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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艺

没有时间去敦煌？因为疫情，无法去敦煌？

想了解敦煌，却不知从何下手？去过敦煌，仍然

不懂如何欣赏敦煌艺术？或许“敦煌三书”就能

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让敦煌与你近在咫尺，让

你秒变朋友圈中最懂敦煌的那个人。

“敦煌三书”，包括《敦煌莫高窟艺术》《敦

煌壁画漫谈》《敦煌彩塑纵论》。这是一套关于

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彩塑艺术的通识性读本，

是一套人人都能读懂的敦煌文化入门指南，是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匠心之作。常先生

作为最早一批投身敦煌石窟保护的艺术家和

潜心钻研敦煌学多年的学者，兼具画家的审美

眼光和学者的细致严谨。

常书鸿先生本是留学法国、前途无量的画

坛新秀，只因在书摊偶遇《敦煌石窟图录》，便

决心放弃巴黎的舒适生活，于抗战期间毅然回

国，穿越战火，投身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人们戏

称他是一见敦煌“误”终身。

得 知 常 书 鸿 的 决 定 后 ，梁 思 成 曾 激 动 地

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很钦佩，如果我身

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

鸿亦给予了他热情的鼓励：“我们从事艺术工

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

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此后，半个世纪，一万八千多个日夜，常先

生坚守敦煌，在荒芜凋敝、飞沙扬砾、物资匮乏

的艰苦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

煌研究院前身），组织修复敦煌壁画，搜集整理

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

论著，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使远在西北边地

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回忆常

先生时，写道：“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的中国美术

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及敦煌艺术的，而 50 年代以

后，谈中国传统美术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敦

煌艺术的。这一重大转变，是与以常书鸿为首

的敦煌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努

力分不开的。”

自常书鸿先生 1994 年辞世后，其女常沙娜

教授继承父亲遗愿，继续守护、传承敦煌文化，

历时 20 余年，梳理、集结常先生散见于数百种

图书、报纸、期刊、内部资料中有关敦煌文化的

文字，成此“敦煌三书”。

这套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带领读者走进

敦煌尘封已久的历史，感受莫高窟这颗“塞外

明珠”的盛世流光与至暗时刻；臻选不同朝代、

不同风格的壁画珍品，将技法源流和画里画外

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细数各类“神采具足”的

彩塑，全面揭示其时代特征和艺术奥妙。

僻处边塞的敦煌，为何会有如此丰富的古

迹？敦煌的工匠们竟可以与米开朗琪罗媲美？

如何临摹敦煌壁画？莫高窟中究竟有多少幅飞

天？古代匠人如何能在塑像上刻画出“窃眸欲

语”的表情神态？……种种关于敦煌的疑问与

好奇，都能在这套书里找到答案。更有敦煌学

泰斗级专家饶宗颐、樊锦诗、柴剑虹担纲学术

顾问，为“敦煌三书”的高品质出版保驾护航。

这套书也是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为

了淋漓尽致地呈现敦煌之美，敦煌研究院为

“敦煌三书”提供了一批珍藏洞窟图片，即便无

法前往敦煌，也可即刻展开一趟纸上之旅，尽

享敦煌美景，云游敦煌石窟。

早 在 欧 洲 文 艺 复 兴 千 余 年 前 ，中 国 的 建

筑、绘画、雕塑等造诣已达到昌明精深的高度。

遗憾的是，由于朝代更迭、变乱战祸和自然侵

蚀，没有足够的实物作为例证。而位于深山旷

漠中的莫高窟，却奇迹般地保留了北凉、北魏、

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 10 个朝

代的壁画、彩塑佳作。如今，只有在敦煌，才能

“行五十步穿越百年，行百步穿越千年”，系统

而完整地目睹中国伟大的艺术宝藏和一脉相

承的艺术传统。

这些作品由不同时代、不计其数的无名艺

术匠师所完成，他们在一个个阴沉黑暗、光线

仅能辨识十指的洞窟里，或站在高达数十米的

梯架上，仰天对着窟顶藻井，或匍匐在小得不

可容膝的洞角里，积年累月、寒暑无间地把那

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含有几百人到几千人的大

场面构图，严肃工整、一丝不苟地画出来，把

“窃眸欲语”的生动造像捏塑出来，以丝毫不逊

于文人画家的手法，诚挚地表现了历代社会风

貌、人文习俗、人物服饰、舞乐等各方面的演变

与发展。

正因如此，常书鸿先生在“敦煌三书”中形

容道：“敦煌艺术是一部活的艺术史，一座丰富

的美术馆，蕴藏着中国艺术全盛时期的无数杰

作。”敦煌文化，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去体悟、去

认真学习的。

（“敦煌三书”《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

漫谈》《敦煌彩塑纵论》，常书鸿著，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让 敦 煌 近 在 咫 尺
——谈谈“敦煌三书”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胡竹峰

