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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智慧的艺术人生

石狮荣膺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

体育先进市等桂冠。目前有各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6项，有国家

级端午闽台对渡等民俗类代表性项

目，有灯谜、南音、高甲戏、布袋戏、笼

吹、什音、踢球舞等文艺类代表性项

目，有石狮狮阵、矮子摔跤、五祖拳、梅

花拳等传统体育类代表性项目，有独

具地方特色的甜粿、菜脯、面线等传统

手工技艺代表性项目。

石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

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它们融

入石狮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其中南

音、灯谜是石狮的艺术品牌，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说明石狮人不仅是风口

浪尖的“弄潮儿”，也是民间“文艺家”。

南音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它连接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两端。嘉峪关所在地是甘肃省西

部的河西走廊最西一处隘口，是古代

“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嘉峪关魏

晋墓室砖画横抱琵琶的姿势、十目九

节的洞箫形制，仍然在南音中保留下

来。随着闽南人的海上贸易和移民，

南音在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扎根下

来。菲律宾长和郎君社、国风郎君

社、南乐崇德社等南音社团，有石狮

的侨胞乐师。南音成为台港澳同胞、

海外侨胞、闽南本土人的“思亲曲”。

目前石狮有30多个南音社团组织，出

现了国家级传承人吴彦造等一大批

南音名人，石狮开展了十届南音社团

大会唱、十届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演奏

比赛，南音成为石狮人不可或缺的精

神食粮。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快

速进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心

情也越来越浮躁焦虑。石狮人陶醉于

意境古朴典雅、旋律优美流畅、节奏徐

缓舒展、情绪和谐安详的南音之中，从

而洗涤世俗埃尘，远离世俗

喧嚣，使身心得到休息安宁。

石狮以灯谜历史悠久、传

承有序而闻名海内外。清代，石

狮人林桂丹将灯谜带到台湾。近

代，王礼贤在菲律宾成立“锦江诗迷

社”，互通“谜”信，阅信揭谜等是石狮

灯谜的重要特色。石狮人在节庆、迎

亲、结婚、生子、寿庆、升学、乔迁、同

学聚会、迎接朋友等场合，都举行猜

谜活动。猜谜成了石狮人的生活习

俗。石狮市举办五届石狮中华灯谜

会、十六届石狮侨乡谜会等各种大型

灯谜会，以及形式多样的巾帼灯谜

会、家庭灯谜会、思想道德灯谜会

等。灯谜体现了一个地方人群的幽

默机智的文化性格，也表达了一个地

方的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是石狮一

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2011年，石狮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灯

谜）艺术之乡”。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

继承才能创新。我们盘点历史、关注

现在，目的是看看我们丢了什么好东

西。人不是经济动物，而是全面发展

的人。石狮，正朝着富有繁荣祥和文

明的以人为本的方向平稳前进。

（作者系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原副
院长、研究员）

石狮精神
——《石狮文化遗产图典》的文化精神阐释（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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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讨厌那种粘粘乎乎婆婆

