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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历史与文化资源
需要悉心保护和收藏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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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近日，“共享妈妈”

应用平台在京正式上

线。据介绍，这一应用平

台重点关注儿童的美育

教育和母亲在德育美育

方面的经验分享和困惑

解答。使用者可以随时

随地登陆平台了解相关

信息，记录儿童的教育

信息，获得美育方面的

相关指导建议，提高自

己和孩子的审美水准。

为了增强互动性和吸引

力，该应用开发者采用

了丰富多彩的色彩及动

画设计，并邀请了多位

教育从业者加入其中，

希望为孩子和父母亲提

供及时而富有针对性的

建议。

““共享妈妈共享妈妈””关注美育教育关注美育教育

再忆北平——辟谷列维奇
油画作品展

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共

同主办的“再忆北平——辟谷列维奇油画作品展”

11月 17日在京开幕。此次展出的39幅画作，为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及修复的作品。这39幅北

京古迹古建写生作品已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保

存了70年左右，历经岁月洗礼，大部分画作已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损坏。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决定

对这批藏品展开全面的保护修复工作，在保存文物本

体的同时，发掘其珍贵的艺术价值及文献价值。

辟谷列维奇古建筑绘画写生作品堪称“有色

彩的老照片”。作品风格趋于写实，具有客观性，清

晰、直观、真实地记载着过往的历史。随着岁月的

沉积，这些作品所蕴藏着的历史文化信息越发弥

足珍贵。画作以真实的影像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此次展览，观众可从中

解读历史的变迁，从作品所呈现的历史瞬间中得到

艺术的享受。

12月2日，中国金融书协

第四届（国安社区杯）书法篆刻

展开幕，中国金融书法馆同时

开馆。唐双宁、覃志刚、杨树润、

陶跃进、王海光、余洁、王全新

等参加活动并向获奖者颁奖。

展览自3月启动以来，共收到

来稿1118件，中国金融书协共

评选出一等奖5个，二等奖10

个，三等奖 15个，入展奖 101

个，入展提名奖100个。其中，

雷白平、尹荣、陈昌雨、尚晓铭、

崔婧获一等奖，卢国耀、徐一

农、萧衍忠、蔡永兴、左从余、王

新江、宋咏、詹孟海、傅飞舟、臧

铁军获二等奖，王贵珠、顾守

山、王志军、朱虎、于志超、陈

刚、司马新义、余跃、郭宏、尹世

访、谭少辉、苏墨倩、张钰铭、赵

锦才、刘国荣获三等奖。

此次展览楷、行、草、隶、

篆、篆刻诸体皆备，条幅、对联、

中堂、斗方、多条屏等形式丰

富。本次展出作品均出自金融

一线干部员工之手，大家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潜心临帖，对话古人，

