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家明将范用生前编选的《存牍辑
览》出版后，又再接再厉，编辑了范用生
前的藏信 1800 余封，成为四厚册的《范
用存牍》。汪家明介绍说，范用先生珍
爱师友的来信，都小心地粘贴到牛皮纸
页上，然后装订成册，这样的册子有 50
多个。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名的出版家，
范用交往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三联书店的当家人，范用为很
多老朋友出书，也为师友编书、找书、寄
书，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为书籍的一
生”。他待人极真诚，陈乐民评价说是

“赤子之心”。令我感到有趣的是，范用
退休后，写了一本很小的册子《我爱穆
源》，回忆他的童年时代，他的小学穆
源，以及他在穆源结识的老师和同学，
往事依稀，真情可见。更为特别的是，

在《范用存牍》这册书信集中，可以看到
此书出版后，范用曾分别给师友们寄去
了这本书，先后有40余位友朋在书信中
谈及了他的这本小书，令人倍感心暖。
广州《随笔》杂志主编黄伟经给范用的
书信中，谈到范用的这册《我爱穆源》，

“不取分文稿酬”，是他“一贯为人品格
的必然表现”。

《我爱穆源》广赠师友，可谓好评如
潮。柯灵的夫人陈国容回信说，“又一
本《爱的教育》”。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
任李琦回信说，“使我联想起《寄小读
者》”。这些都是很形象的概括。曾在

《读书》任职的杨丽华写信，说她反复阅
读和品味此书，评价说：“只有二字可以
形容，‘清秀’，所谓文如其人也！”最有
趣的是作家池莉，她收到范老的赠书，

既意外又高兴：“您的书一收到，翻了一翻
便放不下手，一口气读完了，真好。还有
W.S.LANDOR的几句诗，只过目了一遍
就再也忘不了。您的书读得人心里头宁
静极了，干净极了，美丽极了！”

《我爱穆源》只是一本很小的书，它
篇幅很少，收录范用写给小朋友的19封
信，香港初版时只收录 14封信；它的字
数也很少，初版也就四五万字的样子，
后来附录了友朋的评论以及相关忆旧
文章，也不过 10万字左右；它的版式也
很小，小32开本，十分玲珑。书虽然小，
但寄托着范用的感情，他亲自设计了封
面，请冰心先生题写了一段题词，放在
了封面上，又由他的外孙女来题写书
名，很见童趣。《我爱穆源》饱含着范用
的感情，他通过书信这种方式，如面促

膝，娓娓道来，回忆童年，讲述读书、交
友、远足、唱歌、演戏、当童子军以及怎
样过暑假的记忆，可谓乐在其中，更有
他对当今儿童教育的忧思，期待他们能
够快乐健康地成长。

《我爱穆源》出版后，还催生了一段
佳话。《范用存牍》也记录了这些。在上
海《文汇报》编辑顾军的信中，见证了范
用与顾军合作编辑为儿童出版的专刊

《星星岛》，他广邀熟悉的名家，为《星星
岛》撰稿和作插画。范用为专刊“逝去
的童年”专栏写了第一篇文章《我的小
笑话》，并写了《编者小语》，同时邀请他
的老朋友丁聪配图，他在“编者小语”
中，希望“透过这些短小而有趣的文字，
小朋友可以真切地感受这些‘大朋友’
对童年的眷念，对生活的热爱”。

范用的14封信
朱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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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提示

戏曲是艺术，
更是一种文化。
没有哪个曲种不
是在某一地方文

化的哺育、滋养中形成与发
展的。《秧歌戏与乡村女性》
一书，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
河北地方小戏种——定州秧
歌，探讨底层女性在乡村小
戏的戏文和观演生态中如何
被书写这一话题，反映了时
代变革中戏曲的兴衰与乡村
女性的成长历程。从这些层
层递进的阐述中，我们可以
发现，秧歌戏与乡村女性文
化、社会关系的丝丝联系，乡
村女性通过她们所簇拥的秧
歌舞台，去了解世界、认识社
会，在与秧歌的互动中，她们
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心灵的抚
慰，还有情感的唤醒。

