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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拱石桥边拨开云雾迷离在拱石桥边拨开云雾迷离
流连惯都市的眼不再挑剔流连惯都市的眼不再挑剔
栏杆上的镂刻模糊又清晰栏杆上的镂刻模糊又清晰
那旧意映照着初生的晨曦那旧意映照着初生的晨曦
梦中的门禁是否就在这里梦中的门禁是否就在这里
砰然而入竟是那么地容易砰然而入竟是那么地容易
无须留下折返辨认的标记无须留下折返辨认的标记
潜意识里我实已改弦易帜潜意识里我实已改弦易帜

在石板路上收集些许记忆在石板路上收集些许记忆
硬底鞋一路踩出火星熠熠硬底鞋一路踩出火星熠熠
经过时代雨水的几番冲洗经过时代雨水的几番冲洗
都鉴得出空中飘逸的云丝都鉴得出空中飘逸的云丝
深浅凹痕储藏过日朝月夕深浅凹痕储藏过日朝月夕
又孕育走出去的雄心壮志又孕育走出去的雄心壮志

悠长悠长地仿佛总没尽底悠长悠长地仿佛总没尽底
我要随着人群赶一趟市集我要随着人群赶一趟市集

在排门板前看清霜痕雨迹在排门板前看清霜痕雨迹
忽视横贯后山的七彩虹霓忽视横贯后山的七彩虹霓

白领的朝九晚五滥觞于此白领的朝九晚五滥觞于此
那谦和的心气可曾被学习那谦和的心气可曾被学习
油盐酱醋恒成无欺的贸易油盐酱醋恒成无欺的贸易
人情世故却被一代代演绎人情世故却被一代代演绎
想要与掌柜交流心得二一想要与掌柜交流心得二一
因语言障碍只得打着手势因语言障碍只得打着手势

在古民居里沉溺幽冥腹地在古民居里沉溺幽冥腹地
由此冒昧掀起想象的帘子由此冒昧掀起想象的帘子
高高门槛镌刻着小心翼翼高高门槛镌刻着小心翼翼
每一抬脚却也留下了尊意每一抬脚却也留下了尊意
靠墙的桌上铺着纸搁着笔靠墙的桌上铺着纸搁着笔
徒自空叹无人来续写新诗徒自空叹无人来续写新诗
窗外花园芭蕉绿樱桃红矣窗外花园芭蕉绿樱桃红矣
似在述说月下相约的故事似在述说月下相约的故事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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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洪远
记忆里的解放剧场

秉 烛 上 路
——当代格律诗词的承继与创造 ■胡晓军

小区桂花香小区桂花香 ■王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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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九歌··东君东君》》 国画国画 石迅生石迅生

每次路过我家不远的街市，我总会想起那
家现在关闭的书店。这不仅仅是一种难忘的情
愫，还包含着我难言的惆怅。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书店，老板是位上了年
纪的老人。虽然时间已过去了近三年，书店的
模样我至今仍清晰的记得。尤其是书店那位老
板，他清瘦的身子，有着不苟言笑的神
态，一双眼睛，似乎一直含有淡淡忧郁。

说来也怪，这家书店还是一位书友
推荐于我的。确实，书店是一开间门面，
两边又是大型的水果卖场和干货食品商
铺，书店挤在中间，书店的招牌也不醒
目。因此，很容易被人忽视。

这书店除了店面小，店内的面积也
不大，约三十平方多一点。店状是瘦瘦
长长的，两边放书架，中间的空间放着一
根长凳，看得出是店主为读者提供看书
坐的。

虽说书店不被关注，可店内的人气
还蛮高的。书店的长凳，总是有读者坐
着看书，三二人是常有的；有时长登坐着
五六人，挤满了长登。如果把商店以房
屋平均面积来算人气，那么书店的人气
是不会低于隔壁两家店的。只是书店是
安静的，就是有读者之间交谈，他们声音
都放的很低。

这书店有个特别处，就是旧书很
多，且大多数是单本，也包括旧的报刊
杂志。所以，选上一本，要找第二本的
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买过一本《论美和
艺术》的旧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出，
前苏联格·尼·波斯彼洛夫著的。因为
一书友也喜欢，可我再没有找到过。当
然，这里也有新书，只是新书有了些年
头。另外，这里好像很少关注当下流行
的热门书籍。不过，对我们喜欢读书的
人来说，看书主要是合对胃口。就我而
言，我选购到了朱自清、老舍、俞平伯、
沈从文的旧书，更补上了当初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没有买到的《战争与和平》《安
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作品。让我
最意外的是，这里有一些小册子，多数
是介绍电影的内容，很有时代感，是一
份难得的珍贵记忆。

