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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本小小的通讯簿，
经常带在身上，便于与亲朋好
友、业务伙伴通话。但时间长
了，通讯簿被翻弄得破烂不
堪，想换一本通讯簿。可是走
了许多文具店，通讯簿倒是多
得很，各种款式，但却找不到
我想要的小本本。因为我喜欢
带在身上，放在口袋里，夏天
衣衫单薄，能够放到衬衫衣兜
里。国内买不到，我托人到国
外去买。因为上个世纪50年
代，曾经有一位搞外贸的亲戚
送给我一个小通讯簿，非常精
致，可惜早已坏了。我想在国
外总能买到。但他们买回来的
也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我女儿说，现在大家都用手
机，通讯录都在手机上，纸质通
讯簿还有什么必要？我却觉得
不然，通讯簿虽小，却大有文章。

现在手机里的通讯录都是
按姓氏第一个字母排列的，用
起来方便，却缺少点儿文化气
息。我的通讯簿的排列是分类
的。首先是家人、亲戚，这是最
亲密的一群人；其次是工作单
位的领导、同事、办事机构的电
话，这是工作需要的；第三部分
是学生，我是老师，经常要与学
生联系交往；第四部分是本地
的朋友；第五部分是外地的亲
戚朋友，外地又再分分地区，常
去的城市如无锡、上海、杭州、
成都、广州等，分开记录。通讯
簿中除了电话外，还记录着通

讯人的地址和其他情况。有时
对于亲朋好友还可以记录一下
他（她）的爱人、子女的名字和
情况，以便通讯时附带问候交
谈。这种分类，查阅起来非常
方便，例如我到杭州，翻到通讯
簿的杭州部分，马上几位朋友
的电话、地址就在眼前。

几十年来我已用完好几本
通讯簿，但旧的通讯簿都留
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历史
的记忆，反映了几十年来与人
交往的历史。翻开它，能够让
我回想起许多往事。例如我早
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工作过，有
几位附中老师的通讯方式，现
在虽然已经联系不多，有的电
话已有变动，但翻开通讯簿，
就会想起往事。“文革”期间
我曾经在东方红炼油厂烧锅
炉，有位小工友见我体瘦力
弱，常常帮助我，我们成了朋
友，“文革”后他在市政建设
单位工作，还来看过我。后来
因工作变动失去了联系，但我
翻到老通讯簿，总会想起他。

翻开通讯簿，有欢乐，有悲
伤。看到学生成长发展了，在工
作中有成就，电话地址都变了，
很高兴。也会看到有的老朋友
走了，觉得很悲伤。但正如苏轼
词中写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
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
深教授）

小小通讯簿
顾明远

“以艺弘道”，一部源远流
长、磅礴迤逦的中华艺术的发
生发展史，就是对这个哲理的
最好注脚。而放眼当代中国艺
术之林，尽管多有褒贬、看法
不一，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仍
然是普遍性共识。赏写意画家
刘戈先生近年来饱蘸笔墨、倾
心创作的系列作品，映入观者
眼帘的不仅是壮美山河的宏阔
图景，浸透于其中的更是艺术
家全神贯注的那种对自然、生
命和生活的热爱。

刘戈，中央美术学院油画
系科班出身，系统的训练造就
了他深厚的专业素养，而日常
都市生活的时空变幻，又赋予
了他特有的一份乡愁。这种理
性与感性、思想与直觉、现代与
古典、中国与西洋等“二律背
反”却得以在他一幅幅精品力
作中完美地结合，不能不说既
是扎实功底使然，更得益于傲
人的禀赋。对此,有评论指出,

“从文化给养的汲取基点上来
看，刘戈对绘画意象的源发主
旨是‘中国的’，也即是‘传统
的’，东方文化的表现精髓对他
艺术思想的陶冶是根本，也是
源泉，不论油画专业层面的技
术手段，还是功追意境的东方
主旨。在这一点上，他的艺术
思想事实上与林风眠、刘海粟
们有着异曲同工的价值取向，
有别于它们的是，刘戈用风景
表达东方意象的神机，彩韵如
流，奇幻如梦，借助超强的意
境构造能力，这让他成为中西
绘画艺术融合的时代黑马”。

刘戈作品主题涉猎甚广，
从雪山高原、戈壁胡杨到热带
雨林、苍山洱海，从京都胡
同、市井人物到高僧大德、革
命前辈，七彩之笔描绘斑斓世
界，敏感心思铸就博爱人间。
透过那色彩纷呈却层次分明的
画面，你分明感受到了一颗深
沉而滚烫的赤子之心。

中国绘画推崇“外师造
化，内法心源”，说的是创造
者与他所身处其中的外部世界
深刻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
上，也可以说，艺术家本身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连同他所采
用的感知方式和表现手法等，

