了一年大学；又
因没按学校规定到前线做翻译，他没有
拿到大学毕业证书。这让他在后来的人
生道路上格外多了一些波折，吃了不少
苦头。可见联大的宽松自由和严格要求
是并行不悖的，这是否也是这所大学的
魅力所在？

（段春娟，汪曾祺研究者，山东财
经大学副编审，主编 《你好，汪曾祺》
等）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①
不读西南联大，

也许不会成为作家
段春娟

当代唐卡艺术展
在京展出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唐卡是
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
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
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唐卡绘
画艺术，由北京、香格里拉两地文
化交流机构和迪庆州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绚彩之路——
当代唐卡艺术展”日前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展出。

唐卡画师格桑达娃在继承和发

扬唐卡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取
各派佛教唐卡绘画艺术精髓，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
作品构图饱满、线条流畅、色彩
绮丽、姿态逼真，他以独特的绘
画风格和高超的技艺博得了佛教
界及唐卡界的好评。据介绍，此次
展出的 80 余幅唐卡作品均采用天
然矿石制成的矿物质颜料，在线条
勾勒、结构比例、色彩调配和人物
造型等方面表现形式完美，以绚丽
多彩的文化符号，带给人无限的美
感和遐想。

“首届中原国际陶瓷
双年展”将举办

本 报 讯 （实 习 生 徐 静 婷）
“首届中原国际陶瓷双年展”新闻
发布会日前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
行，宣布由河南博物院主办，国际
陶艺学会 （IAC） 和中央美术学院
共同支持，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
文物局指导的“首届中原国际陶瓷
双年展”将于 12 月 9 日举行开幕
式，展期3个月。

河 南 博 物 院 院 长 田 凯 表 示 ，
“首届中原国际陶瓷双年展”是河
南博物院经过近三年潜心探索，全
力筹备的创新型文化品牌。按照

“中原国际陶瓷双年展”的整体规
划，本届双年展将同时推出一个主
体展，三个平行展，及国际陶瓷电

影周、国际陶艺高端论坛和诸多社
会教育参与活动。

据介绍，“中原国际陶瓷双年
展”既崇尚传统精粹，又鼓励时尚
创新；既涵盖精湛陶瓷工艺、先进
技术的展示，又关注陶瓷当代艺术
的前沿及热点，并重视陶瓷与大众
生活的联系，旨在开创中国传统
博物馆发展的新领域，提升博物
馆服务水平，推动当地陶瓷产业
创新发展。

东亚文明交流国际
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伊湄） 东亚地区是人
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东亚文
明是由东亚诸国共同参并创建的独
特的文明形态。近日，由北京师范
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组委会共同主办的“东
亚文明交流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
范大学举行。

本届国际研讨会以“东亚文明
的历史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中国
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
国、蒙古、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30
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各
国文明的交流”“东亚各国文明的
现代性”和“东亚儒学的历史与未
来”等议题进行研讨对话，共同追
溯东亚文明历史，探讨东亚文明发
展现状及其在未来世界文明走向中

应该并可以发挥的作用,为构筑亚
洲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
展提供有益智慧。

小学师生编排音乐剧
《五色花的秘密》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伟雁）
由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实验
小学师生编排的音乐舞台剧 《五色
花的秘密》 近日举行了媒体见面
会。

该剧故事的主人公是洪宝、洪
贝、薇薇、孟飞和糖球，他们都是
北师大奥小“乐剧社”的成员。土
豆的到来，给小伙伴们带来了惊
奇、兴奋、快乐和友谊，在小伙伴
的帮助下，土豆最终找到了神奇的
五色花。

董仕峰校长介绍说，剧中“五
色花”的意象来源于学校“书香花
园”的文化定位，培养“有爱心、
知礼仪、会学习、讲诚信、亲自
然”的五色花少年是这所学校的育
人目标。学校从 2013 年开始，将
戏剧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新载体，
以“阅读”作为起点，品读世界文
化，营造书香气息；以“戏剧”作
为终点，演绎五彩人生，展现国际
风范。

据悉，这部音乐剧由该校90名
师生参与创作、表演，将于 12 月
14日、15日在北京剧院正式上演。

⦾资讯

⦾钩沉

西南联大中文系李荣、汪曾祺、朱
德熙 （自左至右）

张秉政在运河旁做笔记

汪曾祺1987年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