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拍
摄的电视剧《西京故事》，是一部展
现大时代画卷的现实主义力作。全
剧以纯朴农民罗天福领着妻子进城
打拼，扶助儿子罗甲成、女儿罗甲秀
读大学为主线，讲述西京城里不同
阶层家庭的喜怒哀乐，描述了当今
社会无处不在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
较量，折射了四十年来城市和乡村
的巨大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更
新。

全剧以大量篇幅描述罗天福一
家在城市求生存的过程，本以为整
部戏就是个农民进城的故事，没料
到了全剧四分之三处，剧情忽地又
从城市转移、延伸到了农村。罗甲成
历尽磨难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校
搞科研的机会，执意回乡搞精准扶
贫、开发绿色生态农业等等。这让人
觉得有些意外，可细细一想，又觉得
这样的安排十分贴近时代精神，感
觉到剧作者的立意非常之高，很符
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作品精神高度
第一位”的要求。尽管立意高了，但
创作者依然把这部分戏编排得生动
活泼，毫无生硬、说教痕迹，剧中甚

至出现了农民在大学生村官面前伪
装贫困的有趣情节，足见编导有足
够的生活积累。

全剧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始
终把正面人物形象和暴露抨击社
会中的丑陋形象结合起来，使作品
呈现出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
的教育观。这个意图，在罗甲成身
上展现得尤其充分。罗甲成本是个
穷苦人家的孩子，出场后给人的印
象也是正面的，他学业优异、待人
诚恳，观众估计接下来的情节不外
乎边勤奋读书，边打工挣钱等等较
为老套的情节，可不曾想到，剧作
者出人意料地为他安排了陷入炒
股绝境、误入传销组织和被非法集
资诱骗，最终还进了看守所这样的
曲折遭遇，将人们心中“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的概念推倒，改写成了
“穷人的孩子早败家”。这一环接
一环的情节，虽然让人一边看一边
不停地叹息，却也不得不承认，这
些情节编织得很接地气。这是因
为，在当下，假若你心存“快发财”
的欲望，而又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缺
乏足够的认识，你也会遭遇罗甲成

那样的惨境。
罗甲成的遭遇大多发生在大学

校园之外，也即人们通常说的“社会
上”，观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剧作者
的高明在于，通过对社会各个阶层的
描述，用生动的事实证明：丑陋的现
象无处不在，人们务必加以警惕！罗
天福的女儿罗甲秀，纯洁、善良又长
得公主般地美丽，她什么诱惑都能顶
住，但爱情一来她就经不住了。罗甲
秀在校园里跟一个苦出身的“学哥”
陆山好上了，陆山凭着优秀的学业赴
美国读研，她苦苦等了他三年，不想
这个苦出身的男生为了出人头地，在
美国与一富商女儿成婚，回国经商后
隐瞒了婚姻，一边继续追求罗甲秀，
一边为了筹集资金竟跟一个资深美
女“劈腿”，就这么个“人渣”，让美
丽善良的罗甲秀差点误了终身！对大
学校园，剧作者也不轻易放过，运用
了一连串细节，将一个不释手段爬上
副院长交椅的学术败类形象刻划得
活灵活现。
《西京故事》 是一部大胆的作

品，剧中人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从
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到大学教授、公

司白领，以小人物凸显大情怀，故事
触及“农民进城打工不易”“大学生
的迷茫与坚定”“父子价值观念的冲
撞”“大学生创业艰难”“城乡差别”
等诸多社会热门话题，描绘了一幅充
满生活质感的城乡生活画卷。全剧触
及到了社会的不少痛点，提示了尖锐
的社会矛盾以及人生的复杂性。在表
现手法上，不是运用说教，而是通过
人物的眼睛与他们的生存经历汲取
生活的诗意，直面充溢矛盾的现实生
活，让观众发现生活中的崇高、平凡
与卑微。

全剧以非常质朴的叙事形式讲
述了罗天福和他妻子刘淑惠的人性
美。罗天福进城打饼（做饼），刻意传
承前辈秘方，为的是保质保量讲诚
信，却忽视了与时俱进，与善于接受
新思想、新观念的妻子闹得不可开
交，引出了许多有趣的情节，生动地
描述了农民进城“寻梦”“圆梦”的
过程，体现了当代农民勤劳、质朴、善
良、真诚的优秀品格。整部戏一个家
庭两代人四个人物，结构编排非常
好，张国强、陈小艺等演员生活化的
表演十分吸引观众。

直面生活 抑恶扬善
———电视剧《西京故事》观后

□ 乐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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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之爱》是著名藏书
家韦力最新出版的一本有关古
籍收藏、鉴赏的专著，“收藏古
书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最高规
格的礼敬。”这是《古书之爱》
封底的一句话，也体现出韦力
这位藏书家对古籍和传统文化
的挚爱。