“自然人化”的高度、深度、
广度、厚度、维度等就会不
同，正是在这里，艺术形态、创
作水准甚至可能展现的趋势和
方向，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分水
岭”。刘戈几十年如一日，深耕
之下的不只是七彩的世界，还
有源自其敦厚善良品性的乐善
好施之风范。多年来，伴随他
遍及名山大川足迹的，是他风
雨无阻、勉力而为的助学助贫
的帮扶行为。在刘戈身上，明
晰之真、和合之美、博爱之善，
似乎早已经不分彼此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如同
哲学，真正的艺术也无不是时
代精神的精华。生逢盛世繁
华，体悟时代跃迁，悲天悯人
而又能秉笔直书的刘戈先生，
可谓尽得天时之利，辛勤耕耘
之下，呈现给世人的必将是他
描绘美丽中国更多更好的艺术
作品。

饱蘸笔墨绘河山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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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一百
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进行了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实现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越，这
些彪炳史册的光荣业绩，成为中国电影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富矿。

1
践行初心使命、领导中国革命、让中

华民族站起来是党的百年历史上的第一
个逻辑环节。走进中国电影讲述的党史
故事，一道分外靓丽的风景就是众多荡
气回肠的革命历史故事。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
部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也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中国电影所讲述的最脍炙人口
的英雄故事。在这一革命史诗系列中，
有全景式展现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
运动的《风暴》，有跨越《林海雪原》，深入
龙潭虎穴剿匪的英雄传奇，有为掩护主
力部队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战至弹尽
粮绝，最终英勇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
有为新中国开辟前进道路而舍身炸碉堡
的《董存瑞》，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红岩颂
歌《烈火中永生》，有高喊着“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儿
女》，有赞颂普通群众在革命熔炉中经受
洗礼、在党的培养下茁壮成长的《红色娘
子军》《闪闪的红星》《鸡毛信》《小兵张
嘎》和《铁道游击队》，有“生的伟大死的
光荣”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有为革命
事业献出一切的《党的女儿》，有像李侠
一样为了党的事业，在隐秘战线上用《永
不消逝的电波》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志士
仁人，还有生动诠释根据地人民群众与
穷凶极恶的日寇斗智斗勇，屡建奇功的
《地雷战》《地道战》。正是这些革命英雄
照亮了党史，也正是这些英雄史诗铸就
了新中国早期电影的崇高品格，哺育和
陶冶了新中国出生的几代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对于革命
故事的讲述呈现出新的风貌。其一，中
国电影开始注重从普通革命者身上挖掘
崇高之美。电影《张思德》在此方面堪称
典范。这部电影没有将张思德塑造成为
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而是独辟蹊径，对
从真实的革命历史中捕捉到的，带着强
烈生活质感的细节浓墨重彩，精心刻画
了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张思德，一个血
肉丰满、高度真实的张思德，这一艺术形
象极大开拓了中国电影讲述革命历史的
范式。其二，一大批党的领袖形象开始
成为中国电影讲述革命故事的主角。《开
国大典》《重庆谈判》《大决战》《大转折》
《太行山上》《百团大战》等电影，以中国
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标志性事件为背
景，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等中共领袖
和高级将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导和
指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光辉形象，
填补了中国电影讲述党史故事的空白。

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在运用大制
作、高科技和重工业电影美学讲述革命
故事方面也取得了突破。《建国大业》《建

军大业》《建党伟业》之所以能将党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革命事件演绎得
深入人心，都得益于其精良的制作技术
和先进的工业美学；《智取威虎山》中的
杨子荣、《血战湘江》中的陈树湘、《金刚
川》中的张飞、关磊，这些出现在新时代
中国电影中的革命英雄形象较之前期的
那些同类形象更加真实、饱满和生动，其
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革命叙事美学水准提
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三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带着鲜明的
时代精神，赓续谱写了一曲雄浑豪迈的
革命交响乐，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巍然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历史逻辑。

2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开创社会主义

建设新局面是百年党史的第二个逻辑环
节，也是中国电影浓墨重彩的重要内
容。《铁人》采用多时空交叉叙事手法，塑
造了上世纪60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
代表的一代石油工人的形象，也描绘了
新的历史条件下新一代石油工人的风貌
和精神世界。影片通过展现两代石油工
人之间的精神传承与对话，生动表现了

“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在
国防工业战线上，为打破国际敌对势力
的核讹诈，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
以邓稼先（《邓稼先》）、冯石、陆光达（《横
空出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科学
家，响应党的号召，长期隐姓埋名，奋战
在寂寥戈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