书店就老人一个，因为我没看见其他人来
过轮换。老人大部分时间自己也在店里看书。
经常光顾的读者，他有时会主动推荐一些书
籍。我有一段时间在学古诗，他就介绍了几本
韵书。有时他来了兴致，还会与我聊聊古诗和

诗人的一些见解。他看似与我随意聊聊，却讲
的头头是道，思路清晰，很有文化底蕴，我一下
子开始敬重起他。其实，我已隐隐约约感受到
这里的常客，他们都十分敬重他，常有读者聆听
他赐教。因此，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去他书店，即
便不是为了买书，在他这里看书也的确比家里

有效果。难道是他这里坐着登子看书要
比家里坐着沙发好吗？主要应是这里的
读书氛围吧。

我很感谢推荐这书店的书友，而书
友也感谢我常光顾这书店。有一天，我
去书店意外巧遇了这位友人，他是送书
来书店的。我主动帮着他一起搬书，顺
便问起这书店与他的关系，他的回答是
找时间给我回复。书友称书店老板为朱
老师，老板见到书友出现了少有的笑容
满脸，两人很亲热，有着说不完的话。书
友还带了两盒保健品，是硬要朱老师收
下的。

我很想知道这书店与书友的关系，
只是书友一直没有主动谈起。从那以
后，我再去书店，书店老板朱老师对我热
情了些，会主动推荐一些书籍于我。渐
渐地，彼此算是熟络了起来，然而意外又
发生了，某日书店大门紧锁，从书友那儿
得知朱老师住院了。也就是这次，书友
才聊起朱老师的情况。

朱老师是书友同学的父亲，教中
学的语文教师。他是老三届知青，回
沪后在里弄加工组工作，通过自己的
勤奋学习，应聘成为教师。做了教师
的他毅然更勤奋学习，家里的书也越
来越多。书友喜欢看书是与朱老师有
很大关系的。只是朱老师很不幸，他
儿子在二十几岁时因车祸离世，老伴
身体又一直不好，儿子去世使老伴的
身体状况更糟糕了。朱老师原以为自
己退休了可以好好照顾妻子，不成想
老伴先一步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意志
坚强的朱老师病倒了。后来朱老师的
身体虽得到了康复，精神状态已大不
如从前。书友提议他开家小书店，这
样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在家呆坐好，家

里又有这么多书。这样，他既可以看书，也可
以与读书人聊聊话。

这次住院，朱老师没能从医院出来……
开追掉会那天我去了，还看到好几位书店

的读者也来了，他们与我一样，都不愿意朱老师
和他的书店离去。

位于虹口区乍浦路 341号，坐西朝东的解
放剧场原为日本人于民国十六年（1927）开办的
东和馆剧场，专门上演日本戏剧和电影。民国
廿六年（1937）6月，日德法西斯合拍鼓吹日本
侵略我国东北的影片《新土》（又译《新地》）在此
上映时，日方为防止中国人民的抗议行动公然
派出荷枪实弹海军陆战队予以保护。对此，沪
上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工部局包庇和支持

《新土》上映；电影、戏剧界 370多人联合发表
《对于<新土>运华公映的抗议书》；文艺界人士
茅盾、周扬、夏衍、巴金等140余人联合发表《反
对日本辱华影片<新土>宣言》，迫使日本帝国
主义不得不停止了《新土》的放映，准备接着放
映另一部法西斯片《国防全线八千粁》的阴谋也
同时破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剧场改名为胜利剧
场，改演中国戏剧、电影。1949年上海解放后
成为第一个实行军事接管的剧场，6月 28日易
名为解放剧场，6月 29日军管会文艺处主办，
由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二十军文工团在此首演
六幕二十场新型歌剧《白毛女》，受到观众欢迎
和好评。

1950年 7月 24日，由夏衍、巴金、于伶、贺

绿汀、冯雪峰、梅兰芳、周信芳等文学艺术家发
起，在解放剧场召开了以“团结、创造”为主题的
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
有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舞蹈界、影剧界、戏
曲界、翻译界和部队代表共 531人。陈毅市长
为大会题词，并到会作长篇报告。与会者对陈
市长的风格豪迈、幽默而又细致的讲话充满感
激和敬佩之情。29日宣告了上海文联正式成
立。第一届文联大会在解放剧场隆重召开，可
见当时解放剧场在文化艺术界人士心目中的地
位。有识者言：南有“兰心”，北有“解放”，看来
是名至实归。