常听人讲“文如其人”，鲁迅
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论家由其文
谈到其人，往往限于立场、方法、
观点、思想、精神、境界，其实除此
之外还有别的，譬如性格、乐趣，
虽或不及前列各项重要，但亦不
应忽略不计，对于鲁迅尤其如此，
因为字里行间这些实在太鲜明
了。苏轼《答张文潜书》云：“子由
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
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
如其为人。”鲁迅的一部分“为人”
主要通过“其文”表现出来，且并
非“深不愿人知之”，而是恰恰相
反。在论家的描述中，鲁迅文章
中所体现的他的性格常常被立
场、方法等所掩；至于乐趣所在，
则似乎刻意回避，好像强调这个
就破坏了境界，乃至颠覆了形象，
这未免近乎矫饰，因为鲁迅最讨
厌“正人君子”，他才不稀罕那一
路境界与形象呢。

有关鲁迅其人最准确的刻
画，莫过于他的《自嘲》一诗的颈
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分别说到两个极端，而
他正是一个敢恨又敢爱的人。对
下句最恰切的解释，是他的另一
首诗《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

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
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上句
则概括了大大小小那些“笔战”。
还可引用两位相当了解他的人的
回忆，一是最后给他治病的医生
须藤五百三的记录：“他常说道：

‘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
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是
《知堂回想录》中所转述的他的
话：“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
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
杀。”我曾说，鲁迅的确是一个充
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
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
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
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
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
讲到他我还常想到埃科著《傅科
摆》中 的 描 写 ：“‘Ma gavta la
nata。’对不懂这种皮埃蒙特表述
的人，有时他会解释说，‘就是拔
掉塞子。是针对狂妄自大的人
说的。可以设想，这种人是在屁
股里插着塞子的压力下以一种
不正常的姿态支撑着，如果拔掉
塞子，就嘶嘶地泄了气，他也就
返回到人的正常处境中了。’”鲁
迅一向做的事情，正是给某些人

“拔掉塞子”。关于鲁迅爱的一
面，我已写过不止一篇文章；现在
就来谈谈另外那一面，而这很能
体现他的性格与乐趣。

且举几个例子。其一，叶灵
凤在 1929 年 11 月《现代小说》第
三卷第二期发表小说《穷愁的自
传》，主人公魏日青说：“照着老
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
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
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
1931 年 7 月 20 日在社会科学研
究会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

有云：“……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
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
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

《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
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
家屁股后面了。”及至《中华日报》
的副刊《戏》于1934年8月19日创
刊，开始连载袁梅（即袁牧之）所
编“大众语的实验剧本”《阿 Q 正
传》，11月4日第十二期登出叶灵
凤画的插图，并有题词：“如果生
在今天，阿 Q 决不会是这种模
样。”鲁迅11月14日作《答〈戏〉周
刊编者信》（载于 11 月 25 日第十
五期），顺手写道：“叶先生还画了
一幅阿 Q 像，好像我那一本《呐
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
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
一本新的了。”

其二，鲁迅著小说集《呐喊》
出版后，成仿吾在1924年3月《创
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
喊〉的评论》，“他以‘庸俗’的罪
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
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
好的地方。”待到1930年1月《呐
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即将
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
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
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
编〉序言》）。

其三，鲁迅有几本杂文集的
名字，是从别人的攻击或曲解的
话里化出来的，算是某种回应，其
意与前一条正相仿佛，如《三闲
集》得自成仿吾作《完成我们的文
学革命》：“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
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
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
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
个闲暇。”《南腔北调集》得自美子
作《作家素描·（八）鲁迅》：“鲁迅

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
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
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二
心集》和《花边文学》分别得自署
名男儿作《文坛上的贰臣传——
一、鲁迅》和林默（即廖沫沙）作

《论“花边文学”》。
其四，鲁迅所作杂文投诸报

刊，虽然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还
是不免遭到“检查老爷”的删削，
乃至撤下。鲁迅编《准风月谈》
时，“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
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
目”，并明言“以存中国文网史上
极有价值的故实”（《〈准风月谈〉
前记》）。以后编《花边文学》《且
介亭杂文》也是如此办法。末一
本更在文章被撤下时字句旁所留
标记处“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
子”（《〈且介亭杂文〉附记》）。

