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文化周末 中国教育报文化读书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主编：王珺 编辑：王珺 设计：丁京红 李坚真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2022年12月2日 星期五

在繁华的西安城近郊，一
座400多年前的完整古建筑隐
藏在乡村的宅院之中，鲜为人
关注。2019年底，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师生在对西安周边的古
代建筑遗存进行调研寻访时，
无意间获取一个信息：长安区
中兆村有一户村民想要把自家
院内的明代古建筑捐献给学
校。一般来说，如今保存下来
的清代古建筑大都已被国家划
为文物保护单位，更何况是明
代建筑？闻讯后，大家起初不
太相信，过往民间调查中也常
存在着群众由于缺乏古建筑知
识将时代夸大的情况，而且被
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都
是不可移动的。

几经辗转，师生们与建筑
户主取得联系，并得以到现场
查看。这是一座建造精美的古
代砖雕门楼，因为历史上村中
道路改变，原本临街的这座建
筑被圈进住户院内，成为院中
之门，加之户主全家自20世纪
90年代即迁至西安居住，老家
的院子常年大门紧锁，深闭院
中的门楼便少有人知，以致在
文物普查中被遗漏。而今由于
规划建设需要，中兆村需要整
体拆迁，门楼因未列为文保单
位也在拆除之列。户主觉得先
人遗物作为废旧房屋被拆了实
在可惜，这才托朋友多方联系
欲行捐献。

从现场调查来看，门楼为
两面坡砖雕建筑，下半部墩台
为素面青砖砌筑，上半部的前
后两面都是仿木结构的精美砖
雕，由门额、兜肚、额枋、斗拱与
檐部组成。正面门额两旁各镶
有一块方形兜肚浮雕：“一鹭青
莲”和“孔雀牡丹”。“一鹭青莲”
寓意为官“一路清廉”，“孔雀牡
丹”则代表着“吉祥富贵”。正
面门额刻有“志希于公”四字，
于公为西汉循吏，以断案公正
而著名。背面门额刻有“淡泊
宁静”，语出诸葛亮《诫子书》。
宅主人将两块匾额分别示于内
外，对外展示为官公正清廉，对
内教育家人无欲无求、豁达通
透。檐部正背两面施以八组一
斗六升的斗拱出挑如意云头，
额枋整体浮雕双凤衔绶图案。
寓为官、昭富贵、用斗拱，这些
显然都是官宅建筑的特征。根
据门楼工艺做法和纹饰细节特
点，师生们初步判断建筑年代
在明代。调查结束后，结合户
主提供的先祖姓名等信息，大
家查阅了古籍文献，在清康熙
与嘉庆两版本的《咸宁县志》中
找到了有价值的信息，综合确
证了建筑具体年代在明代晚
期，原主人为生活在万历至崇
祯年间西安府咸宁县的岁贡生
毋负生。由所掌握的大量调研
资料得知，该建筑竟是目前西
安地区现存年代最早的古代官
宅门楼（西安仅有一处明代民
居被划为文物保护单位）。

如此珍贵的建筑，原地既
然保不住，那就迁走，但迁至哪
里呢？教育部在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设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瓦作技艺传承基
地正在建设之中，几经讨论，学
校决定将门楼迁至基地所在的
草堂校区。因疫情影响，时间
延宕至2020年，村庄拆迁紧锣
密鼓进行，户主翘首以盼，师生
们更是心急如焚，无论如何，不
能让传承了十几代的文化遗产
在今人手里消失。事不宜迟，
马上干！古建筑拆解是一场特
殊的知识、能力与技艺的考试，
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为慎重起见，学校邀
请校外古建筑专家与传承基地
师生一起开赴现场，先对古建
筑本体认真测绘、摄影留取原
始信息，小心翼翼地进行拆解、
编号并包装后顺利运输至学
校。

兴工，大事也。如何复建，
建在何处？这又是一个慎重的
问题。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
最终决定将这座珍贵的建筑在
基地的中国传统瓦作博物馆内
复建。2022年 9月，博物馆基
本建设完成，门楼正式开始复
建。为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
序，利用疫情相对平稳之际，学
校在国庆假期从山西请来了具
有丰富古建筑修复经验的董养
明担任技术指导，并由基地师
生与山西、陕西地区的瓦作老

匠师一起合作进行复建。在这
座古建筑的保护复建过程里，
参与其中的师生不仅直接体悟
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设计意
匠，而且现场开展了一堂生动
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古建筑
技艺实践课。复建后的明代门
楼在博物馆展厅内古朴盎然，
蔚然生辉。