并将所思、所想、所爱、所敬、所歌通

过书法的形式展现出来，让中国的传

统文化在金融这片沃土上绽放出绚

丽的色彩。参加中国金融文联文艺协

会理事会议的书法家、美术家、摄影

家、作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七

个协会的理事、中国金融书协第四届

（国安社区杯）全国书法篆刻展获奖

单位和个人与国安第一城职工代表

370余人参加活动。

为纪念文学革命诞生

100周年，11月21日，由北京

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策划推出的“文白

之变：中国新文学诞生百年

纪念展”在北大红楼新文化

运动纪念馆开幕。

1915 年 9月，陈独秀在

上海创刊《新青年》，提出民

主、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传统

思想展开猛烈攻击，由此掀起

了新文化运动思想风暴。自

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

《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正

式发端。本次展览展出了北

京鲁迅博物馆馆藏特色文物

160余件套，从语言、文学、教

育等方面多角度展现文学革

命发生发展，尤其是白话新文

学构建的历史，揭示新文化运

动对后世的影响。遴选展品

突出展览主题，包括有陈独

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

迅、周作人等文学革命先锋人

物往来信件、白话手稿，新文

学作家们作品手稿、初期版

本、文学刊物等，以及一系列有

关新式标点符号、注音字母、简

化汉字、标准国语与国音等与

书写语言革命相关的文物，不

少文物、历史图片是首次与观

众见面，其中有许多对于研究

这段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展览将持续至 12月 24

日。

文白之变文白之变：：中国新文学诞生百年纪念展中国新文学诞生百年纪念展

城市的发展历史与文化积淀，除了在各种各

样的书籍中有记载和研究之外，最为直观和有说

服力的就是用博物馆的方式来展示，启发当下，教

育后人。因为其中所展示的哪怕是与之相关的零

碎，都曾经是具体的存在，都关联着历史与故事，

这就是与城市相关的博物馆所具有的特别的魅

力。世界上与城市相关的博物馆有很多，各式各

样，有大有小。纽约的移民公寓博物馆，记载的是

100多年前欧洲移民进入纽约的“血泪史”；巴黎

的下水道博物馆是现今还在使用的能够反映巴黎

市政建设的历史与规模的城市的内脏；悉尼的动

力博物馆则是这座城市历史发展中的动力所在，

关系到过往中从人力到机械、电力的各种动力；利

兹的工业博物馆却是完整呈现当年世界最大的毛

纺织厂的盛世；约克的国家铁路博物馆所展现的

是曾经作为铁路重镇的英国铁路发展的辉煌。

一座城市应该有一座能够展现自己发展历史

的博物馆；没有这样的博物馆，城市会很苍白。或

许它的历史很辉煌，可是，后人看不见，缺少实证，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传说。以物证史是活生生的。

然而，建一座这样的博物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首先是要有对这座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尊重，

