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月洞是三打白骨精的取景地

历史上的今天

提起沈从文， 我们通常了解其是作为
现代文学大师；他的作品《边城》描写了湘
西风土人情，人性美，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
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湘西”所
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
康和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在文学创作之外， 先生为数甚多的随
笔、检讨、书信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精神空
间，从中浮现出一个真实可亲的作者面相，
对渴望了解大师人生及创作的人而言，无
异于一把金钥匙。 为此，新星出版社特意约
请沈迷刘红庆先生
编选了“沈从文人
文三书”（2017 年 4
月版）， 将作家小
说、 散文之外的文
字介绍给读者。

《生命的光影
形线》 呈现的是作
为思想家的沈从文
的面貌， 他对人生
与命运的哲理思
考， 予人以特别的
启迪； 对人性及现
实的批评，因其深刻的洞察力而发人深省；对新中
国的遥望与设计，因其赤子之心而令人感动。

《古人为何要留胡子》是一本谈艺论文录，涉及
创作心得、艺术的功用、美的教育以及对文物演变
史的阐发，另辟蹊径，发他人所未发，可谓美的发现
之旅。

《大小生活都在念中》是先生在动荡岁月里写
的家书（1966—1976），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字，因传达
了作者真实的情感与思想而弥足珍贵，既是了解作
家情感与思想的上佳读物，也是了解那个苦难时代

的可靠读物。 有忧患深沉的家国情怀，
有真挚细腻的儿女情长，有徘徊在歧路
的迷茫与惆怅。

在中国，历来讲究名门大姓，以姓氏划分家族，这种姓
氏文化中又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吴越钱氏”家族的家国文化、诗书文化、名利观等独
特文化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对自己家族的独特文
化进行寻根溯源，并像“钱氏”家族一般将这种自身的文化
品格相传下去，这样一个家族才能找到自身独立于芸芸众
生中的独特之处，并永久的传承下去。

“化国为家，家国一体”
在“家国”之中，中华民族一直都受到了一种“先有国

再有家”的观念影响，“吴越钱氏”始祖深知：“民为社稷之
本,土乃百物所生”“有土斯有财”“无水即无民”。

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鏐，在镇压唐末黄巢起义军中立下
战功，被封分为“权杭州军州事”，之后又升为镇海军节度
使，唐昭宗天复二年被封为越王，开始经营“钱氏”家族的
王业。 为结束战争给百姓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主动上表
愿意称臣，钱鏐因此又受封为吴越王。

受封为吴越王后，钱鏐时刻谨记要保家卫国，宽待百
姓，他主持兴修水利、治理太湖、疏浚西湖，使得江浙地区
富庶一方。钱鏐不仅给江浙地区的子民带来了安乐富庶的
生活，也给“钱氏”家族的发展和壮大留下了生存的策略和
指南。“钱氏家训”“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都是钱鏐
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至今，为纪念钱王功德而建的雷峰塔、

保俶塔、灵隐寺、钱王祠和钱塘、钱王堤等杭州风景名胜仍旧伫立在江
浙地区。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饱读诗书一直是我国对有才之人的一种评判标准。的确，读书不仅

能使自己获得相应的成就，最重要的能丰富自我的内心，使自己获得提
升。“钱氏”家族能够长盛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钱氏”家族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文化品格。

在《钱氏家训》中，钱鏐要求其后裔一定要做到“尊教重学”，并且多
次提及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
“兴学育才则国盛”等教育观。

“钱氏”家族“好读书”的文化品格相传至今，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
学家钱玄同时刻用“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教育自己的子女。现代勤奋
好学的典范还有我国国学大师钱穆。钱穆出身于“钱氏”书香门第，在家
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特别爱好读书，在读书方面，钱穆达到了一种苦
读、奋读的境界，钱穆曾说“白天一有空便读书，夜不能寐也是读书”，真
可谓是“钱氏”家族终身读书的典型人物了。

“钱氏”家族也正是在这种重视“诗书”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杭州
“向学重文，尊贤渴士”的“钱氏”文学世家，这大概也是杭州千年以来就
人文鼎盛的缘由之一了。

