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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
重光，号钟隐，又称莲峰居士，李璟第
六子，五代十国时南唐最后一个皇帝。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六月，中主李
璟于洪州（今江西南昌）病卒。七月，二
十五岁的李重光于金陵嗣位，史称南唐
后主，改名为煜，迁都回金陵。李煜在位
15年，也称李后主。开宝八年（975）十一
月，宋破金陵，出降，被俘到汴京（开封），
封“违命侯”，后被毒死。后人把他的词
与其父李璟的词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由于李煜从皇帝降为阶下囚的巨大
变化，他的词作也明显地呈现出前后两
期的不同风貌。

前期 （35 岁前，即南唐灭亡之
前），李煜过的是太子、帝王的生活，
词作的内容大都是描写宫廷豪华生活和
男女恋情，在题材上没有超过“花间
派”，但在艺术上却超过花间词人。如
他的 《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
透”）和《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

雪”），前者写他通宵达旦地听歌看
舞，饮酒作乐；后者描写宫人在宫廷里
奏乐歌唱的情景，画面都十分鲜明突
出。又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
雾”）、《清平乐》等，则着意描写男女
生活和悲愁情绪，具有感染人的力量。

后期 （南唐亡至 978 年李煜去
世），李煜由皇帝降为囚徒，生活境遇
的急剧变化，使他在思想上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变，词作虽只有十首左右，却
是他词的精华所在，几乎无一不佳。

他后期词与前期比较，词风明显大
变。在后期词中，他自己就是抒情的主
人公，愁、怨、恨、忆的情绪占据主导
地位，已无丝毫昔日欢乐可言。其内容
主要追怀昔日的繁华生活，抒发国破家
亡、身入囹圄（监狱）的怨和恨，笼罩
着哀怨悲叹的低沉情绪，所谓“亡国之
音哀以思”（黄昇 《唐宋诸贤绝妙词
选》 卷一评 《乌夜啼》“无言独上西
楼”语）。从思想境界看并不高，但有

极大的感染力，多少年来赢得人们的广
泛同情和赞赏。这是因为，其中抒发的

“离愁别恨”等感情，在封建社会中有
一定的普遍性，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
鸣。

在内容题材方面，李煜摆脱了“花
间派”专写女人琐事的狭小天地的束
缚，扩大了词的境界，把词带上了抒情
的道路，提高了词的地位，对词体文学
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其《虞美人》
向来被认为是李煜的代表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
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词虽然抒写的是亡国之痛和幽囚
之悲，但语言清晰，意境透明，它不依
靠外在的描摹来烘托气氛，而是以自己
的心境去观照和体验事物，使之有一种

“语尽意不尽”的艺术境界。再看他的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
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
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寄人篱
下，借酒浇愁，以一时醉梦之欢，麻痹
自己国破家亡的痛苦。比较起来，这首
词的基调最为低沉，情绪最为颓废。

又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
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
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些
词，在以前文人词中，从来不曾有过。都
是强烈抒情之作；都是写亲身的经历和感
受，不是无痛呻吟、矫揉造作之词。

李煜的词艺术性极高，历来都给予
高度评价。如晚清的王鹏运《半塘老人
遗稿》说他的词：“超逸绝伦，虚灵在
谷。”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
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
词为士大夫之词。”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潘裕民

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印度
学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
学系教授金鼎汉（1930—2020）
数十年来在印地语教学研究以及
中印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贡
献，2001年，荣获国际印地语最
高成就奖“乔治·格里森奖”。

金鼎汉先生出生于湖南长
沙，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
系。说到他由英语转学印地语，
还有一段故事。

到北京以后，有一次他和叔
叔金岳霖到梁思成先生家吃饭。
梁先生对他说：“英语是一个工
具，你英语已经很好了，我建议
你再学一门专业。”他觉得很有
道理，于是产生了学习其他外语
的想法。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友
好，所以学习俄语的人很多，他不
想凑热闹。他痛恨日本侵略中
国，很讨厌日语，最后转学了印地
语。金鼎汉先生说，他选学印地
语是受到梁思成先生的影响。