烟雨蒙蒙中，恍恍惚惚如坠梦境，给小

城添加了婉约的氛围。在湿而清爽的天地

里行走，在雨的缝隙中行走，行走之余读王

亚《吃茶见诗》，星星点点地看，读得深了，

人也觉得清爽。

王亚文章有生之喜悦，也有追忆的惆

怅。好文章让人喜悦又惆怅，一味喜悦的文

章，格调未免低了；一味惆怅的文章，行文

显得逼仄。喜悦中有惆怅，差不多就是读

《吃茶见诗》的感受。有些篇章藏着沧桑，隐

得深，如同深水潭底的鱼虾。

王亚笔力颇足，写诗写茶，兼及酒画世

俗，抓住一根线，线的一头系着锅碗瓢盆、

坛坛罐罐，俗气烟火气味氤氲。时序中年，

人生多难，芳草多愁绿遍心扉真是清福。

《吃茶见诗》，繁华中的茶香，庸常里的诗

意，不缺伤逝的隐痛，不乏忧乐的反省，更

有独有的那种执着与情怀与灵光乍现的感

悟，给人绵绵慰藉。

王亚文章之好，好在轻快，好在灵性，

好在朴素，好在琐碎，一篇篇滋味不同，底

色不同。好文章各有其好，美美与共。

王亚是湖南人。湘人气象不同，女子笔

下也一片明朗，说到底，还是正大。近来好

正大，也好光明，正大光明的正大，正大光

明的光明。正大光明里尽是通透，通透里有

明媚，那是文章的山水。文章山水曲折一些

好，文章山水浩荡连绵一些更好。可喜王亚

入了山水境地，眼见她朝辞白帝彩云间，眼

见她轻舟已过万重山，眼见她饮弄水中月，

眼见她下见江水流，眼见她看花上酒船，眼

见她低头礼白云。

散文随笔的写作，一篇篇是性情。性情

到了，水到渠成。博大精深地引经据典，有

条不紊地抽丝剥茧，远不如随心所欲气象

万千。读这本书，眼前会时常恍惚这样的场

景：一场戏刚刚结束，看客渐渐疏落，舞台

上未灭的灯光照在台上，一个女子悄悄站

在台下，静静看着戏人浅浅淡淡的身影。看

客是王亚，戏人也是王亚。

读《吃茶见诗》，滋味亦如喝茶，绿茶，

红茶，青茶，黑茶……入口有清香有回甘。

王亚写茶，是她的朝花夕拾，跌宕起伏不动

声色，线条枯荣浓淡。多少惆怅一笔点过，

写下过去种种与现实种种，思绪牵连内心

的不舍与追忆。记事是实，冥想则虚。我看

重王亚的记事更看重她的冥想，那些冥想

充盈五月茶园的青草气，风花雪月，儿女情

长，神游杂思。

王亚将庸碌的生活写得达观诗意，平

常的凡俗灿若云霞，茶香缭绕。那些人生风

雅片段，让人赏心悦目。俗是甜的，雅却有

苦意，王亚在苦中嚼出丝丝甜味。《吃茶见

诗》有两部分《营闲事》《茶烟起》，走笔行文

仙气清气茶气雅气一以贯之，这样的书写

是坐在尘埃里举在掌心之花。

王亚写茶说酒谈诗论词，徘徊在一篇

篇文章里，行文恬静，甚至带几分柔波旖

旎，轻松好看，摇曳出春茶般绿色。笔触深

时，世情苍茫、人性浮光时隐时现，浅浅描

绘那些诗酒风流，无挂，无碍，不泯，不灭，

是空境是明境是空明境。王亚会用闲笔，看

似随记，实有深意：冬夜里几碗胡椒茶喝下

去，汗珠也沁出来了，暖暖的，浑身通泰。后

来，外婆过世后便好多年不喝了。去年回

家，偶然念起胡椒茶，母亲便煮给我吃，不

知是哪个程序不对，还是茶与胡椒的问题，

全然不是那个味道。或者，我只是念那些坐

在灶边煮茶的夜晚吧。外婆走了，茶慌病总

不得根治。

这样的文字，如此荡开。我忽然觉得文

章无非两款，一款有情，一款无情。有情时，

洪波汹涌，无情时，云淡风轻。王亚写作，即

便云淡风轻也有个人情绪的影子若无其事

粘附文字背后，像烛台光照壁画，一灯如豆

下掩映着影影绰绰的心痕踪迹。

和光同尘是境界，幽兰满怀也是境界。

烹菜煮饭是人生一味，《吃茶见诗》也是人

生一味。吃茶读诗，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吃

茶读诗，不知老之将至，不管老之将至。

（《吃茶见诗》，王亚著，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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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山河本身比我们浪漫，它自带光芒