“淡泊名利，自强不息”
“吴越钱氏”家族在对待权势方面也算是一种特例。“钱氏”家族在

几代钱王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淡泊名利的家族文化品格。
经历了唐朝灭亡后梁建国后， 任职镇海节度使的钱鏐为了保全吴

越地区百姓的安宁，主动上表称其愿意俯首称臣。“利在一身勿谋也，利
在天下必谋之”这是《钱氏家训》之一，目的就是为了教导“钱氏”后人淡
泊名利，一切以国家为出发点。“钱氏”后裔中淡泊名利的典范也是数不
胜数。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毅然放弃自己在美国的优厚待遇以及个
人地位，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到祖国。

淡泊名利不意味着无所追求，在淡泊名利的同时，能够找到自身的
精神追求，并自强不息的为之奋斗，“钱氏”家族做到了这一
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大智大勇，同时又是一种度德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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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鲜肉”席卷荧屏，图书市
场似乎也被波及。 被粉丝称作“鲜肉作家”
的苑子文、苑子豪兄弟在青岛签售新书受
到近 1000 人追捧， 不少粉丝一次购买五
六本书。 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同时被打
上“鲜肉”标签的沈煜伦与张皓宸等年轻
帅气的作者，有评论认为“这跟阅读的粉
丝化、娱乐化、青少化都有一些关系”，甚
至预言“文学写作步入了‘看脸’时代”。

2015 年初，“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评
选结果公布，沈煜伦、张皓宸、张艺兴这些
“小鲜肉作家” 在整个投票过程中一路领
先， 直至最后分别成为青春偶像作家榜、
青春成长作家榜、明星作家榜的冠军。

一些公开的销售数据也表明“鲜肉作
家”作品火爆。 2015 年，苑子文、苑子豪合
著《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销售近 100
万册；其新书《穿越人海拥抱你》预售开通
仅 5 分钟，当当网销量破 1.5 万册，1 小时

达 30522 册，预售仅 1 日，订购量突破 50
万册。 演员、歌手张艺兴作品《而立·24》销
量更是可观，在当当网进行预售时，短短
24分钟内便创下了近 7万册的订量。

这些“小鲜肉作家”外形多年轻帅气，
且在网上具有一定号召力和固定的粉丝
群。 如张皓宸微博粉丝超过 200 万，张艺
兴微博粉丝超过 1000万。

尽管这些“小鲜肉作家”图书出版曾
一度构成一种文娱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然
而构不成文学现象、文学热点。 相反，让我
们看到的是文学的娱乐化和消费化。 这类
作品之所以“卖得都很好”，首要因素已不
是图书出版的文学价值、美学质量，而是
一些文学、出版的外在因素，比如“高颜
值”“小鲜肉”，制造、包装、炒作的意味颇
浓。

他们的作品，一般不是传统的长篇小
说巨著，而是以涉及爱情、友情等内容的

“暖心故事”为主，或催泪、或“治愈”、又或
励志。 如《穿越人海拥抱你》是一本温暖治
愈的晚安故事集，张皓宸的《我与世界只
差一个你》所写亦是“12 个治愈系故事”。
这些图书与粉丝读者存在着一种情感的
联系， 或者有着某种私人感情上的联系，
但没有多少文学的属性和特质，并未与读
者建立起真正文学上的情感共鸣和精神
上的联系。 其对读者的影响和引导，不过
是明星偶像崇拜引发的效应。

人类文学史证明， 没有一位真正好的
作家是被包装出来的， 没有人有这样的能
力和可能。明星、偶像和作家有一个根本不
同，明星、偶像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包装
出来的，但是作家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作家
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真正的作家，魅
力来自于他的内在精神魅力、自由思想、独
立人格以及超凡的才华， 他最终依靠的是
以他的文本征服读者、征服世人……

“看脸”不会长久
□ 许民彤

箴言

左大玢：杨洁才是《西游记》里
火眼金睛的孙悟空

“几天之前，我和杨洁导演的爱
人王崇秋通了电话， 当时就说杨导
的情况不是很好。 没想到她这么快
就走了，真是遗憾!”著名湘剧表演
艺术家左大玢 4 月 17 日下午接受
采访时告诉记者，这些年，她一直和
杨洁保持着联系。