为了转学印地语，他特意去
拜见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有
一天，金鼎汉先生在图书馆大门
口等候季羡林教授，向他提出转
学印地语的申请。季羡林教授
说，可以考虑，但要看他的入学成
绩才能决定。过了两天，他正在
图书馆看书，季羡林教授走过来
对他说：“我看了你的入学成绩，
很好。你可以来北楼东语系办公
室办理手续。”从此，他就与东语
系印地语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鼎汉先生是1955年毕业
留校的。他曾回忆讲述留校后对
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1955年8
月7日，参加印度驻华大使赖嘉
文先生举行的电影招待会。周恩
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应邀出席。
周恩来总理听他会说印地语，就
问他是不是北大的。他回答说是
刚毕业的留校教师。周恩来总理
说，那你的责任很重，中印关系
很重要，印地语是印度国语，你
要好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
后做出成绩。周总理的话对他鼓
励很大，印象很深。

金鼎汉先生留校后，在协助
印度外教辅助教学、编写印地语
教材的同时，虚心向印度外教请
教，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他虽然没有留学印
度，但是他的发音标准，字正腔
圆，有印度人的腔调。学生们
说，金老师读起印地语抑扬顿
挫，非常好听。

金鼎汉先生为了真正从文化
层面掌握印地语，在学生时代就
翻译了普列姆昌德的中篇小说
《妮摩拉》，这是中国人首次从印
地语翻译的文学作品。金鼎汉先
生是国际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和
印度学家，重要译著有杜勒西达
斯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之
湖》，编写《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
等，其中《罗摩功行之湖》汉译本
激发了数代中国学生对印度文化
和文学的热爱。他还作为印地语
专家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
（第一至四卷）和《毛主席诗词》的
印地语版翻译工作。

印度中世纪著名诗人、宗教
改 革 家 杜 勒 西 达 斯 （1532—
1623） 的作品和思想在印度人
民中享有盛誉，被印度教奉为神
明。《罗摩功行之湖》是根据蚁
蛭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和无
名氏作者的《神灵罗摩衍那》为
蓝本加工改写而成的。

《罗摩功行之湖》是印地语
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几百
年来，它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被
当作文学典范、宗教经典、伦理
宝库和生活百科。在印度，无论
是著名诗人还是政治人物，都非
常喜欢这部长篇叙事诗。圣雄甘
地遇刺时最后一句话就是“哎
呀，罗摩！”这句遗言被刻在甘
地的墓碑上。圣雄甘地认为：

“念诵《罗摩功行之湖》是他的
最高享受。”泰戈尔认为：“它把
人带入一个美妙的世界。”

在金鼎汉先生看来，翻译诗
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翻译有宗
教哲学的诗尤为困难，而原诗的
水平越高翻译起来就越困难。
《罗摩功行之湖》原诗的水平是
很高的，它不仅有极丰富的宗教
哲学与伦理思想，而且它的诗句
也是十分优美的。它从头到尾是
格律诗，通过四组对话，层层转
述，边讲哲理，边讲故事，辞藻
华丽，语句铿锵，用优雅动人的
诗句把读者和听者带入作者的理

想境界。这样的诗句译成汉语想
做到信、达、雅是很不容易的，
而从汉译本的译文来看，应该是
成功的。

1988年 3月 30日，季羡林
先生在 《喜读 〈罗摩功行之
湖〉》一文中对金鼎汉先生给予
了高度评价：金鼎汉同志的汉
文、印地语水平，久有定评。他
在翻译本书时，殚精竭思，推敲
译文。对把原诗译为汉文诗体，
他也煞费苦心，考虑原诗的格律
与汉诗的格律。结果决定将原诗
每首二行也译为汉诗每首二行，
押尾韵。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有人把原作的诗译
为散文，我最不敢同意这种做
法，我认为这对不起原作者。不
管你有什么理由，忠诚于原作
者，包括文体在内，是一个翻译
者的义务。在这一方面，金鼎汉
同志努力做到，实获我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印人
民友好交往的需要，印地语的作
用越来越大。印地语的成语十分
丰富，中国人要熟练掌握好印地
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成语。
金鼎汉先生认为，从事印地语教
学、研究和翻译等工作，仅仅靠一
部《印地语汉语词典》是不够的，
于是他萌生了编写《印地语汉语
成语词典》的想法。自1960年开
始，他从印地语著名作家的作品
中搜集资料。金鼎汉先生在大量
资料的基础上，参考10余部与印
地语成语相关的词典和著作，又
经过长达6年的时间，在1984年
编写成近2万词条包括参见条的
《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印地
语汉语成语词典》的出版，不仅
对我国学习印地语和从事印地语
工作者，而且对学习汉语和从事
友好工作的印度人都是十分有价
值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1989年1月16日至19日，
金鼎汉先生受时任印度驻华大使
任嘉德先生的邀请赴印度新德里
出席英迪拉·甘地纪念大会。会
议由英迪拉·甘地纪念委员会主
办，该委员会主席为时任印度总
理拉吉夫·甘地。大会的主题是