妈妈的人，然而，读王祥夫的短篇小

说，他的絮絮叨叨、鸡零狗碎、庸常平

淡却能吸引并深深地打动了我，叫我

感叹文学语言的精妙神奇。今年初，

听说王祥夫将来参加“2015晋江市正

月笔会”，我觉得是个难得的送上门的

好机会，应该好好认识认识这位“中国

短篇三大高手”。

（一）

王祥夫是提前一天到达晋江的。

报到之后，我拉上许谋清敲开了他下

榻的621房间。

中等身材，略胖，穿浅色亚麻汉装

上衣，戴黑边眼镜。站在眼前的王祥

夫是活脱脱的一个“生活在新时期的

旧文人”。

我和谋清相互作了介绍。谋清与

祥夫有许多相同之处：小说家、文学编

辑、业余画家、挂职作家，还有相交集

的文友圈，交谈起来话题自然就多，是

一见如故。

同是为人作嫁，谋清提起当年面

对“请许谋清修改到发表的水平”的批

示，还是一脸的苦笑和无奈。当主编

的祥夫就简捷明快多了：修改是作者

的事，达不到要求就拉倒。

谈作画。谋清在美术出版社工作

8年，耳濡目染，无师自通。祥夫则是

幼年拜师，功底扎实，尤擅山水和工笔

草虫花鸟画。为让我见识他的笔墨功

夫，通过微信，他让一群可爱的小生灵

转瞬就飞到我的手机视频上。

再聊文坛动态。他俩谈了几位作

家，我接话称祥夫是“文学奖专业户”，

他笑道，得奖的不一定是作家最好的，

作品最后的评价都要交给时间。又说

到文学评论，我提到一位知名的评论

家，引发了祥夫的谈兴。他认真地对

我说，你很喜欢他吧？是的，他的文章

写得很漂亮，很有文采，很有才气，但

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特别有力

度的东西。人家说他给这个作家写的

评论放在另一个作家身上也是可以

的，这玩笑就开大了，别人不会把他当

回事。我知道祥夫还曾批评评论家不

愿在文本的穿透方面再下功夫。他任

过党校写作课程教员，有自己的文学

批评观。

初次见面，祥夫给我留下的第一

印象是：率真、坦诚。

（二）

参观许谋清以“赤岸”为题的个人

画展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半小时。

祥夫兴致勃勃，边看边对着我评

点其短长。看完之后他说，谋清的画

里有笔墨在。好的画分三个档次：能

品、妙品、神品。谋清的画整体上达到

能品，还没有档次特别好的作品。作

家能达到能品就相当不错，很多人都

还达不到这一档次。

走出展厅，谋清匆匆赶来，他忙解

释迟到原因。祥夫把刚才的评点意见

再向谋清说了一遍。先指出不足：落

款的印章不讲究，画的面太广，种类较

多，还是专些好。接着便是夸奖：马画

得相当漂亮，层次丰富，有线条面和动

感，想起了塞尚的《下楼梯的女人》，从

上到下那种走路的感觉。作协的XX

也画马，但不如你。山水画，从那勾树

枝一看就知道是行家里手。

祥夫接着说，我们准备在北京搞

个联展，我画草虫，谋清你画马，还有

陈平画山水，再找来几个。

谋清说，我可以再拉李胜中、南京

的蒋悦一起来。

我故意问，你们开始要不务正业

了？

祥夫说，艺术是共通的，画画对小

说的画面感绝对有好处。

（三）

在《比邻》里，祥夫对城镇化中“像

是发了疯”的大拆迁曾表达了“愤怒的

失望”。当他参观晋江的五店市传统

街区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他认为，五店市保持着传统的布

局和风貌，红砖白石的古民居很有特

色，也很喜庆，反映了闽南人的审美

爱好。在南音演唱厅，女孩子清雅婉

转、如泣如诉的唱腔吸引了他，他找

了座位坐下来静心地听。一会儿拿

出手机，打开录音键，对我说，我要把

它录下，创作的时候放上一段，那种

感觉就出来了。他不喜欢交响乐，认

为交响乐让他有一种裹挟感，失去了

主动性。

在车上，祥夫说，泉州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太厉害了，应该编一本

《海上交通史》。有一本书，叫《金泥玉

屑集》，可以参考。这本书下了很大功

夫，记录了与日本、韩国、朝鲜人员货

物往来的情况，做学问极其严谨，譬如

珍珠多少钱，一匹马多少钱，藏红花多

少钱，买一个奴仆多少钱，沉香在唐朝

贵到怎样的程度等等，把二十四史里

相关的资料都摘录了下来，不是凭空

的想象。

邻座的粘良图听了回应道，早些

年泉州市开过几次会议，也出了几本

论文汇编。

祥夫说，要着眼于史，写出纵向的

发展、横向的比较。应该成立一个机

构，泉州海上交通专门研究机构，民间

的也行。还有另一本书也可参考，作

者叫圆仁，写日本人到中国长安东渡

求法的。后来我从祥夫的《石狮小记》

一文中读到了以下文字：

“曾经读过一本日本人入唐求学

僧人圆仁所著的《入唐求学记》，像是

这样的书名（经查应是《入唐求法巡礼

行记》——笔者注），薄薄的一本……

此书讲述当年日本僧人从福建沿海登

陆来大唐求学的事，十分有趣的是日

本来唐求学者大多带倭刀，多者囊中

可带几十把，一是可以送大唐友人，二

是用来打通一路的关节，当时倭刀之

出名亦可见一斑。书中也对东渡之时

海上风浪大作之艰难多有记述。”