在书中，作者阐明了古籍
拍卖的意义：“拍卖出现之前，
不管是私人藏书还是公家藏
书，除了自己印、抄，得书的渠
道不外乎从书店、私人手里购
买，或者是捐赠，从古到今没有
太大变化，而且价格是私密的，
不为外界和大众所知，而拍卖
则使古籍交易的价格公之于
众，成为可以共享的信息。”因
此，通过拍卖这种方式，不禁使

人们正视古籍，认识到古籍的价
值，同时也促进了流通，尤其促进
了文物的海外回流。同时，作者也
遗憾地指出，藏书的黄金时代已
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版刻字体好，
纸墨印刷好、题识好、收藏印记
好、装潢好等品质的古书现在市
场已很难觅了。

作者提出：藏书的过程就是
读书的过程，没有不读书的藏
书家，收藏书籍不只是书籍的
简单堆积，否则藏书变成了极
无聊的一件事。所以，作者在藏
书之余加以深读整理研究，勤
于笔耕。在序言中，作者还引用
了止庵先生的话：任何一篇文
章，无论长短，其中总要有一个
观点是别人所没有说过的。而
作者自然贯穿了这种精神到写
作中：“每一篇文字中总有一点
小发现是前人所没有注意到
的。”通过细细推敲查证，作者
先后写作出版了 《古书之美》
《古书之爱》 等一批介绍古籍
的精美图书，让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感受了古籍善本的独特魅
力。

（推荐书友：了墨）

《古书之爱》

那次收到《浙江散文》，看到朱
建华的《馄饨笔记并序》。心想，这
不会是我的那位北仑朋友朱建华
吧，原来他还是个美食家呵！不知道
他是怎么做馄饨的。

谁知翻开刊物一读，朱建华倒
的确是北仑的，而文章与馄饨却风
马牛不相及。无非文中的事情都是
他岳母在包馄饨给他吃的时候讲
的，竟是讲他岳母六岁及更幼时之
淞沪会战见闻。

上海人称小河、小湖为浜，淞沪
会战是正面抗日战场最有名、最惨
烈的一战。而作者的岳母居住的蕴
藻浜是一条河，地因河而名。此地当
时正处战场中。

长江从沪凇口进来，南入黄浦
江，西注蕴藻浜。蕴藻浜南岸有个地
方叫庙行，张治中、宋希濂、孙元良、
张炎包围了日军，取得了“一·二
八”以后最激烈的庙行大捷。张治
中说，庙行战役的胜利，是官兵“滴
滴鲜血的结晶”。

朱建华散文叙写的“一·二八
战役”“八·一三”战役却并无长篇
战事描述，仅仅是八则小故事。

我不妨将第二、第七两则摘录
于下，以飨读者。

第二则全文：“日本人来了。宝
元公公家里，一叠要做棺材的楠
木，用油纸一层一层包好，浸到河
里。后来，觉得天下太平了，重新把
它们捞起。最高兴的是宝元公公，
他对儿子说：‘我有棺材睡了，我还
担心睡不到棺材了。’棺材做好后，
上油漆，抬到空场上晾干。宝元公
公坐在屋檐下看着，不让鸡飞上
去。上午，村东头一声巨响。听声
音，是日本人的小钢炮。过一会儿，
第二颗炮弹落下来，落在宝元公公
和棺材的中间。”

你看，宝元公公有了寿材，后事
不用操心，当然内心喜悦，刷漆、包
纸、赶鸡，种种细节，并不因文章短
小而简略，可见作者之生活功底。宝
元公公“觉得天下太平了”可以安
享晚年生活了。

然而，路回峰转，“第二颗炮
弹落下来，落在宝元公公和棺材的
中间。” 宝元公公怎么样了呢？作
者没说下去。好就好在没说下去。
读者也会捂住作者嘴巴不忍心让

作者再说下去。明显的是，宝元公公
的太平梦被炸得粉碎。“第二颗炮
弹”，此词看似平常却令人注目。哪
里有一炮就把老百姓炸中的啊，除非
将宝元公公的棺材误作碉堡等作战
目标了。

第七则全文，很短的：“兴隆年幼
时，蕴藻浜打仗，被一颗流弹击中小
腿，变成了瘸子。他到了二十岁还没有
成家。兴隆的娘舅，替兴隆从浙江山区
买来一个姑娘，长得很好看。但这个姑
娘，看见兴隆走路的样子，总要笑个不
停；叫她忍，就是忍不住。家里又给兴
隆说了一门亲事，是远亲的一个女儿。
她小时候，和两个小姑娘，在麦地里玩
一只炮弹。炮弹爆炸了，两个小姑娘死
了，她腿上炸出一个大洞，变成了瘸
子。这门亲事成了。”