“世界公民的成长”，这是英迪
拉·甘地生前十分关心的一个问
题。金鼎汉先生在大会上作了

“英迪拉·甘地与我”的发言，
受到与会者的欢迎。茶歇时，拉
吉夫·甘地总理接见了他。拉吉
夫·甘地详细询问有关《罗摩功
行之湖》的翻译和从事印地语的
研究情况。

1993年12月，金鼎汉教授
荣获时任印度总统夏尔玛颁发的

“世界印地语荣誉奖”。印度中央
印地语研究院称赞他为“当今世
界印地语研究界最有影响的学者
之一”。

2001年 6月15日，时任印
度总统纳拉亚南在总统府举行隆
重仪式，向金鼎汉教授颁发了

“乔治·格里森奖”。该奖项是以
著名语言学家乔治·格里森的名
字命名的，专门奖励在印地语方
面作出贡献的外国学者，由印度
中央印地语研究院和印度政府人
力资源开发部共同负责遴选。自
20 世纪 80 年代设立该奖项以
来，只有六位世界著名的印地语
学者获得该奖项，金鼎汉教授是
第七位，也是中国第一位获此荣
誉的印地语学者。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
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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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鼓

反映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脱贫致富的
电视连续剧《山海情》在社会上引发热
议，这部主旋律的电视剧几乎每一集都
设置泪点，让观众欲罢不能，获得极高
的美誉度。

成熟的阅读者往往很重视文学作品
中首尾部分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这种
惯常经验对于影视剧的审美欣赏也具有
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电视连续剧《山
海情》的开篇与结尾来切入赏析，虽然
这不是一部以反映教育扶贫为主题的电
视剧，但在我看来教育的影子无处不
在，甚至贯穿整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
结构性作用。

《山海情》的首尾很有意味，导演
安排了两次“出逃”的戏，这两次出逃
都内含着教育寓意。剧情一开始是几个
贫困的涌泉村青年策划了逃离家园到外
面谋生的事件。得宝、麦苗、水旺、尕
娃因忍受不了黄土漫天的贫瘠的自然生
存环境而外逃，打破了村子里祖辈安于
天命的生活状态，成为涌泉村天大的事
件而举全村之力去“追逃”。另一次

“出逃”戏发生在大结局部分，是马得
福、马得宝等人的孩子们策划逃出城
市，到涌泉村老家寻根。

经过二十几年帮扶之后的闽宁镇得
到大发展，城镇化程度极高。托国家政
策之福，闽宁两省区人民在荒漠戈壁硬
生生建出新都市，这片被联合国评估为
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贫瘠土地，到处生
机盎然，人们安居乐业。按常理电视剧
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以贫困开始，以脱
贫胜利结尾，大结局中马得福、得宝、
麦苗、水旺、尕娃等所有人都过上了好
日子，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未完待续，
他们的小子们又上演了一场“出逃戏”，
这些忙于事业的脱贫成功者乱成一锅
粥，多路汇聚准备去寻找。当得知他们
是一次集体策划逃离城市，逃离各种附
加教育，去老家涌泉村看爸爸妈妈的“童
年”时，吊庄户“得宝”们的心灵受到震
动，决定立即回到被遗忘许久的涌泉村
去看一看。这样的神来一笔，使电视剧
《山海情》展现的脱贫致富内涵得以升
华，物质的脱贫与精神的脱贫碰撞、融
合，成就了马得宝这一代人从物质脱贫
向精神脱贫的升华，这是一代人的集体
成长，“两次出逃”的回环结构完美且
耐人寻味。