文化是无形的，又是有形
的，更是感人的，一座400多年
前的建筑立于眼前，古今两相
静默之间，传递出的是前世先
贤的伟大，感受到的是今人传
承的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传统积
淀非数载之事，人文化成亦非
一夕之功。对于一所高校来
说，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入大学生的心中
并获得认同与践行，这是一个
重要的教育命题。虽理工之
家，重诗书礼乐，近年来，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以现代书院为平
台，以文化艺术教育为抓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各个角
落不断浸润。

行走于瓦作技艺传承基
地，博物馆展厅内琳琅满目的
瓦作文物的展陈让每一位来访
者惊叹，大量的瓦作工具和研
究书籍透露出技艺与文化的赓
续不绝。在工作坊中，学生们
在乐此不疲地进行瓦当传拓技
艺和瓦件纹饰雕刻的练习，展
台上各式各样的文创作品则显
示出青年学子赋予传统文化的
创新巧思。基地在学生中发起
成立了“千史百瓦”讲译团，一
届届讲译员积极为传统建筑文
化代言，展示中华古建筑魅力，
每年一度的“千载·瓦韵”瓦作
传统文化传承创意大赛则让一
片片瓦件在设计中走进青年人
的生活。身怀绝技的民间匠师
走进大学校园为大家讲述传统
建筑技艺知识，耳濡目染中，学
生们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
意识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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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笨拙又执着的人，只会靠
文字和人建立关系，在缥缥缈缈的尘
世，以为只有文字才能结下深缘。

读小学时我家离学校很近，隔一片
菜地就是小学班主任的办公室，她一声
喊，我就甩开步子，冲过一条弄堂、半
条河街、半条马路，到了学校。我在晦
暗的光线中帮班主任出黑板报，帮数学
老师在小黑板上抄题目。我对于文字的
最初记忆就来自小学所在的街道——新
建南路，鲁迅笔下的土谷祠、长庆寺就
在这条街上。

初中时我有个死党，隔壁班的，总和
我一起走路上下学，在原是乱坟岗的白马
畈和陆游的春波弄之间来来回回，我们无
心留恋桥下的春波，只关心各自班级的大
小八卦。有一天她忽然端颜说道，今天语
文老师表扬你了。老师表扬你课文背得
好，我们班没一个人背得出来。老师居然
认得沉默的我！我开心极了。直到今天
我还记得，我背的课文是梁启超的《少年
中国说》。从此我爱上了抄抄写写，尤喜
自带韵律、情怀苍凉的文字。

那晚，告别金老师，她送我到楼
下，说还收藏着我的作文本，我一下子
惊住。最深的缘总在时光里埋伏着。想
起高中时的第一次大考，金老师狠狠表
扬了我。临近退休她要求回到高一，站

在起点反思一生教学，我是她的关门弟
子，她总在课堂上点评我的作文，不掩
激赏。后来她退休了，我毕业了，直到
我回到母校教书，年底奉命慰问退休老
师，才又见到了她。她正在撰写回忆
录，还向我问询一个同学的手机号码，
想求证对方的一篇作文，但那个同学的
态度似是敷衍。就在这样想要说点儿什
么、又不知从何说起、总觉得忘了什么
的偶尔见面里，时光的脊背一耸一耸地
摇过去了，突然就惊闻她去世的噩耗，
于是想起最后一次的见面：她站在门
口，反复叮咛我下次来之前先打电话给
她，我应着，完全没看到室内的阴影淹
没了她，热烈的阳光使她的脸显得苍
白。回忆录、叮咛不都是告别吗？命运
从来不吝啬暗示。唯一庆幸的是金老师
送我的《弄堂人家》就在手边，她在人
间未及道出的一切尽在其中，使得我们
之间永无阻隔。

多年以后，我在书店乱走，无意间
瞥见和大学写作老师一模一样的名字署
在长篇小说《台门》的封面上。百度搜
索后得到确证，那正是大学教我写作的
祝老师，文章中说他打算写到80岁，以
台门为焦点，反映绍兴1905年至2005年
的百年历史。我努力回想祝老师的容
颜，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身

材，有一天在课堂上铿锵地说：“我是第
一次碰到写作这样好的学生！”他在课堂
上一字不落地念了我刚写的作文。我在网
上搜到了他的近照：细细的皱纹漾出涡状
的笑纹，舒展的眉眼接得住世间的悲欢。
小说家都是这样的吧，以清浅之眼看幽深
之世。我也试图写过小说，算是对祝老师
的遥呼和致意。

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们，让我看到生
命最初的幻美：文字背后有一个无比深
广的世界，如宇宙的蓝洞，如大海的瞳
孔。我最终做了语文老师。我依然倾向
于以文字相交。