你看，连买来的姑娘看见兴隆走
路的样子也“笑个不停”，那还有谁看
得上兴隆？有！同样因为伤在日本人炮
弹爆炸的“远亲的一个女儿”。买来的
姑娘哪儿去了，不知道。短短一则，有
穷姑娘一，伤兵兴隆夫妻瘸子一对，死
去小姑娘两个。真的读了令人欲哭无
泪。

两则故事，凡紧要之处是交代得
很清楚的。如，宝元公公那则，“日本
人来了”“日本人的小钢炮”，将事情
的元凶交代得明明白白。兴隆那则，
“蕴藻浜打仗，被一颗流弹击中小腿，
变成了瘸子”，“炮弹爆炸了，两个小
姑娘死了，她腿上炸出一个大洞，变成
了瘸子。”元凶也是日本人的侵华战
争。

两则故事又多有含蓄之处。宝元
公公在炮弹爆炸后怎样了？兴隆娶了
远亲的女儿感情如何？她怎么会愿意
呢？这都是不必啰嗦的事，是伤心欲绝
的事。宝元公公还能怎样！兴隆一家还
能怎样！

抗战是国家大事，抗战为国为家。
长篇小说全景式展开固然让后人勿忘
历史，笔记体散文令百姓看到历史如
在身边，实在真切。

此文虽然是散文，仍可见作者对
于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之熟谙，语句洗
练老到。古人曰：“袖里乾坤大，壶中
日月长”，《馄饨笔记并序》飘忽的袖
管内，深藏着宏大的乾坤啊！欲先睹为
快者，可以去看看北仑作协新出的
《耕耘耕读新气象》一书么。

袖里乾坤大
———读朱建华《馄饨笔记并序》

□ 桑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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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家乡的风
俗是把正月十四称为“上灯夜”，
节日的序幕已经拉开。街市上挂灯
结彩，并有“行会”风尚扮作“大头
和尚”的类似于时下的“动漫人
物”，会串巷进门来逗人喜笑，并有
收受喜钱之举。热闹的盛会有五
天，在正月十八被称为“落灯夜”，
才落灯收藏，正月的欢庆才算告一
段落。

正月十四“上灯夜”，除了吃
元宵、汤圆，家乡人还喜欢吃菜汤
果。此时已过立春，田野上春气萌
动。经霜雪覆盖过的油菜、塌棵菜、
青菜尤为鲜甜软糯。上灯夜，家里
总会有几个从山区和偏远乡村赶
来“看会”的客人。团团圆圆，笑语
盈盈。餐桌上，一碗碗菜汤果，悦人
眼目，清香悠悠。碧绿青翠的菜，烘
托着洁白如玉的汤果，未入口，心
儿已醉。

节日的氛围浓醇，每个人都喜
笑颜开。小时候的我们，常要吟诵欧
阳修的《生查子》一词。“去年元夜
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

者和领袖。他刚正直言，辞官归隐。
在诗歌创作上反对浮艳的诗风。他
的诗、词、文都有较高地位和较大成
就。其词以写恋情游宴、伤春怨别的
题材为主，词风深婉清丽，并有隐退
后的超然、恬淡、自由的心情，暗含
一种人生感悟和寄托。

这首小词叙写了主人公在元宵
夜观灯时引起的回忆和感想。通过
今与昔、闹与静、悲与欢的多层次的
强烈对比，一层深似一层地表现出
主人公为物是人非，旧情难续而感
伤的情怀。

上阙写主人公甜蜜的回忆。去
年元宵佳节，华灯齐明，夜市如昼。
这个观灯赏月的元宵不禁之夜，正
是青年男女密会传情的大好时机。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
句，进一步交代了约会的具体时刻
和地点。圆月与柳丝相映创造的幽
静，为约会增添了绵绵情意，言有
尽而意无穷。“人约黄昏后”的甜
情蜜意也溢于言表，令人浮想联
翩。

下阙写主人公凄凉的现实。前
两句由“依旧”二字显明今年闹市
佳节元宵的一切景物都与去年相
同，这就为下文的“人非”作了“物

是”的铺垫。景物依旧，而去年的情
人，已不在身旁，空余只身孤影。抚今
思昔，触景伤怀，此情此景，怎不叫人
感伤惆怅，终于不堪忍受而“泪湿春
衫袖”了。

全词构思巧妙。上下阙文义并列，
调式相同，基本重叠。颇有歌曲回旋咏
叹之效，有增强表情达义之功。同时，
这首“生查子”吸收了民歌明快、浅
切、自然的风格，语言明白如话，内容
情事几乎一目了然，情调却又清丽温
婉，隽永含蓄，耐人寻味。