《山海情》这部并非以教育为主题

的电视剧却凸显出教育在脱贫中的重要
作用。脱贫路上教育担大义，它改变人
的思想观念，改变人的眼界，在心灵上
种植人们对未来的梦想，这正是贫瘠土
地上艰难开放出来的“信念之花”。在
闽宁对口扶贫援助中，派出支教队伍进
行教育扶贫也是整个事业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感人的支教故事不胜枚举。尽管
《山海情》没有大篇幅演绎和刻画教育
扶贫，但整部剧情关于教育的内涵诠释
却无处不在。

《山海情》中第一次“出逃”是寻
找谋生的出路，马得宝、水旺等人都是
白校长的学生，上过学，对山外面的世
界有憧憬。虽然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教
育，但是学校的精神启蒙却在年轻一辈
人身上汇聚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他们
有勇气脚步朝外打破涌泉村陈旧的生存
状态，这是贫困使然，也是启蒙教育的
驱动。《山海情》第二次“出逃”是回
归精神的自然。脱贫之后的物质生活条
件富足，“得宝们”对孩子的成长期望
明显加码，他们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落入

“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谬误认知中。倘
若以“起跑线”定输赢，《山海情》中
的“得宝们”注定不可能有后来的成
功，他们的脱贫致富事实恰恰对这种谬
误做出了有力回击。电视剧通过两次

“出逃”情节的设置，把教育的重要性
提高到本质发展问题上来，精神不贫
穷，发展就有希望。即便是当下发达的
东南沿海地区，也经历过曾经贫困的年
代，教育励志对于战胜贫穷有着重要的
意义，即使是一个人的学校，教育也不
允许缺失。

基于当下社会真实，《山海情》在
大结局部分设置孩子们“出逃”，看似
闲来一笔，却触动了屏幕前千万个家长
的心；而如果回溯到剧情开始的那次

“出逃”，很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绝
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经历，如此接地气
的现实题材作品，是近年来电视剧创作
难得的收获。《山海情》剧中对于人的
成长，对于生活的贫穷与富足的反思，
提供给我们的审美空间超越了主旋律的
单向度宣传，切中了真实生活中的社会
热点，并且涉及人性的深层问题。实际
上，可以将《山海情》中关于人的教育
成长看作一条隐性的结构线，剧情开头
与结尾的呼应与暗合，拓展了主题立
意，提供给观众更多的审美可能。

《山海情》涉及教育主题的剧情，
最明显的是白校长这个人物形象的设
置，他同样在整部剧情中起到了结构作
用，他的故事贯穿全剧，在很多节点上
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从人物艺术形象上
分析，应当说这部电视剧所塑造的是对
口扶贫、脱贫致富的一组群像，有扶贫
领导干部代表吴月娟、陈金山、张主
任、马得福，有科技扶贫代表凌教授，
有代表教育界的白校长、支教老师郭
闽航，还有涌泉村村民喊水、大有、
水花、得宝、麦苗、水旺、尕娃等。
观众对他们都很熟悉，却没有特别集
中到哪一个形象上，他们可以说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艺术提炼。
《山海情》塑造的这群普通人为改变贫
困面貌而积极向上，他们勤劳质朴，热
爱家乡。尽管也有像大有叔这样相对落
后的形象，有像麻副县长这样带有形式
主义缺点的官员形象，但该剧并没有将
他们作为反面形象来强化塑造，他们在
脱贫攻坚的大氛围下改进自己，跟上了
社会发展的大形势。这部现实主义题材
电视剧正因为把住了这些年脱贫攻坚的
时代脉搏，真实精准地为普通干部群众
画像，让观众觉得形象朴素可感，触动
了观众的审美情感，获得高收视率也就
不难理解了。