小颖是我教的第一届高中班的学
生，个子矮小，相貌平常，理科拖垮了她，
只有在文字里，她才获得自由，显得恣
意。她以一篇写物散文荣获全国圣陶杯
作文大赛一等奖。她后来考入北京电影
学院编导系，再后来成了绍兴首部原创
动画片《少年师爷》的编剧。我总想起家
长会那天，她母亲和我告别，向我无奈地
絮叨，长长的喟叹一直回荡在教学楼。
我猜，多年后的她应该吁出了这口气吧。

第一次见到小怡，她语气急促，向
我宣布她要参加作文比赛。她刚获得全
国生物竞赛一等奖，还想在写作上大展
身手。我鼓励她说，你就写竞赛生背后
的故事吧，你喜欢植物，就从植物入

手。她把平生所见的竞赛生糅合起来，
并以彻底的情感投入激发这一座静默已
久的火山，她还替主人公写了一封信，
阳光和阴影交缠，少年向着光亮挣扎挺
进。文章最终获奖，我为她高兴，不仅
因为获奖，更因为她在文字中找到了生
命的另一个出口。

小雨今年假期又发来信息，要和同
学来看我，我因为私事烦心，没见上
面。小雨是个丢到人群不见影子的女
孩，她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作文比赛。
她想写钟，我就和她一起琢磨，吾辈见
识有限，实在想不出离奇的钟，只好回
到凡人身上，借钟写普通人感受到却说
不清的那点东西。作文得奖后，她带给
我一盒巧克力，浓甜之后，淡情悠长，
直到此刻，我的眼前还会闪现她苦思的
侧影，我和她站在教室的钟下，幻想那
口简易的钟带给我们非凡的灵感。

小凌今年初传来好消息，他获得全
国冬奥会征文一等奖。小凌白晳清瘦，
笑容淡雅如百合。他的征文我读了，自
然流畅，和生活浑然无间，却又创造了
另一个世界。他对我说，因了当年我的
引带，他至今还赖在文字里，不走。

多年前有文学社社员对我说：“老
师，你讲文学时，就像一个发光体。”
我赧然，我欣喜。只有美的事物才能激
发美，美的文字、美的情感、美的灵魂
使我平凡以至衰颓的面容显出一点生机
和光泽。我是铁锈，文字擦拭我的身体
和面庞，使我敢于直面苍凉的人世和清
澈的湖泊。文字烛照，黑暗如镜，还有
比这更好的世界吗？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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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具有引人向上向善的力量，而当
这种美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之
中，它所蕴含的力量便更加持久和
深厚。近期热播的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以
“诗画合璧”的全新样态，为观众
呈现了一幅赏心悦目的中华文
化壮美图景。

诗画合璧，构筑经
典永恒的文化宝库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
怀其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

国文化创新的宝库。一档文化节目
的创作，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一“根魂”的坚守。《诗画中国》从中华
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汲取精髓，深

深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
由此构筑起一座经典且永恒的“文化宝

库”。这座“文化宝库”的核心载体即诗与
画，二者同为中国最古老也最具生命力的文
化创作活动，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脉络，彰显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鲜明特色。
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题画诗这种诗歌类型，
也有许多兼具诗人与画家双重身份的古代
艺术家。画与诗紧密嵌合的中国画，逐渐发
展为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因此，《诗画中国》“诗词壮志，丹青抒怀”的
创作思路，是怀着一颗至真至诚的敬畏之
心，走进历史深处，与诗人画家展开跨越古
今的心灵对话，探寻中华文明的迢迢源流。

基于此，画作的选择便成为整档节目的

首要工程。主创团队整理了近200幅画作，经
过专家团队的层层把关，反复修改了近20次才
确定最终60余幅画作，时代跨度上覆盖了从魏
晋到明清近2000年的历史，其中有《韩熙载夜
宴图》《五牛图》等传世名画，也有如范宽的《溪
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仇英的《赤
壁图》等诸多大师名作。诗词的选择同样重
要，导演组从近300首古诗中挑选出上百首与
画作相匹配的诗词，其中有珠联璧合之作，如
王冕的《墨梅图》与题画诗《墨梅》；有互为灵感
的彼此致敬，如仇英的《浔阳琵琶图》取材自白
居易的《琵琶行》；有主题共通之下的巧妙搭
配，如王维笔下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正与《江干雪霁图卷》意境相合……让节目真
正做到“诗画合璧”，带领观众体会“纳山河万
景，涵上下千年”的中国诗画之美，润物无声般
构筑起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根脉的坚定自信。