散开时何典与我走在一起。下了阁楼，我

们多走了几步，来到河湾。真的有浓浓的蒲草

味儿，有一股水腥气。再有不久就该结出蒲米

了。水中有咕咕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一些小眼

睛在蒲丛中看着走近的两个人。

何典回身望着石屋，窗子上映出三个人的

影子。他说起上次歌手受伤的情形：“那天小灰

这头小驴不高兴了，可能害怕和厌弃吵闹，想

跑开，一尥蹄子给了他三下，不轻。他叫得呼天

号地。伤的部位不太好。”我明白。我说这次来

河湾，明显感受到他们二人，包括老鲁夫妇的

辛苦。

“做好这个地方实在不容易，特别是绿化

那块‘秃斑’，简直是往自己身上拴了块大石

头。这就不再轻松了，完全改变了田园牧歌式

的生活。”我这样说包含了另一层意思：那个赶

赴河湾激动不已的歌手，其实完全不能理解主

人的心境，我这里主要指男主人。他不是一位

循规蹈矩者，任何概念化的生活对他都不再构

成吸引。他在寻找新的生长。

何典显然意会，说：“这里其实不需要浪漫

主义。”“山河本身比我们浪漫，它其实是自带

光芒的。我们一激动，就显得蹩脚了。”我说不

清楚。我真正想说的话是沉重的。我其实很想

说：自上次来到这儿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一

个食客，一个徘徊者，一个不再适合做他朋友

的人。而今夜我终于有了更恰切的比喻：自己

与这位歌手有某些相似之处。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
候就得拐弯

我看得出，何典和老鲁夫妇今夜有多么高

兴。“好了，这就妥当了。”何典一边添茶一边

说。在他看来今天既是继续，也是开始。我对这

里的感激无以言表，对他们的信任和友谊、对

所有的动物植物，更有离去的人，感念无尽。老

鲁老伴在黑影里抹了一下眼睛，喊老鲁去下面

取东西了。

阁楼里只剩下我和何典。他叹道：“你真的

超出了我的预计。”我说：“你，老鲁夫妇，余之锷

和苏步慧，大家看护了一座山。我们继续吧。”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他

看着外面。今夜没有月亮，窗外星星很大。秋夜

让人变得心思澄明。听，蛐蛐，各种秋虫都叫起

来。我这会儿有个想法要说，终于不再忍住。

我说：“我知道你的事情很多，可还是想请

你一直住在这里。我们一起打理该多好啊！”

“为什么？”

“实话说，我害怕寂寞。我需要你啊。”

何典嫌冷一样双手捧住热杯，只不饮用。

他看着灯光洇不透的角落，吟道：“‘我在这世

上太孤独，但孤独得还不够。’”他转脸看我：

“这是一位德语诗人写的。你以后会读到的。”

分开后，我把那句话记在了纸上。

太阳升到树梢，开始第一天的劳作。那件

长长的蓝色制服原来真的属于我，穿上它，金毛

和细犬寸步不离。我们穿过栗子林和菜地，直奔

养蜂场。我把一捧大丽花、墨菊和绣球花用草梗

束好，放在那个黑色大理石前。我看过柿树、核

桃、散在侧柏间的冬桃，再去西边坡地。老鲁正

摘所剩无几的豆角。“咱这儿最忙的就是秋天，

不过冬天有冬天的事情。”他说。“大雪封山时就

窝在屋里？”老鲁点头：“到时候看老獾过河，它

们跌跤的模样真好。我老伴要按时去山上扬几

把玉米高粱，喂喂挨饿的鸟儿。秋天咱们要留一

点板栗核桃，那是松鼠的口粮。”