对读者极有影响力的作家张爱玲当时也应
邀参会，邀请她前来参会的，正是时任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夏衍赏识张的创作才华，
促成了这次她难得的出席，这也是建国后张爱
玲唯一次参会。在此之后，张爱玲远走他乡，定
居美国，直至逝世。

因为家居海伦路，解放剧场便是我常光顾
的场所之一。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带我看过魔
术专场。印象里，解放剧场楼上楼下装饰非常
考究，二楼有一圈沙发，比家旁的嘉兴戏院明显
高出几个“档子”。工作后印象最深的是在解放

剧场观赏过电影《第二个春天》，它是建国以来
第一次将知识分子当作正面形象加以歌颂的电
影。这应和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广州会议
陈毅向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传达周恩来
的话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知识
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
消‘资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脱帽加冕’。”剧中
反映为海军设计高速快艇“海鹰号”，科研人员
不畏艰辛，自力更生，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终于在“第二个春天”使实验获得圆满成功的故
事。该电影公演，与当时政治气候较为宽松不
无关联。著名演员于洋、杨雅琴为主演，相信年
过花甲的观众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偕夫人邓颖
超在京观看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

《第二个春天》，一时引发热议。
如今的解放剧场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上个周末，笔者去乍浦路踏访，邂逅一位满头
白发的老妇在寻寻觅觅，我俩几经询问当地居
民，发觉剧场原址正被改建为美食广场和小超
市，原“售票处”被市场经济大潮挤到了“壁角
落”，时过境迁，只留下我们这些当年观众的一
声叹息。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又到一年仲秋时。小
区绿化带内，庭前屋后、路边道旁，种植着七、八
棵高大挺拔的桂花树，尤其是在主干道旁一块
绿化带内的东、西、北，呈三足鼎立般矗立着三
棵丈二高的桂花树，树姿巍峨，树干挺拔，遒劲
有力，给人一种苍劲无畏的感觉。桂花怒放，空
气中盈溢着浓郁的香味，给小区增添不少温馨
与情趣。

这些桂花树是十年前一位退休的夏工督促
园林所种植。前年夏工还未搬离小区时，我曾
向其咨询桂花有几个品种，夏工如数家般告诉
我：“一般而言桂花分为四个品种，她们分别是
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花瓣金黄、香气特别
浓郁的为金桂；香气馥郁、呈乳黄色的是银桂；

花瓣橙红、香气清淡的叫丹桂；而香味浅淡、色
泽淡黄、多季开花的称之为四季桂。这其中最
为常见的是金桂、银桂，每年9-10月开花，颜色
呈金黄、白色或金黄色，香气最浓的是金桂，最
为稀少的是丹桂。”

前人裁树，后人闻香。晨光熹微，徜徉在小
区内，空气中弥漫着扑鼻桂花香沁入心脾，伫立
在碧绿的桂树下，桂树舒展着绿色树冠，繁茂的
枝叶上荡漾着淡黄色的小花，一丛丛、一簇簇、
黄金似的缀满枝头，伸展着、摇曳着，似乎在向
我点头致早安。我忘情地仰头凝视着她，一阵
微风轻轻拂过，满枝的桂花纷纷扬扬飘落，碎金
洒我身，令人好不惊叹桂花的慷慨与大度。晨
曦、碧绿、花香、碎金，点缀着秋色，滋润着我。

“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
满山开。”南宋诗人杨万里赞誉桂花的诗，让人
恍惚觉得桂花树是上苍赐给人类的礼物。

古古 镇镇
张耀明张耀明

若承认格律诗词的黄金时代是在唐
宋，那势必认为当代不是格律诗词的最佳
时期，且能够轻易地解释长期以来，格律
诗词所遇到的所有困难的原因，包括时代
社会的转型、思想观念的演化、人文语境
的变迁等等，更能够准确地估量长期以
来，格律诗词所作出的所有努力的成果，
包括创作与研究的质量、欣赏与传播的数
量、传承与发展的体量等等。笔者相信，
以此为本来看待当下的格律诗词，现状还
是相对可观的，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
因为不是最佳时期，所以未来可期。