这篇文章里还说，有明一代，他喜

欢的书家有两位，都不在明四家之

列。一位是张瑞图，一位是黄道周。

他建议晋江大可以建一个张瑞图书法

艺术馆。“政治是短暂的，而艺术是天

长地久。”

（四）

你认识舒婷吗？祥夫问我。

认识。舒婷应算泉州人。1998

年我编《作家笔下的泉州》时向她约

稿，她送来《籍贯在泉州》一文。

祥夫说，舒婷是蔡其矫发现的。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会后，我见到蔡

其娇，请他题词，手上正好有一本舒婷

的《双桅船》，他就在上面写道：舒婷

是个善良可爱的人。我们参加的笔

会，有舒婷在，大家就没事了。她有

诗人的号召力。需要节目，就由舒老

太太承担，她就朗诵诗，朗诵自己写

的诗，像《致橡树》。还有一次到云南

采风，路上一只蝴蝶缠着我，飞去了

又落下，怎么赶都不走，我感到烦，就

请舒婷照顾一下，把它移到她的背包

上。会开完了舒婷给我打来电话，

问，你可知道蝴蝶为什么找你吗？我

说，按民间的说法，可能是和我前世

有缘吧。她说，不是的，它在我背包

上排了卵，晶莹的一片，它是急不可

待的！说完哈哈大笑。舒婷就是有

诗人的真性情。

接着祥夫以羡慕的口吻说，鼓浪

屿有古钢琴博物馆，舒婷生活在鼓浪

屿，过着很神闲的日子，通岛的大桥

没有修最好，岛上没有车，空气好，中

国再找不到这样好的地方。厦门旅

游地图原先标上舒婷的家，文学青年

多去参观，她提意见，新版出来才删

去。舒婷处在转折点上，她的诗是划

时代的，当代诗歌史，她要占很重要

的一章。

我说，上世纪80年代末，舒婷就

不写诗，转向散文。她的散文以风趣

幽默见长。和舒婷说话，常要受到她

善意的挖苦。

舒婷很会“打太极拳”，很有智

慧，她能把别人的调侃很巧妙婉转地

挡了回去。你的子弹射过去，她让它

七拐八拐，又返回来把你击中了。祥

夫边说边笑。几年前，我们一些作家

的书画联展先到台北，后到厦门巡

展，舒婷去看了，和画家照了相，我请

她多加指点，她说，我说好话也是白

说，你也不会把画送给我。舒婷性格

好，很可爱。

我说，舒婷曾调侃石狮人，说他们

对建市很有意见，因为单是“石狮”两

字的发音就够折磨的，现在还要再加

一个“市”。

祥夫听了笑歪了脖：我能够看出

来，她说这话时那一脸的坏笑。

（五）

祥夫向我谈起他的读书生活。

小时候，我家所处的大院里有很

多官，有个管图书馆的，姓石，和我关

系很好，我喜欢的书都可以借来看。

我先看美术类，再读小说。经过5、6

年的时间，馆里的书几乎被我翻了个

遍，有时管理员找不到的书我都知道

放在哪，可以说这就是我一个人的图

书馆。那时候没有电视可看，到十一

二岁，文学史、四大名著、莎士比亚戏

剧、鲁迅全集等等我都读了。这可以

说是我不幸中的万幸。但我理论不

行，后来调到党校补了一下，条理就比

较清楚。

在中国作家中你最喜欢谁？我问。

汪曾祺，他的小说与中国古典文

学气脉相连。孙犁，他们的小说都有

散文化的倾向，叙事极其从容散淡而

多用白描。鲁迅是大师，他的《祝福》，

一个短篇写出一个人坎坷悲惨的一

生，了不起。《狂人日记》和郭沫若的

《女神》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沈从文写

得最好的是《湘西三记》，林语堂的《京

华烟云》是最中国气派的长篇小说。

外国作家呢？我再问。