守正创新，打造多元一体的艺
术盛宴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构
筑起诗画合璧的文化宝库之后，如何立足传
统、守正创新，激发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打
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隔阂，是节目创作过
程中更为重要的命题，这也是“两创”的核心环
节。

《诗画中国》延续了总台“思想+艺术+技
术”的创作理念，着力拓展传统文化当代表达
的深度与广度，精心打磨既体现中华文化精
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又能够传播当代中
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文艺精品，
开辟出厚重而经典、创新而多元的文艺新境。

新境之“新”首先体现在传统文化与多种
艺术形式的融合。整档节目没有设置固定的
形式标签，而是量体裁衣，为每一幅画寻找最
确切的表达方式。节目全面融合了歌曲、舞
蹈、戏剧、曲艺等多种样态，融入京剧、评弹、武
术、朗诵、音乐剧、肩上芭蕾、木偶剧、钢琴、琵
琶等多重艺术手段，真正打造出一场底蕴深
厚、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一座审美多元、形式
多样的艺术殿堂。如在展现马远作品《水图》
时，任敏、王西、陈添以一曲水下舞蹈，再现了
画家笔下的十二种水形、水意，最终创造出“上
善若水”的唯美意境。再如，展现明代画家徐
渭笔下的《杂花图》时，钢琴家郎朗置身水墨场
景中，与乐队一同用数字化“水墨交响”的形
式，在黑白琴键与水墨之间呈现出“等量齐观”
的文化哲思。

新境之新境之““新新””还体现在先进科技手段对传还体现在先进科技手段对传
统文化的赋能统文化的赋能。。节目将节目将CGCG、、ARAR等先进技术手等先进技术手
段段，，与诗与诗、、画画、、音音、、舞舞、、剧剧、、曲等艺术形态相融合曲等艺术形态相融合，，

配合以电影级别的拍摄与制作，令中国诗画
“跃然纸上”，还原出可游可居的诗画“桃源”。
如《溪山行旅图》中，壮美山景通过CG技术立体
化重塑，千百年来未曾相遇的画中三人得以共
享山水之乐，而这背后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师
生对画作长达两个月的拆分、重绘、建模。又
如，在展现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时，节目
采用沉浸式动画，以孩童视角打造出货架上琳
琅满目的“小天地”，观众跟随韩昊霖的步伐一
同进入古画，沉浸式感受南宋的风土人情和古
代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

仰赖于整个团队包括诸多外援的协同合
作，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极富冲击力的全新感官
体验，让传统文化与美术作品焕发新颜，碰撞
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延伸出更深广的现
实意义。尤其是，很多节目在学校和学生中间
广受好评，作为美育课堂的延伸，在寓教于乐
过程中，引领更多学生、年轻人深度体验中华
文化艺术的雅趣，引导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忠
实守护者、传承者与创新者。

铸魂立心，拓展诗画文化的育
人维度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国
诗画之美不仅在一个“艺”字，更在一个“格”字，许
多传世经典都贯穿着创作者对家国天下的深邃
思考，对道德与品格的坚守；蕴含着中国人民在
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
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
信修睦、亲仁善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通过十
组古语，集中提炼展示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而中国传统诗画则是这些观念与精神
的重要载体。

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
“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心灵，养成高
尚纯洁之人格。”《诗画中国》结合历史背景和
典故，深入挖掘诗画背后的精神内涵，充分运
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努力为当
代人、为下一代人带来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
例如，在展现唐代画家韩滉的传世之作《五牛
图》时，采用了创意动画的形式，一头头形神各
异的耕牛跃然而出，不仅呈现出一幅幸福的田
园图景，更蕴含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自强不息、
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再如展现赵孟頫等共作的
《快雪时晴书画合璧》时，廖昌永、阿云嘎二人以
音乐剧的形式倾情演绎，传递出赵孟頫与黄公望
的深厚师生情，勾勒出古代文人彼此敬重、传承
创新的治学传统；又如展现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郑燮所作的《竹石图》时，不仅以武术的形式展现
了竹之风骨，更在康震老师的解读中走进板桥
先生倾心为民、正直高洁的一生……

天地有大美，人间有大德。千百年来，画
家诗人与山河对望、走过命运跌宕，立万象于
胸中，传千年于毫素，从壮美天地走向壮阔胸
襟，从月光朗照回归心明澄净，为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阐释，只有超越器物层面，走进文化深
处，寻求跨越时空的精神和鸣，才能让作品真
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从而感染人、激励
人、塑造人。

（作者系《诗画中国》制片人、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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