左大玢在《西游记》中饰演观音
菩萨， 这一形象也给广大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谈及对杨洁导演的
印象，左大玢说，杨洁选演员、选角
色的眼光非常“毒”，杨洁才是《西游
记》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

左大玢回忆说，三十多年前，当
时在筹备拍摄《西游记》时，很多知
名的演员给杨导打招呼， 希望演观
音，但杨洁认定了左大玢。

杨洁在湖南的一次录制节目
中， 看过左大玢演出的一出湘剧传
统戏《追鱼记》。

“你演的观音像极了!以后我要
是拍观音的戏， 一定请你来演!”杨
洁看过左大玢扮演的观音后， 这样
告诉左大玢。

80 年代初，要筹备拍摄《西游
记》时，杨洁没有食言。多年之后，杨

洁过世， 左大玢还向记者感慨杨洁
导演的眼光。

“她挑选的哪个角色不是经典？
大角色如唐僧、 如来， 小角色如杨
戬、小妖，几乎个个演员都演到了恰
如其分的角色。 ”左大玢认为杨洁对
演员成功的挑选、 角色的正确分配
是《西游记》成功的关键。

项汉：杨导有魄力善用新人
项汉，著名湘剧表演艺术

家。 在老版《西游记》中项汉除
了在剧中负责武打和美术外，
还扮演了顺风耳、 黑熊怪、高
才、土地爷、黄狮精、强盗、阿
傩罗汉等多个角色。

上世纪 70 年代， 中央电
视台到长沙录制一批湘剧节
目， 杨洁是录制晚会的导演。
当时，左大玢、项汉就是主要
演员。

“湖南演员扎实的戏剧功
底给杨洁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项汉说，杨洁准备拍摄
《西游记》时，主动联系了湖南
省湘剧院，要求省湘剧院给予
支持。

当时，杨洁的要求是湖南
出 10 位以上的演员参加拍

摄， 但湖南省湘剧院只派出了左大
玢和项汉。

项汉在《西游记》剧组前前后后
呆了 5年。 演戏、武打设计、编舞、独
唱，项汉都搞过，项汉是个“多功能”
演员。

项汉介绍，“杨洁导演有魄力，
艺术水平高，乐于在《西游记》剧组
中用一些不大出名的演员。 ”

怀 念 杨 洁
———湘剧艺术家讲述《西游记》与湖南的人和事

□ 朱玉文

杨洁

乔治·戈登·拜伦（1788.1.22－1824.4.19），是英国
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
罗德游记》《唐璜》等。 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
式英雄”。拜伦诗中最具有代表性、战斗性，也是最辉煌
的作品是他的长诗《唐璜》，诗中描绘了西班牙贵族子
弟唐璜的游历、恋爱及冒险等浪漫故事，揭露了社会中
黑暗、丑恶、虚伪的一面，奏响了为自由、幸福和解放而
斗争的战歌。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
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
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 木易

拜伦带着《唐璜》悄悄走了

4 月 17 日一早， 人们通过网络知道了
86 版《西游记》总导演、制片人杨洁逝世的
消息。 86 版《西游记》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
经典电视剧与湖南有不少的交集。

延 伸 阅 读

在湖南多个景点拍摄《西游记》
为了找到符合《西游记》剧组要求的

场景，杨洁导演带领团队走遍了全国除
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 26
个省区。 《西游记》剧组也在湖南的多个
景点进行拍摄。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金鞭溪，被誉
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之一 ”。 《西游
记》就是以此处为花果山外景取景地的。

位于冷水江市北郊 2.5 公里处的波
月洞是湖南省著名景区，东邻涟源湄江
风景区，西靠新化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
南濒双峰曾国藩故居，北近锑文化工艺
园。波月洞是一个世界熔岩博物馆。里面
熔岩密布，石柱高耸，组成了各种美妙的
景观。 《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便是
在这里拍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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