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屠格

涅夫、海明威、福克纳、卡佛、莫里哀。

对日本文学我特别关注，读得较多的

是夏日漱石、太宰治、三岛由纪夫等。

日本的散文很好。普希金的《上尉的

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都是

诗人写的小说，有一种很滋润的东

西。还有印度的泰戈尔。《尤利西斯》

我读不来。我不喜欢高尔基、小林多

喜二，托尔斯泰评价高尔基是勤奋但

没有才气。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

卡列尼娜》达到宗教的高度，劝人向

善，把身上恶的东西都去掉。《战争与

和平》我没读完过，虽然我总是努力说

服自己要好好读才对得起托尔斯泰。

每当有人问托尔斯泰，哪部著作最满

意，他就回答《战争与和平》，这正如父

母最疼爱的是最弱的孩子。齐白石也

自我评价“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

第四”。今后别人问我，我也会回答

“散文第一，诗第二，绘画第三，小说第

四”。

（六）

山西发生塌方式的腐败，作为山

西省作协副主席，祥夫一定听到了不

少故事。

你写官场小说吗？

不写。祥夫回答得干脆，官场小

说不好写。

是容易落入套路吗？我追问。

不是，是有麻烦，人家要对号入

座。我有个朋友找了小三，一天在家

偷情，心情太激动，钥匙插在门上都没

拔下，老婆刚好提前回家，进门就逮了

个正着。我把这情节写入长篇小说，

那朋友找到我说，好啊，你把我写到小

说里去了。我的朋友熟人多，你一写，

别人一看就明白是谁。

我喜欢杨少衡和你王祥夫的小

说，少衡写官场，大事件，大人物；你关

注底层，写凡人小事。

福建应该给他发一个写作模范，

他产量高，身体好，作品有分量，沉甸

甸的。祥夫也欣赏少衡的小说。

你很善于写细节，故事很有生活

质感。我说。

细节是小说最好的支撑物，细节

不能虚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

生活。真金白银一放光泽与镀金的就

是不一样。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写

三仙姑装神弄鬼，女儿在做捞饭，忘事

了，她趁金旺他爹去小便，低声对女儿

说，快去捞饭，米烂了。这细节写得多

精彩。

西方流行一种非小说化的小说，

主张非虚构，作家把本人的生活直接

当材料，对这你怎么看？我像记者一

样向他提问。

作家如果要写嫖娼、贪污，也要先

亲身经历吗？他机智地反问。

你的小说也“涉黄”，比如，在《堵

车》里，你写一对大学生情侣到庄稼地

里小解，一个半小时还没回来。在《看

戏》里，也写了丁儿香和大来猫的幽

会。

哇，你看我的小说还真细。作家

有时需要挑逗一下读者。是呀，我写

丁儿香和大来猫在大棚里，架上的西

瓜在他俩带动下，颤了起来晃了起来，

越动越激烈。哈哈。

他笑得很开心。

（七）

笔会进入尾声，想与祥夫聊的话

题似乎还很多。

我发现你很喜欢用一个成语：川

流不息。你喝酒也是“川流不息”，你

认为喝酒能使人清醒。

我是讲波斯人爱喝葡萄酒，习惯

在酒醉的情况下讨论国家大事，形成

的决议放在大家面前，如果不同意就

继续喝，喝醉了再重新讨论。祥夫解