“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祖国的事业高
于天”的崇高誓言。在科技攻关战场上，
袁隆平、李保国、蒋筑英，几十年如一日，
呕心沥血，潜心探索，坚持把论文写在祖
国的大地上，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中
国科学家崇高的科学品格和深沉的家国
情怀。还有感动中国的“绿色英雄”杨善

洲，舍弃退休后的安逸生活，回到家乡带着
村民植树造林⋯⋯这些以主人公名字命名
的电影展现了先进人物的时代风貌。

在中国电影演奏的社会主义建设乐章
中，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形象格外震撼人
心，其中有带领兰考人民防风治沙，“心
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优
秀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位卑未敢忘
忧国”，践行“工作一分钟，敬业六十
秒”人生准则，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奋斗
至生命最后一秒钟的市委书记牛玉儒
（《生死牛玉儒》）；还有始终坚持“严
警风、强素质、树形象”，在扫黑除恶战
斗中以身殉职，被誉为公安战线一抹灿烂
绚丽的彩霞的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

他们都是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
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史书写
了璀璨的篇章。正是在这些优秀共产党人
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才实现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3
实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是百年党史的第三个逻辑环
节。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正在强起来的
当代中国。再现改革伟业，讴歌改革先锋
成为中国电影铿锵奏响的又一主旋律。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因此农村改
革故事在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1983
年，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先声夺人，讲
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
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共同奋斗、脱贫
致富的故事。随后跟进的《咱们的退伍
兵》另辟蹊径，以震撼的笔触谱写了汽车
兵、共产党员方二虎复员回到家乡，克服
重重困难，顶住各种压力，学成炼焦技
术，通过创办村办企业带领全村共同致富
的改革新篇。两部电影比较成功地塑造了
牛百岁、方二虎两个早期的农村改革带头

人形象。
在企业改革方面，《血，总是热的》通过

讲述江南市凤凰印染厂厂长罗心刚冲破重
重阻力，推进企业改革的故事，从一个侧面
展现了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企业改革风
云，喊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先声。
《钟声》中的电机厂党委书记乔光朴是另一
个堪称典型的企业改革者形象。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阔步走入新时
代。一大批彰显着新时代精神的改革故事
在中国银幕闪亮登场。在精准扶贫改革方
面，《十八洞村》丝丝入扣地刻画了退伍
兵、共产党员杨英俊由对精准扶贫充满抵
触情绪，转变为率领杨氏兄弟填土造田，
带动村民共同脱贫的心路历程。《千顷澄
碧的时代》以“金融扶贫”为主线，塑造
了以卢靖生为代表的奋斗在中国脱贫攻坚
一线的共产党人群像，描绘了一幅壮美的

“脱贫奔小康长卷”。《冲锋号》则以震撼
人心的镜头刻画了退伍不褪色、退休不退
岗的共产党员郭秉直，放弃舒适生活，扎
根偏远山区，在扶贫攻坚战斗中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高贵品格。

近年，强军改革电影崛起，一批具有
浓郁家国情怀的的新时代强军故事分外吸
睛，有生动刻画我军特种兵高擎五星红旗
开辟生命通道、扬威海外的《战狼2》，有全
面展现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凭借过硬军
事素质，绝杀国际恐怖分子、圆满完成撤侨
使命的《红海行动》，有讲述新时代中国空
军精神风貌的《空天猎》，有讴歌以江立伟
为代表的中国消防官兵的《烈火英雄》。

此外，还有塑造新时代反腐英雄的
《决不饶恕》《信天游》等。从以上这些改
革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
理想、信念、意志和品格，看到了不可战
胜的中国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电影经典中的党史
马立新

“你曾是我的死亡：/你，我可以握住，/
当一切从我这里失去的时候。”

30年前，就是这三行诗，让诗人王家
新记住了保罗·策兰这位伟大的诗人，并被
他深深吸引。“第一次读策兰是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从社科院借了一本英文版的策兰
诗选，一读就被抓住了。”他说，“古今中外
文学中写死亡的诗太多了，从来没有见过
谁像策兰这样写死亡，他和他的死亡建立
了很深刻的我与你的关系。诗尽管只有三
行，背后却是策兰的一生，也包含着苦难的
犹太民族的历史。”今年4月20日是德语
诗人保罗·策兰逝世51周年纪念日，出版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的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纯粹日前特邀该书译者王家
新、著名诗人多多、蓝蓝等作客北京码字人
书店，分享他们对保罗·策兰的阅读及研究
体会，深度解读策兰的诗歌对中国当代诗
歌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

30年来，王家新把“这样一个策兰”携
带在他的生命中，不仅阅读和翻译，也生活
在一起，沉默在一起，有时甚至不得不“替他
活着”。策兰成为生命中某种不可分离的

“在场”，他和这样的翻译对象也建立了一种
最深刻意义上的“我与你”的关系。所以今
天回头来看，策兰这首短诗《你曾是》也成为
这么多年来他翻译和把握策兰的一种写照。