不管它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作为历史或历史遗

存都与城市以及公众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在城

市中，具有各种历史意义的建筑和公共设施，能够

勾连起记忆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地标和物件，包括

那些日常所用，都是城市中重要的文化遗产。遗憾

的是，人们往往不太关注这些普通的、过时的、废弃

的东西。而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群中，对其认

识也是各不相同，这就关系到它们不同的命运。如

果能够看到它们的价值，那么，它们就会得到好好

的保护，就会进入到收藏的系列，就会在博物馆中

享受到特殊的礼遇。如果认识不到，那它就会被

拆，就会成为废物、垃圾和灰烬。这是一种天上地

下的泾渭分明。在现代化

的发展中，社会发展今非

昔比，人事两非，人们很快

就会忘记曾经的生活，因

为这些生活的远处已经成

为历史，而曾经的生活作

为人们自己所经历的历

史，正是一个发展过程中需要记住的，否则，一切都

会成为无源之水。

英国约克市的人口不到20万，但它在公元71

年时曾是罗马下不列颠（Britannia Inferior）的

首府，与罗马帝国及维京人有很深的渊源，其城市

的历史遗产带动了今天的观光业，这是除伦敦之

外游客最多的英格兰城市，每年多达200万。尽

管这里有传统的巧克力工业，也有著名约克大学，

可是，这里还有与这座城市相关的英国最大的国

家铁路博物馆（National Railway Museum），无

疑，它也是世界最大的；这里还有反映这座城市历

史发展和民俗的城堡博物馆。可以说，仅凭这两

家博物馆，世界上的很多大城市都难以与其比

肩。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它还有一个维京

人博物馆。

早在1825年，在英国就出现了用机动车牵引

列车在轨道上行驶的运输方式，从此之后，人类历

史上开始了交通革命。约克从1839年开始修建

第一条铁路，从而开启了这座城市的铁路时代。

因为约克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还一直是英格

兰东北铁路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因此，近代以来，

铁路与这座城市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代人

在列车车厢里欣赏两侧的过眼风光以及阴晴雨

雪，列车也在见证城市年复一年的变化，约克火车

站就像博物馆一样，以历史的厚度见证了铁路时

代的社会发展和当时在世界上的风光。今天，依

傍于铁路的国家铁路博物馆，不仅展示了世上最

大的蒸气动力机车、维多利亚皇后搭乘过的小轿

车、三等有轨电车，还展示了欧洲之星、日本的新

干线（遗憾，目前还没有中国的高铁）。那些巨大

的机车，以及古老的站台；那些展台上曾经运送货

物的各种手推车，还有电话亭等相关的各种配套

设备；从仿古的旧车站，到车站的站牌；从车上用

的煤油灯、火车票，到铁路制服、纽扣、手表、时钟、

地图、海报等；从各种工具到各种物件，应有尽有，

不仅表现了收藏的广度——无所不包，而且每一样

的数量之多都有无数的难以想象。以车站站牌来

说，不计其数，各地的、不同时代的，都在说明大不

列颠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对于很多公

众来说，这些站牌可能连接着自己的家乡，连接着

家族的故事，连接着自己的经历和乡愁。博物馆中

还有一个特别的维修车间，很大，应该还是当年的

模样，工人正在其中进行相关的维修工作。而那些

维修中的老火车头，在完工之后还会沿着铁路开到

另外的博物馆之中成为展品。这里的一切好像都

没有因为进入到博物馆而停止过以往的劳动，又让

人感觉是置于博物馆之外。设计者还在二楼设计

了专门的观景平台，站在户外平台所看到的就是

铁轨，远处就是今天还在使用的车站。因为博物

馆就在火车站的东面。

约克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巨大规模，反映了与

之相关的英国铁路产业的盛世，更是见证了铁路对

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由此想到1876年，英商在

上海修建的淞沪铁路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而在此之前，英国人曾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只

能供人玩赏的500米长的小铁路。如今，北京前门

东侧是由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改建而成

的中国铁道博物馆，虽然规模不能与英国国家铁路

博物馆相比，但也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

以铁路博物馆来论国家和城市的发展，无

疑，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所展现的国家辉煌以及

城市的骄傲，是无与伦比的；而中国的历史窘境

也在铁道博物馆中反映出来。国家实力通过博物

馆来呈现，正好像我们今天看秦汉文明一样。看

看那秦兵马俑的阵势，就知道当时的国家实力，所

以，博物馆很重要。无疑，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的

收藏是难以想象的，一点一滴汇成大海，其中巨大

的工作量和所包含的时间长度，则提醒人们注意

这是一个重视博物馆的国家，因为世界上第一座

博物馆和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都诞生在英

国。城市历史与文化遗产对很多城市来说都是失

之交臂，当看到这些工业遗产的当代利用，我们也

在后悔当初。

再看看离约克只有一站地的利兹，一个以有

100多年历史的毛纺织厂改造的工业博物馆，也成

为这座城市的骄傲。而类似这样的工厂以及比其

规模大得多的同类型工厂，过去中国有很多，它们

都见证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它们也曾经是城市的

骄傲。可是，像北京798这样的厂区，今天只是保

留了大致的规模，过去是干什么的，无从了解。产

业园区和博物馆是有巨大差异的。其差异表现在

各个方面，核心是要商业还是要文化的选择。

关注关注

一

在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热潮中，为迎接新时代西部地区的发

展，繁荣西部大漠文化，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举办高平、高山父子诗书画展，为西部地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高歌，我衷心祝愿展览取得