释道。这个故事，我在他的《葡萄酒的

妙用》里读到。

你现在手头正在写什么？和作家

相处，我总要问这个问题。

刚完成一个长篇，手上正在写三

个短篇。

三个短篇同时写吗？

像下盲棋，同时对付几个，哪个想

清楚了就先写哪个。我写小说的习惯

是想的时间长，想好之后大致就在一

天内完成它。我认为，中长篇小说看

生活，短篇小说看才情。

网上你出生时间是1958年，未到

龄怎么就退休了？我不解地问。

我12岁那年，父亲49岁去世，家

庭落入困境，父亲单位同事为让我能

得到补员，有一份固定收入，就把我的

年龄改为17岁，至今我仍感念当年的

这份情义。

现在可以再改过来嘛。

没必要，退了有一份清静。早先

我希望到图书馆当个馆长，但部长说，

不行，你是县团级，图书馆是科级。

祥夫平静地说，我的写作没有压

力，我不靠写稿生活，所以心态比较

放松。我一幅画就等于一年的稿

费。如果为生活写稿，写作的心理就

不稳定。最近我要出版一本诗集，是

得到一位特别好的朋友的支持，书名

未定，拟取《皇冠螺》或《七色的吉普

赛女郎》，主要写爱情。当年发表时

编辑要求把情爱的东西删去，我不同

意，要删宁肯不发。诗集出来后送你

一本，作家难得有真正读他作品的读

者。齐白石有一方闲章，刻四个字：

知己有恩。

他记下了我的住址。

走近作家王祥夫
●洪辉煌●●

这个题目有感于逛超市。超

市在中国的兴起，早在30年

前。“自选商场”——是人们当

时对它的称呼，也是中国超市的

雏形。

1983年1月3日，北京一家与众不

同的商场在海淀区开业。在这里购物

不用排队，不用通过售货员，顾客可以

亲手挑选商品。崭新的购物方式让顾

客趋之若鹜。现如今，生活在城市里

的人，有谁不进超市购物的？这成为

城市人必须的一种生存方式。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逛超市似乎

对女性吸引力更大一点。这就如同当

年她们逛商店一样，一个个目光炯炯

有神如虎。对我而言，非到家里山穷

水尽，冰箱空空如也，我是懒得进超市

的。因为一进超市我就眼晕——那货

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是看得让我六

神无主、不辨东西。

过去我要买一瓶酱油，商店货架

上至多两种酱油可供选择：一种便宜

的，一种偏贵的。我可以直奔主题，明

确告诉营业员我要买的酱油，非贱即

贵。如今超市货架上的酱油品种可谓

五花八门，品种繁多，看得我这种头脑

简单的人立刻头晕目眩，呆若木鸡，丧

失选择的权利。

首先，酱油说明书告诉你酱油分

酿制酱油、配制酱油和化学酱油三大

类，具体而言又分生抽和老抽两种。

生抽酱油颜色较浅，酱味较淡，咸味较

重，比较鲜美，多用于调味；老抽酱油

颜色较深，酱味较浓，鲜味较低，一般

用于给菜肴上色。可这些都是理论上

说的，生活中，面对超市的货架，无论

生抽还是老抽，品种可谓应有尽有、任

凭选择。譬如我买过“海天”名牌酱

油：“特级金标生抽”和“特级老抽豉

油”。这是以母亲的要求按图索骥而

来的，前者煮菜用，后者做红烧鱼、红

烧肉用。还有专为凉拌菜用的凉拌酱

油，更是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譬如：

山东“欣和”牌的“六月鲜”酱油；广东

“海天”牌的“凉拌酱油”；广东“富力”