在《山海情》的人物群像中，马得
福、水花、马得宝、麦苗相对比较突
出，他们表现出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
他们善良淳朴，能善待家人和邻里乡
亲；他们向贫穷抗争，有寻找新生活的
勇气；他们勤劳务实，能在任何环境和
岗位上干事创业。他们的生活故事作为
主线贯穿剧情，涌泉村的脱贫道路，也
是村子里青年人的成长历程。马得福从
一个中专毕业生成长为闽宁镇镇长；水
花从一个逃婚者成长为村干部、超市老
板；得宝从一个无业青年成长为工程公
司老总；麦苗从一个打工妹成长为企业
高管。他们从涌泉村小学走出，无论完
成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学校都是他们精
神洗礼的地方，他们受到白校长的启蒙
教育，身上的优秀品质来自白校长的谆
谆教诲。白校长对于他们的人生成长至
关重要，马得福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就
会回学校与白校长聊聊，以至于他在任
村支书、镇长等岗位时始终不会偏离初
心。水花尽管生活坎坷，她对残疾丈夫
忠贞不二，从给丈夫换木板轮滑—残疾

人拐杖—残疾人专用轮椅，每一次改进
都是她用汗水换来的，都是对贫困生活
的步步抗争。水花对得福有感情，却没
有丝毫暧昧，两人的纯真让整个剧情变
得温馨、美好。水花把学校视为启蒙圣
殿，充满了崇敬，她从闽宁村回到涌泉
村还特意到荒芜的小学去缅怀自己的青
春。马得宝这个人物身上有正有邪，但
是他与白校长的女儿麦苗的爱情关系，
使得他在为人处世上受到约束和匡正，
始终保持着正气。

白校长这个“只想教好书”的教育
“老黄牛”身上有着坚韧的优良品质，无
论是在贫瘠的涌泉村小学，还是在后来
的闽宁村小学，他对学生关爱有加，一心
想教好他们。白校长为包括马得福等人
在内的学生奠定的人生成长基石是牢靠
的，他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他一心想着学生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不走歪路。电视剧主要展示马得福、水
花、得宝、麦苗等人的成长经历，时不时
都会插入白校长的戏份，他尽管不是核
心人物，却是众位核心人物串联的暗
线，起到了结构剧情的重要作用。

在《山海情》剧中，学校这块圣地
既是文明的启蒙，也时常是开会议事的
场所，是青年迷茫时的港湾。从某种意
义上说，白校长与校园是圣洁美好的象
征符号。因此，在用光时，但凡拍摄到
学校或白校长，大都通透敞亮，给人以
舒适的视觉审美享受。

在整部电视剧中，关于教育部分的
剧情集中在第17、18、19集。白校长
为了阻止海春玲等不满16岁的学生外
出务工，他骑自行车拦堵汽车，他不厌
其烦去劝家长，不惜与他们吵架，同时
他还到县教育局求助⋯⋯教育局没拨款
修整操场，他便拒绝参加合唱比赛；他
对来支教的郭老师不待见，说要的是来
了就不走的正规教师；他甚至卖掉企业
的扶贫电脑来资助全体学生参加合唱，
并把剩余的钱用来修操场⋯⋯这些情节
使白校长的形象显得不是那么光辉，但
是他言行举止的本质是为了孩子们的成
长。在第18集中，马得福陪白校长喝
酒，白校长发出“我是不是做错了”的
疑问，他一根筋地抱定“就想教好学
生，不想留遗憾”，认为“没上学，命
运掌握不在自己手上”，他批判“条件
变好了就认为读书没用”的观点。白校
长很清楚教育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
精神富裕了就有能力寻找出路，就有办
法解决物质贫乏问题。他从县教育局抱
回来的教具“地球仪”很有象征意义，
隐喻教育兴则能够行走天下，教育扶贫
实际上在隐性地起作用。

白校长的学生马得福就是一个成功
的案例，涌泉村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出
路，在对口帮扶的政策下，他领着全村
老少脱贫致富，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
活。扶贫路上关于支教的感人故事千千
万，教育扶贫值得宣传和颂扬，尽管电
视剧《山海情》没有花费更多的篇幅叙
述，没有刻意地将教育问题放大，但是
在剧情首尾设置的两代人的“出逃”情
节，以及群像中隐藏着白校长对马得福
等核心人物成长故事的连缀，教育与贫
困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部热播剧中提供
给观众的审美反思是深刻的。

《山海情》的热播提振了影视创作
者对于主旋律题材的信心，只要真诚地
对待题材，摄制出精品，观众自会做出
真诚的判断与评价。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脱贫路上教育的大义担当
——电视连续剧《山海情》热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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