翻阅《鲁迅全集》，类似这样
的例子比比皆是。褒之者称为战
斗精神的体现，贬之者则曰睚眦
必报，刻薄恶毒。在我看来，体
现战斗精神，不同的人也有不同
的方式；睚眦必报、刻薄恶毒体
现于文章，非但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非常难得。古往今来，大约
只有《韩非子》可以相比。盖刻
薄恶毒也有高下之分，甚至天壤
之别，鲁迅下笔真能达到鬼斧神
工，自有一种无人能敌的大智慧
存焉。鲁迅去世已经 80多年了，
现在读他的作品，仍然觉得此中
有人，呼之欲出。我真心喜欢这
样一位性格倔强，其乐无穷的不
世出的作家。

或者要说，鲁迅讲过：“最高
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
转过去。”（《半夏小集》）自己却不
能做到。我想他的意思无非是
说，要轻蔑就真轻蔑，要在乎就真

在乎，不要装着轻蔑，实际在乎。
鲁迅自己则多在乎而少“最高的
轻蔑”，但从来不装，尤其不虚张
声势。他有打击对手的力量，他
也很喜欢使用这力量，形容起来
就是“操刀必割”“寸铁杀人”。

鲁迅塑造过一个人物很像他
自己，就是《铸剑》中自称“宴之敖
者”的黑衣人，他还用过“敖者”

“晏之敖者”“晏敖”和“敖”做笔
名。黑衣人与阿 Q 适成一对“有
意味的对比”，阿 Q 的“精神胜利
法”是毫无原则的，黑衣人则是个
过度有原则的人——或许在鲁迅
看来，假如不是这样，就不能算有
原则了。所以他安排黑衣人在已
经替眉间尺杀死楚王之后，还要
割下自己的头，在汤鼎中帮助眉
间尺的头去咬楚王的头，真是将
复仇写到了极限之外。也许每位
作家都有一篇可以视为“核心作
品”的，借此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
话，在鲁迅应该就是《铸剑》。该篇
完成于1927年，此前6年，他翻译了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
惠略夫》，称之为“一部‘愤激’的书”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黑
衣人身上，显然有那里的主人公绥
惠略夫的影子。鲁迅评价后者，一
方面说，“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
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
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
其有”；一方面又说，“但中国向来有
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
坏的，便常常受破坏”。（《记谈话》）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以“中间
物”自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
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
本”，后来论家就这意思不知发了多
少议论，说来绥惠略夫、黑衣人，还
有这里谈到的鲁迅的性格与乐趣，
无非都是“中间物”而已。

文如其人说鲁迅
止 庵

世故“小戏”

与江南乡村不同，华北地区
有着适宜秧歌戏生长的土壤，这
里族聚规模小，单姓村也少，土地
又旱涝保收。这种经济社会环境
与相对分散的族聚规模，有着适
宜秧歌戏生长的土壤。

定州秧歌起源于河北定州黑
龙泉附近几村流行的民间小曲。
尽管在戏剧化的道路和题材内容
形成上，定州秧歌吸收了其他大
戏的影响，但它的审美风格和受
众群体与大戏又有所不同，特别
是对于贫苦而又没有受教育机会
的乡村女性而言，本乡本土的喜
好则更可亲近。

正是这样的需求，乡村女性和
她们的苦乐悲欢，就直接或间接地
被推到了定州秧歌舞台的中央。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琐
事，是定州秧歌的剧目题材。秧
歌戏里的家长里短是能吸引女性
观众的一大“卖点”。《双锁柜》中
面涂雄鸡、鸡花旦应丁的跳神二
姨，《老少换》中的老梅氏，以及

《刘玉兰上庙》中的“大片脚”邻居
王嫂子，这些村人口中调笑的“母
夜叉”，她们发挥乡村女性意见领
袖的作用，她们深谙世故、精于算
计，深刻洞察乡村的人情肌理，因
而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女性能掌握
的权力资源去主持公道。