牌的“味极鲜”酱油；福建“露一手”牌

的“凉拌菜”酱油；台湾“金兰”牌的“金

兰酱油”……

而这些酱油和同样品种繁多的调

味品都是为了满足生活越来越讲究的

当代人的。我觉得有矫枉过正之嫌。

其实，过多的选择，反而让人丧失了最

基本的选择权。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谁会记住以上那么多眼花缭乱的酱油

品种？到头来，仍然不过是最常用也

最常见的少数几种酱油能够进入家庭

主妇的法眼，包括像我这等对生活享

受一窍不通的做菜“三脚猫”的老花

眼。其余的，品种再多，仍摆脱不了人

们弃之如敝履的命运。

这与工作的选择是一个道理。30

年前，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毕业分

配，工作选择的余地极其稀少，可供比

较的岗位更是凤毛麟角。好处是，岗

位选择少虽少，却都是“铁饭碗”，旱涝

保收，风险系数小。不像今天，大学生

毕业生表面上看，可供选择的工作岗

位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可真正实用、

管用、可靠的单位却极其有限，风险系

数大——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公务员

考试，大学生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就好像以上的各种酱油一样，表面上

看，酱油的品种是大大增多了，可真正

可靠、实用的也就那么有限的几种。

其余的，品种再多，名称再好听，仍摆

脱不了人们弃之如敝履的命运。

这，也就是每回我进超市，必定要

询问导购员某某商品在哪个方位的原

因。不然，晕头转向、不辨东西的我最

终迷途在层层叠叠的货架之间，连出

口都找不到。

有
感
而
发

说选择
●施晓宇●●

先吃饭后浪漫
●陈鲁民●●

最近，河南省实验中学的顾老师

写信辞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短短十个字，很诗意、很潇洒、很

有文艺范儿，被网友们誉为“史上最浪

漫的辞职信”。

这位女老师的辞职信挂到网上

后，引起网友们极大兴趣，褒贬不一，

煞是热闹。赞成者认为，“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年轻就是折腾的本

钱，再不折腾就老了”，“人就应该这

样，为了诗意的生活，洒脱地做出选

择”。

反对者说，“再浪漫也要吃饭”，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网友

写了副对联：上联是“世界那么大，我

想去看看。”下联是“钱包那么小，哪

儿都去不了。”横批是“好好上班。”

浪漫是人生的盐，少了这个味道，

生活将会非常寡淡无趣；吃饭是活下

来的前提，一天不吃就饿得慌。最理

想的模式，当然是既有浪漫的生活，可

以恣意游山玩水，寄情琴棋书画；又无

须上班，不为衣食所忧，腰包鼓鼓，钞

票多多，有房有车。那你就得是富二

代、官二代、名二代，有爹可拼；或者买

彩票中了大奖，意外得到一笔遗产，要

不然就浪漫不起来，别说是周游世界，

就是把国内风景名胜看一遍，都难上

加难。

浪漫的前提，一是有闲，二是有

钱。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里
的小夫妻，生活贫寒，家无余粮，本想

在圣诞节浪漫一把，给对方一个惊

喜，但贫贱夫妻百事哀，最后却闹出

了令人垂泪的悲喜剧。易卜生的小

说《傀儡家庭》里，生活在富裕家庭的

娜拉，终日苦闷无聊，最后觉醒，毅然

离家出走。翻译成中文后，曾引起轰

动，国人纷纷赞誉娜拉的出走为浪漫

之极，鲁迅却不以为然，在《娜拉走后

怎样》一文中分析道，娜拉出走的命

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她

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须更富有，提

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

钱。”小说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也不

乏这样的例子。民国名媛陆小曼，是

著名交际花，为了维持她的浪漫生

活，徐志摩不得不疲于奔命，在多所

大学任职，还要写诗挣稿费。徐志摩

一死，断了经济来源，陆小曼吃饭要

紧，就再也浪漫不起来了。

浪漫人人都会，可无师自通，谁都

能轻松胜任，但挣钱吃饭却不一定人

人都玩得转，而且，浪漫不能代替吃

饭，吃饱肚子才能浪漫起来。浪漫与

吃饭固然都不可少，但次序万万不能

颠倒，解决了吃饭问题再说浪漫的事，

比较稳妥。

值得欣慰的是，先创业后享受，先

挣钱再浪漫，仍为时下绝大多数人的

理性选择。要不然，为何在激赏顾老

师的浪漫情怀后，并无人“见贤思齐”，

掀起一股辞职高潮，去“看世界”，这说

明大伙都很清醒，知道浪漫不能当饭

吃，兜里有钱才能去浪漫，还是“好好

上班”要紧。

姹紫嫣红（一品堂画展�福建云水古道写生基地画家作品展） 蒋亚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