小词琅琅上口，含义基本略懂，
还应用在实际中。那几年的 “上灯
夜”，家里常有个在山区的远方亲戚
的女儿要来住几天。她娘托我母亲为
她物色个好些的小伙子，要把她嫁到
这儿镇上来。她第一年来我家时，母
亲为她找了一个，两人亲昵地携手去
街市上看灯。我们都悄悄地吟诵：“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母亲阻止
了，说不要在她面前吟，她听后要难
为情的。

可是这位姐姐对自己的择偶要
求很高。对方小伙子相貌要好，住房
要宽畅，家里的父母要会挣钱，不需
要向儿子拿赡养费的。母亲为她介绍
的那位不达她的要求，她不满意。一

起出去逛了几个晚上，她却把人家推
掉了。

第二年的上灯夜，她又来了。这一
次，她愁思万端，神情落寞，不见笑容。
当母亲问她终身大事有什么打算，她
长吁短叹，说不出话。母亲就带上我
们，陪她一起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在
明灿灿的华灯光影中，她不但不展笑
颜，反而悄悄地抹起了眼泪。母亲忙在
一旁好言劝慰她。

这时，我在心里又悄悄地吟起了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
人，泪湿春衫袖”。我想这小词的下阙
真是印证了她在街市观灯的心境。词
中，古代的女子不能和自己去年的情
人欢度佳节良宵，有碍于封建礼教的
禁锢，或是来自家庭婚姻的桎梏，被迫
无奈，可她却是作茧自缚。多好的一个
小伙子，人家对她是满意的，她却用世
俗的择偶条件把自己缚住了，以至于
“泪湿春衫袖”。

好在，经过母亲的劝说和从中周
旋，又把小伙子叫来，两人重归于好。
用不着我们陪同了，两人又双双出门
观灯，到了下半年就结为了夫妻。

年年元宵佳节，虽然身边已没有
了与词意相符的青年男女，但这首优
美的小词，会一直萦绕在耳畔。

元夜灯依旧
□ 张晓红

《宁波历代文选》分散文
卷和诗词曲卷。其中，《宁波历
代文选（散文卷）》荟萃了自
六朝虞翻《对王府君》，历唐、
宋、元、明、清诸朝，到民国张寿
镛、杨翰芳等的 226篇佳作。
入选作品以优美动人的文学性
散文为主，也有不少文采斐然
的史传散文及文辞精炼的纪实
散文。可视作宁波不同时代人、
情、物的历史文献。

编者张如安为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仑人，
近年来主要担任《中国文学史》
《宋词研究》等课程。而《宁波历
代文选（诗词曲卷）》，则编选南
朝至明国历代四明诗人的作品，
兼及到宁波地区游历或为官之
著名诗人所作的与宁波有关的
诗作。诗作既有对山光水色的眷
恋，亦不乏空阔自天地、长歌悲
独醒之作，也有和美纯情的爱情
绝唱，展现了诗人丰富的情感世
界。

摊开一部《宁波历代文选》，
满纸璀璨。通过当时人的文章与
记录，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城乡风
光、名人邑事、特色物产、民情乡
俗、书生智慧和闲情偶寄。一部
《宁波历代文选》，有乐事有离情
有梦想有愤慨。阅读发现，宁波的
历代故事就在这些厚重的书册
里，在满纸华章里。

（推荐书友：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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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手艺》一书通过
作者美帆对日本各个地区以及
日本传统的手艺人的探访，解
读他们对手艺的热忱、执着和
传承，展示出了数百年来在匠
人间传承下来物品的独特魅力
和撼人之美。

在《民艺的现场》一文中，
收录了这样一段话：“民艺品
中有自然之美，最能反映民众
的生存活力，所以工艺品之美
属于亲切温润之美。”因此，在
该书中，手工制作的铁瓶、瓷
器、木器、漆具、银器、刀具、玻
璃杯、织物、型纸等悉数登场，
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传统手工制

作者大巧若拙的匠心。
所有手工制作精品几乎都有

一个特点，那就是需要足够的时
间：雕刻一张型纸一般需要一周
以上的时间；一把上乘南部笤帚
的原料至少需要收集三年。在《南
部铁瓶》一文中作者指出：“放弃
是简单的，坚持下来绝非易事。”
要做出一个上等的铁瓶，需要极
致的细心和耐心，必须经过一百
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而这种
名为御釜屋的铁瓶，一年的产量
仅有一百多个。正是因为了这样
的精工细作，才使得这些制品深
受大众欢迎！“很多人再三表示无
论如何都想要的铁瓶，也有很多
人说两三年都可以等。”无形之
中，时间其实决定了品质。

作者美帆在后记中说：“手
作之物能让人感到温暖，是因其
饱含着制作者的心意，并拥有机
械所无法表现的素朴之味。”而
这种温暖，始终蕴藏在该书的各
个篇目中，让人回味、让人品尝。

（推荐书友：虞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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