乾坤转圜

秧歌小戏更多的剧目属于

生、旦、丑为主的“二小”“三小”
戏。虽然女性的角色不可或缺，
可与其他戏曲一样，早期的定州
秧歌组织由男性管理，演员也全
部为男性农民子弟。

其实，就秧歌漫长的发展史
而言，作为田间劳作时期的秧歌，
出乎农夫农妇之口，并无性别歧
视，但在其伎乐歌舞化后，情形就
不一样了，且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男
性秧歌旦艺人。“拆了房卖了砖，也
要看看宋文川”，有“秧歌梅兰芳”之
称的男性演员宋文川在新中国成
立后仍有段时间活跃在秧歌舞台。

《定州秧歌传承表》表明，从
可考据的清末第一代传人杜增林
算起，新中国成立前仅在第三代
传人出现过两位女性演员，而她
们还是“夫妻档”。

毫无疑问，20 世纪 50 年代，
是秧歌戏女性演员“翻身”的关键
节点。妇女地位和社会参与度的
空前提高，剧团中有了女性职业
演员，但由于观念和生活压力，女
性演员实现在人数和地位上的逆
转，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妇
女、老人为主的观演群体顶起了秧
歌的半边天，甚至在秧歌舞台上出
现了“乾旦”到“坤生”的反转。

在今天的一个定州秧歌民间
剧团，团中三四十名演员，男性仅
有一名。

情感突围

在现实的围困下，定州乡村
女性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
朴实、平庸，一生在家长里短的琐

碎中过日子。可在定州秧歌中，
女性的婚姻观念里，大胆地把颜
值作为首要追求，表达了定州乡
村女性追求爱情的超前意识。

周扬曾说：“恋爱是旧的秧歌
最普遍的主题。”定州秧歌反映了
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一种女性表
达，在秧歌里女性理想的男性不
再是忠厚老实，而是“年貌相当、
风流见过世面”。所谓“貌”，即男
性样貌要“清秀”；所谓“见过世
面”，即看他是否“会说话”。

《双锁柜》中的璞姐不满父母
另许他人，就是因为父母选择的
蒋武举比她大 20 多岁。在秧歌
戏呈现的择偶观中，“年貌相当”
已经突破了“门当户对”的传统婚
姻观念。《借女吊孝》中富家王家
借来出身贫苦而样貌俊俏的凤英
顶替自己的丑女儿前往亲家张家
吊孝，而凤英见到男方样貌之后
竟将错就错，进了洞房。王家张
家虽然门当户对，但也抵不过“年
貌相当”。可秧歌戏虽然打破了

“门当户对”的观念，却仍然无法
摒弃对富贵的攀附和功利思想，
如《小花园》中的王二姐、《武家
坡》中的王宝钏嫁到了富家张家，
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有局限的。

从定州秧歌剧目的婚姻题材
中，我们可以窥见时代变迁中乡村
女性思想的嬗变。观戏与唱戏中，
不只有她们对现实苦闷的排遣，还
有她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

现实描摹

在戏曲生态与民俗土壤分离

日益严重的当下，从某种角度来
说，定州秧歌承载的是“消逝的乡
村”。因而始终以“讲述老百姓自
己的故事”为主旨的定州秧歌给
予人们更多的期待。

定州秧歌多反映乡村女性文
化与社会关系，曾是20世纪某个
时期定州“一般人最嗜好、最普通
的消遣，尤其是妇女不易多得的
一种娱乐”。直到今天，定州秧歌
还有着“拴老婆桩”的外号。

之所以受到底层乡村女性
的喜爱，在于定州秧歌把定州农
民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真相鲜活
地表现出来。戏里都是当地乡
村的生活日常：最常见的家庭人
口规模在二至五人，有许多夫妻
生活和日常相处场景的细致描
摹；由于多表现的是小民生活，
所以戏里展示的婚姻制度多是
一夫一妻；定州秧歌也不吝笔墨
地描写主人公们的穿戴、饮食，
关于饮食的那些“套语”更贴近
生活，大量出现了麻糖、细饼子、
油茶、豆腐脑等日常饮食。尤其
是代际冲突与情理困惑在定州
秧歌里的各种呈现，更是让这些
文化低、眼界窄的乡村女性有了
参考与模仿的对象。