中外的文学艺术史都表明，某一类在
历史长河中曾达巅峰的文艺体裁或风格，
要在生成和滋养它的时境过后再返相同
的高度，几无可能，例如古典主义绘画、

“三一律”戏剧、十四行诗，又如明清的话
本、清末民初的京戏。唐宋以来，千百年
间，就再也没有看到新的李白或杜甫、新
的柳永或苏轼出现，诗仙诗圣也好，婉约
豪放也罢，他们的作品一边牢牢附着于他
们所处的时代、社会与生命遭际、精神境
界，一边远远映照着后人所处的时代、社
会与个体经历、人生况味，一并永远地定
格在典籍的字句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后世复兴，虽然连续不断，但从目的及结
果看，都是籍遥远的烛光、照当时的暗夜、
行脚下的路途，所及高处或低于过去、或
高于过去，但都已不是过去的那个高处
了。看来秉烛是必须的，因只有承继方可

能创造；上路更是必须的，因为了创造而
需要承继。完全抛却传统，定然不能称作
格律诗词；完全效仿经典，定然不能成为
当代作品，充其量为全唐诗增一首、为全
宋词益一阕而已，意义价值之轻之微，不
问可知。

烛光必须被置于我们的头顶。但我
们不能只有仰视，而是要眼睛向下、脚步
朝前。

2015年 11月 8日，上海诗词学会邀
请本市十数个诗社的负责人交流工作，其
中不少诗友谈及上述话题。虽然超越不
了古人，但必须学习古人；既然转回不了
古代，就必须注重于当代。要在尊重古
人、学习经典的基础上，对当代格律诗词
的定位和愿景予以客观、清醒、恰当的审
视及估量，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观
点，几乎成为所有与会者的共识。

笔者认为，当代格律诗词的有所为，
即在理念上作为对唐诗宋词的一次复兴，
在行为上则包括向内提高诗人自身的道
德修养、思想素质和艺术创作水准，对外
提升诗词创作理念及方法在当下传播媒
介、人文语境中所占的份额。提升在传播
媒介的份额，主要是将最新创作成果输入
科技传媒平台，借助互联网的威力与魅
力，扩大诗词的活力与影响力。提升在人
文语境的份额，主要是将创作理念与方法
拆分为极细微的元素，以便植入主流文化
形态的创作，让诗词的精神、精髓和精华

生存、生长在最大众、最流行的文体及风
格里。

这正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如古典交响乐和古典芭蕾的很多章法
和技巧，被植入了现代交响乐和现代芭
蕾；又如古风的很多表现手法，被植入了
格律诗。“赋比兴”三义源自《诗经》，如同
血液一般流淌在后世所有体裁诗作的脉
络和肌体内，甚至包括新诗在内。刘勰所
说的“文律运用，日新其业”，便发现和道
出了这一“脱胎换骨”的意涵和“涅槃重
生”的旨归。这样的创造及表达，因其来
自尊重的学习，定是人们感到熟悉的；因
其源于自觉的植入，又是人们觉得陌生
的。黄庭坚评杜甫之诗、韩愈之文“无一
字无来处”，是指学习和熟悉感；“真能陶
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
丹一粒，点铁成金”，则是指植入与陌生
感。韩苏作诗取自于文、作文取之于诗，
皆出于这一文化自觉。

当代的格律诗人，有必要培养并运用
这一文化自觉。

即以诗词和文章为例，诗文向来不
分家。但当下作诗者多不擅撰文，撰文
者很少见作诗，诗词与文章不是离得太
近，而是隔得太远，甚而到了“两处茫茫
皆不见”的程度，令人可惊。此事诚然有
因，除历史和政治社会的因素，从内在
看，诗文两者来自于不同的创作思维，前
者唯心大于唯物、写意大于写实，后者正

好相反。从外在看，格律诗词不脱文言
语态，不改其创作思维及表达方法，只能
困守于小众化的边缘位置；散文适应了
白话语境，融入了社会生活与时代潮流，
所以成了大众化的文学体裁。不过纵然
如此，却都不能改变古今相通、文白相连
的道理。当代格律诗人应从文艺发展规
律和自身文化自觉出发，再多看几遍李
杜元白、韩柳苏辛，便不难得到启示与感
召，从而将显得孤独孤僻的格律诗词，从
章法构建、意境营造、字句冶炼等各个方
面，植入显得流行流俗的文章之中，好比
在秋光下的麦田里栽十几株菊花，能将
它们同时变得更自由、更美妙。

笔者相信，这样的植入不但不会妨害
格律诗词的创作，更能极大地推动格律诗
词的创作。

秉烛，上路。当代格律诗人将有望更
大地实现自我的价值大地实现自我的价值，，当代格律诗词将有当代格律诗词将有
望更多地获得当代的空间望更多地获得当代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