著名诗人多多对台下的年轻听众说：
“这才是你们最好的课本。”他认为对于策
兰的诗歌，重要的是阅读而不是解析，在反
复阅读中才能感受到策兰的伟大，建立自
身对策兰诗歌的感悟，而这是需要时间

的。策兰的诗歌不是策兰生平的简单记录，
批判性不可以取代创造性。多多在现场讲
到，自己对策兰的阅读包含三个阶段：一是
30年前刚刚开始阅读策兰，那是最受刺激的
一个阶段；随后很多年过去，多多在策兰的
诗歌中发现了空白、停顿、沉默、未言说的东
西，这是策兰在经历巨大的悲痛后对于苦难
的体验，无法言说也不可尽说。在策兰的诗
歌中，神秘性是他创造力的表达方式，诗歌
中的沉默和迂回是作为策兰诗歌存在的最
重要的前提，策兰在这方面超越了所有人；
第三阶段是多多从去年到今年忽然间的感
悟，策兰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诗，却总能给
他带来深深的震撼，仿佛另一个世界突然被
打开，多多随口念了两句：“以歌的桅杆驶向
大地，天国的残骸航行”。

对于诗人蓝蓝而言，阅读策兰是一种
痛苦的体验。“策兰的父母死于集中营，他
心灵上经受的痛苦、绝望通过他的诗歌我
们也只能感受到其中的一部分，好的诗歌
永远唤醒着读者的想象力，达到诗人希望
你能达到的那种感受及认同。随着人生阅
历的丰富，再次阅读策兰的诗歌也会有着
新的感受。”她说。

策兰的诗歌，就像王家新指出的，大都
在“我与你”这样一种框架中进行。这也是
诗歌史上很少见的。策兰认为诗歌是一种

“瓶中信”，他要面对不可知的、无法相遇的
他者，不仅从对人性的经验，也在欧洲的哲
学和诗歌传统里对话，但在策兰那里更多
的是从对历史经验的彻底批判和反思入
手，来展开“我与你”的对话。

策兰的诗：“我与你”的对话
缇妮

⦾文化聚焦

⦾讲台上的诗人

万物皆有裂痕
一株苦荬长在江边垛口的裂隙里
露水滚动有清澈的镜面
当垂柳丝绒般的幕布被风徐徐拉开
光照进来，涂抹她纤细的手指
她在自己翡翠般透明的肢体上弹钢琴
从镜子里获得勇气和喜悦

香樟落叶了
春天刚刚打开宝盒
香樟树踩在百鸟的兴奋点上
簌簌落叶
春雨迷蒙，仿佛顽童打翻大地的拼图
试图黏贴还原本来的图像

着雨衣的清洁工湿了白发
他站在香樟树下流泪
五点钟起来扫街，一遍又一遍
这不听话的香樟树叶啊

春天如此美好
万物若有灵，请允许他诅咒一次天气
允许他合上粗糙的手掌
天真地祈祷：
所有的香樟树不再落叶
这个月的奖金不会清零

⦾文化现场

⦾杏坛文苑

【诗人说】
我在高校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任

务繁重且突发性事件多。我曾经向精
神崩溃的男生伸出手，也曾经在江边
把意欲跳江的女生拉回。我所做这一
切的勇气皆源于诗歌给予我的力量和
智慧。诗歌让我善待人间草木，诗歌
让我相信人间总有真善美。是诗歌教
化我做一个有情怀的教育者，在爱与
被爱中成就别人、成全自己。

感谢诗歌。

扫描二维码
听更多诗歌音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石卡雪山石卡雪山（（之二之二）） 刘戈刘戈 作作

开设“讲台上的诗人”专栏的启事自 3 月 19 日在文化周末版刊登
后，收到大量自荐及来稿。本版从本期开始，正式开设“讲台上的诗
人”专栏，每期介绍一位教师诗人。本栏目稿件持续征集中，欢迎在诗
歌方面有一定造诣的教师诗人联系我们：请将个人简介、诗歌发表、获
奖情况及自选原创诗歌 3 至 5 首，发送至 dushuzhoukan@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讲台上的诗人。

音频版“讲台上的诗人”已在中国教育报好老师平台推出，扫描文
末二维码即可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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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本期诗人·王妃
王 妃 ， 女 ， 70

后，安徽桐城人，中
国作协会员，在高校
任职。作品曾在《人
民文学》《诗刊》 等
发 表 ， 曾 获 第 二 届

“上官军乐诗歌奖”
未名诗人奖、西北军事文学散文奖
等，出版诗集 《风吹香》《我们不说
爱已经很久了》。

【自选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