想想大忙将至的深秋、雪封山河的严冬，

一切将是何等不同。既翻开新的一页，就要有

相应的深沉、持守和应对。冬天的炉火旁会有

吞噬般的阅读，再就是从头做一件不可荒疏

的大事：写出家族纪事。这是必要落实的人生

责任。

（本文摘选自《河湾》，张炜著，花城出版社

出版）

无边的爱情像山峦一样压过来好书摘读

走马观书

《海阔天空：beyond与我的
人生故事》

许金晶编写，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 17 个人与华语乐坛殿

堂级乐队 Beyond 音乐相伴的人生故事。

讲述者中，既有杨早、郑嘉励等学者，也

有菠萝大哥、居莱提等音乐人，更多的则

是包括发型师、小店店主在内的普通人。

通过多元化的作者组合，展现 Beyond 音

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揭示了 Beyond

乐队的传播史、接受史与阐释史。

这 17个故事，有的跌宕细腻，有的生

猛粗粝，但文字背后站立的是 17 个独特

而坚韧的生命个体，散发着岁月的光辉。

《七个半导演》
赵荔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散文家、电影学者赵荔红选取世界

上 著 名 的 八 位 导 演 ：卓 别 林 、塔 可 夫 斯

基、小津安二郎、伯格曼、布列松、侯麦、

罗西里尼、希区柯克为评论对象，对八位

导演的个人生活简史和电影作品做了纵

深的评述，既根基于对现实生活的透彻

理解、扎实的文学艺术理论、电影史以及

电影美学理论，同时又具有作者本人的

主观判断。

作为一个散文家，作者讲究修辞，看

待电影文本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有

意 思 的 是 ，本 书 之 所 以 名 为《七 个 半 导

演》，是因为作者只喜欢半个希区柯克。

易红英

《越有趣，越幸福》，作者名叫“晚情”，说实

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文字，我也很想从

这本书里读到作者所认知的“兴趣点”和所感

知的“幸福事”。

全书共 259 页，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

了，当合上这本书时，我并没有像阅读蒋勋、周

国平、林清玄等作家的文字后感触那么深。整

本书都是用极平淡、平实的语言讲述作者和先

生阿彦之间 7 年来的爱情故事、家庭生活以及

朋友间发生的家庭琐事。

董卿在主持“朗读者”时有一段这样精彩

的开场白“我们读一本书总会被某个句子感

动，因为一句话让自己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也

可能因为一句话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当

然，这本书也不例外，有一些句子我很是喜欢，

如“人生应该笑着幸福地过，其他的事只是细枝

末节”“一个人只要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

活，自己是幸福快乐的，那便是好的”……如董

卿所言，文字就像一束光，照亮黑暗的角落，照

亮更多的并不容易的前行的脚步。

作为一名在讲坛上耕耘了 30 年的我，始

终初心不改，惟愿做一个有趣的、幸福的教师。

每天清晨，伴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近

处树枝上小鸟欢愉的歌唱，我开始一个人行走

在去学校上班的路上。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达

学校。来到操场，我时常会弯腰拾起一片片五

彩斑斓的樟树叶，在每一片树叶上写上我自己

的英语名字“Lucy”，画上一个大大的笑脸，等

到上课时，我会把拾到的这些树叶作为奖品奖

励给我的学生。孩子们也学着我的样子，下了

课，就到操场上拾捡被风吹落的美丽的树叶和

花朵，然后送给我和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这些被风吹落的树叶和花朵在我们的手中

传递，师生之间、孩子和父母之间都被一种爱

浓浓地包围着、幸福着。

在学校早餐后我也经常是第一个进办公

室，给办公室开窗开门通气，整理好自己的办

公桌，给自己的花花草草剪叶、修枝、换水。这

时陆陆续续就有学生进教室了。孩子们经过走

廊时从我身边走过，她们总会不自觉地把视线

挪到我手上的这盆花草上，每每这时，我就会

笑着问她们“漂亮吗”，孩子们都会乐滋滋地回

我一句“漂亮”，每天的工作和学习我都会和孩

子们一起在鲜花、问候、笑容中开启。

课堂上大手牵着小手，我们一起转个圈圈

跳个舞，那是对认真专注学习的孩子最高奖

赏；有时我又会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抱抱，那是

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最大的鼓励；有时课堂

上有了小调皮，我就会说出自己的经典句“小

麻雀在哪”，让孩子们和我一起说起一段 Rap:

“你的小嘴真不听话，像只小麻雀叽叽喳喳，你

说上课喳喳喳，还是上课要听话，要听话”，瞬

间教室在一片开心的笑声中变得特别安静。老

师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学生都心领神

会；孩子的每一次发言、每一次作业都会从老

师这得到肯定和鼓励，师生在飘荡着石榴花香

的课堂享受着共同学习的快乐，享受着属于我

们的幸福学习时光。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在 68 岁年近古

稀之年写下《人生十悟》，其中关于“幸福”之领

悟，他是这样用文字描述的：幸福是容易的，幸

福是一种感觉。你感觉幸福你就是幸福的，哪

怕地位卑微，十分清贫；你感觉不幸福就是不

幸福的，即使家财万贯，声名显赫。从心理学

看，需求的满足就是幸福，要想幸福就得减少

不切实际的欲望，这才不会产生需求难以满足

的痛苦。从比较学看，幸福总是相对而言，纵向

比，横向比，就看你怎么比。路上行人万万千，

到底幸福不幸福，感觉全在你自己。

我跟谁都不比，我只需看清自己的内心，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内心淡然一些，再淡然

一些，灵魂就会自由很多，做一个有趣的、幸福

的教师就好！

做一个有趣的、幸福的教师就好书香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