天然的乡土基因，让定州秧
歌伴随着这里的女性从孩童时
光到成家后的柴米油盐，再到儿
孙们的出生与成长，时时刻刻都
在疏解她们的悲伤、充盈她们的
喜悦。这些表现现实、充实现实
的民俗元素，还给我们“回不去
的乡村”提供了更具内涵的现实
传承。

秧歌戏与乡村女性的情感唤醒
曲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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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钻石，从原产地到一个女孩的无名指上，
可能经历了非洲的血腥内战，欧洲市场的交易漂
白，印度悲惨童工的打磨，而一克拉的价格也由发
现时的200美元飙升到了2万美元。

“海枯石烂心不变”这誓言的现代商业版是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恋人们寄望于用一
块昂贵的石头来代表自己的忠贞——钻石成了每
个女孩在婚礼上最渴望的礼物。

把浪漫的爱情与一块坚硬昂贵的石头联系起
来，打造了一个全球年交易额近千亿美元的巨大
市场。《欲望之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在钻石璀璨
的光芒背后，交织着谎言、欲望、掠夺和血腥战争
的肮脏故事。

事实上，钻石成为永恒爱情的信物，是近代钻
石商戴比尔斯通过数十年的广告宣传营造的虚假

“古老传统”。而钻石这一“稀有”品质神话，也早
就因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地发现丰富的矿
藏资源被打破。全球最大的钻石供应商戴比尔
斯，凭借垄断操纵着钻石的价格，也操纵着人们虚
荣的欲望。

我们疯狂购买钻石，并不是因为钻石有任何
实际用途，而是因为醉心于钻石营销的故事——

“钻石是可以超越时间的财富与爱情”。

与钻石相比，同样来自远古的石头——煤块，
显得丑陋而廉价。而事实上，正是这些黑石头造
就了现代工业社会。

《煤的故事》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远古化石改变
今日世界的复杂故事。煤取代了木材作为燃料，
提供了更高热量、更可持续的燃烧，让现代蒸汽机
车奔向全世界成为可能。正是有了煤的熊熊燃
烧，才改变了冶炼技术、动力系统，产生了大规模
的工厂，诞生了煤铁复合型城市。工业文明因远
古的化石而降临，推动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

煤让经济飞速发展，也产生了令人发指的剥
削和污染。欧洲第一代工人，需要用血肉之躯不
知疲倦地赶上机器的运行速度，并且深入矿井用
生命去挖掘能源之石——煤。

曼彻斯特一个棉纱厂厂主的儿子在目睹了工
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后，成了革命者。这个棉纱厂
厂主的儿子叫恩格斯，他的朋友叫马克思。

煤，烧掉了一个旧世界。

蚌病成珠。有史料记载的珍珠饰品已经有
4300 多年的历史。本书再现了不同时期有女性
佩戴珍珠饰品的绘画与摄影作品，让我们看到了
无论高高在上的诸神，还是权倾朝野的女王，知名
的宫廷妖女，或是端庄的上流名媛，先锋女性，又
或者好莱坞明星——不同时代的女性，都不动声
色地用珍珠装点自己，也宣示着自己的尊贵、财富
和品位。

这本书不是一次简单的珠宝展示。无论是绘
画还是摄影，全部是世界各大美术馆的肖像画珍
品，名家名作。每一幅作品所涉及的女性在历史
上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并非庸脂俗粉。她们有
的安逸富贵美好圆融一生；有的却命运多舛，前半
生奢华无敌，后半生不得善终；有的经历了无数痛
苦，却创造了自己的传奇。《女人与珍珠》里的女性
如同珍珠一般，光彩夺目，即使有痛苦，依旧会努
力包容隐忍；即使脆弱，依旧会竭尽全力装点这个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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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重要的石头
永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