圆满成功。

二

高平是我的老朋友。他生于1932年，我出

生在1933年，既是同龄，又基本同史，他在第一

野战军当文化兵，我在晋察冀野战军当战斗兵。

一条战线，两个战场。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终

于又走在了一条战线，一个战场，一同为文学事

业繁荣发展而共同努力。

五次作代会上高平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委会

委员。我们有机会在年度会上相见。2004年我

到甘肃调研，主要是解决作协体制问题、经费问

题，同时又发现老作家极端困难的住房问题，又

与甘肃省委当面商酌，并回京报告中央。那一

次，进一步认识了高平。同时在莫高窟参观，见

到第45窟一位秀美俏丽的菩萨被切断手臂的雕

像，颇为珍惜。未料在参观高平儿子高山画房

时，竟然又见到这幅雕像的临摹油彩画，格外秀

美，我称赞了作品并祝愿他成为绘画大家。回京

后不久，我收到了他送我的这幅画，格外喜欢，收

藏至今。

此次画展宣示了高山确已成为油画大家。

他的油画渗透着中国西部大漠豪迈的气势，融西

方油画的艺术手法，化为中国风格的油画结构，

似又可见中国水墨画的意像手法，独具一格。

三

高平是非常有成就的作家，他的诸多作品享

誉国内外。

我读高平作品，更喜欢他的诗，赞赏他诗中

的大漠气势，“康藏的大风”“江水的暴跳”“横断

的山脉”；同时也走进他诗中憨实情感，和他一道

为婆密英雄“扎一个花环”；我还读到他笔下将军

与战士一起滚一身泥巴，在艰险中修筑康藏公路

的英雄队伍，感到格外亲切；我还听

到他诗中老爷爷、老妈妈对女儿的

人性关怀，及其诗里所富有的丰富

的人生哲理。

四

父子诗画同廊，在我国诗画史

上十分鲜见。中国画与方块文字同

根同生，其根同在象形崖画转化为

象形文字之中，此后直到东晋，历经

七千余载，文字历经象形图画转化

为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玺文、简

文、幕文、小篆直至当今真草篆隶

楷。画从峭崖画、砖像画、石像画、

字与画以不同艺术形式两者分离

了，锦画、墓画、壁画（庙宇、壁堂、壁

画……）民间“画匠”与宫廷中贵族

“画师”，从画匠吴道子，到画师顾

恺之不同画派颇多，作品甚丰，但

据我所知，在中国绘画史上，多为

绘画者自为题款，作诗书字，也有

少数书画文友、名家互为题款者，似无父子诗画

合一者，高平、高山父子同画、同诗、同书三种

艺术形式合一者，似可称几千年文坛一大创新，

一大新成果。体现了书画一家的父子情韵，画

为天地，诗为魂魄。父子同步于道法自然之中，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日月之光华，山河之风姿，是天与地之客体，作

为人文的主观文采，构成天地之心灵，故老子说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我称高家父子同书同

诗画是灵魂之作，诗画父子情，体现了人文与

江河主客体之间的统一。请看下面几幅画与诗

的哲理对话：

（1）画：绿荫的树林，无际的湖水，围成一道

高墙，这是如梦的下午。

诗：人，为了摆脱世俗，正在承受孤独！树、

湖、墙呆然孤立，老人何不孤独！

（2）画：两匹野骆驼，形象有点干瘪。

诗：“你俩从西部的春天/跑到了褪毛的季

节/那还没有褪光的一撮/留下几分幽默。”

“你俩是自由的/不愿意披红挂绿/不为谁忍

受折磨”“身上任何部位/没有俗不可耐的装饰/

更没有被人牵引的绳索”

“你俩是幸福的/不理会人间烟火”

此诗道出了人生高尚的追求与处事哲理。

（3）画：一个幻境，是宇宙黑洞？黑洞下一个

男人远去了，一个女人陷入悲恸。

诗：“也许是人间的空洞/一个白日分手的

梦/巨大的通天的伤痛。”

天文学家发现，宇宙黑洞无限大，它扩展无

际的宇宙空间，但又发现黑洞有四方引力。人间

的“空洞”，难道失去了引力，造成了“白日分手”

的无限悲剧。诗人心里在祝愿，“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

（4）画：风起云涌。

诗：“霍去病的战马/放归了南山/英雄们的

豪气/还腾在云端/西部的风景/少不了汉唐的色

调/西部的画家/都勇于西出阳关。”

此外，高平父子的诸多诗画，在十八大以来，

十九大之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高歌迎

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面对“静野”一画，诗人深

富哲理的吟诵：“开过了一辆摩托/是更静的旷

野/山石独具只眼/看清了一切”这里必将开山修

路，开创现代化的未来，迎接一个新时代。同样，

面对“过雨”画里扑面而来的好一幅西部风景，诗

人高歌“他的大美”将化为“美丽中国”西部大漠

的长虹。

诗人与画家以汉唐的气魄，歌颂中华民族的

伟大精神。故可以说高平、高山父子开创了诗画

同歌的新的绘画史，让绘画走进了诗的哲理境

界，走进了伟大新时代哲理的灵魂，让诗有了画

化了的审美天地。

我再次衷心祝贺他们父子画展成功。

画是诗的天地画是诗的天地 诗是画的灵魂诗是画的灵魂
□□翟泰丰翟泰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