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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图书馆：

“盛世如约、壮美中华” 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 � � � 本报讯 由贵州省图书

馆主办，各地市（州）图书馆

协办的 “盛世如约、 壮美中

华”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11

月 29 日颁奖典礼在省图书馆

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历时 3 个

多月， 通过线上线下图文展、

知识竞赛及征文大赛等活动

方式，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卓

绝谋发展的各个标志性事件，

展现我国特别是我省取得的

辉煌成就，让百姓真切感受到

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巨变。

图文展以时间为轴，多方

面、多角度地集中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建设、改革、发展、创

新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辉煌

成就。线下展览覆盖了全省各

市（州）图书馆，并前往贵州

省农科院、 贵州中烟集团、贵

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多家

单位进行巡展。 线上、线下展

览共吸引了近 4 万人次读者

观展。

知识竞赛以赛促学，分为

网络答题和线下答题两种模

式，吸引了 3000 余人参赛答

题。 征文大赛共征集到 116

篇稿件，经过专业评审，共评

出 49 篇获奖作品。 作品抒写

了我省在人文风貌、 城市景

观、人居环境等方面沧海桑田

的变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贵州京剧院———

送戏到基层 传播国粹之美

� � � � 本报讯 11 月 26 日至

27 日，贵州京剧院“2019 贵

阳市‘戏曲和戏剧进乡村’ 活

动” 先后走进修文县实验小

学、 修文县第二实验小学，南

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苗苗实

验学校。 艺术家通过 4 场精

彩的演出、认真的讲解，让孩

子们了解传统文化的无限魅

力。 此次活动将送戏下乡 30

场。

据悉， 从 10 月至今，贵

州京剧院开展了多次 2019

“高雅艺术进校园” 活动，先

后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等，精心准备的演出深受师生

喜爱。 同时，在 10 月中下旬，

由南明区教育局主办、贵州京

剧院承办的 2019“弘扬京剧

艺术·传承国粹经典———京剧

专场演出” 在贵州京剧院国

艺剧场分别举办了 5 场，来自

南明区的近 2000 名中小学

师生观看了演出。

据了解，近两年来，贵州

京剧院连续开展了 “戏曲进

校园”“戏曲进课堂”“高雅

艺术进校园”“戏曲下基层、

进社区” 等活动，将国粹京剧

艺术送进学校、社区、乡村，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该

院的“2019 贵阳市‘戏曲和

戏剧进乡村’ 活动” ，将送戏

下乡 30 场， 通过戏曲讲座、

演出的方式， 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广大基层群众、师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

与热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传承布依族绣艺“吊三针”

� � � � 本报讯 12 月 1 日，由

贵州省非遗中心主办，对坐工

坊、 深圳旧物仓承办的 2019

年贵州省布依族传统服饰及

手工艺培训班在贵阳市南明

大数据产业聚集区圆满结束，

来自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二

戈村的 60 余名布依族女性接

受了为期 7 天的培训。

据悉，二戈村布依族有一

种特殊的刺绣针法 “吊三

针” ，“吊三针” 美观、耐用，呈

现半浮雕形，在布依族绣艺中

十分罕见，但这一针法几近失

传。 为传承和发扬这一布依族

传统非遗技艺，在 7 天的课程

中，除了有文化、设计的相关

专业老师指导外，培训班还请

来布依族本土刺绣能手、贵阳

市妇女手工技能大赛一等奖

获得者岑先兰带领学员学习

布依族这一独特的刺绣针法。

云关乡党委书记袁莉介

绍，二戈村有 5000 余人，其中

70%是布依族。55 岁以上的妇

女有约 200 人身怀布依族传

统刺绣技艺，但大多已几十年

未曾触摸。 50 岁以下的妇女

已经很少有人会刺绣。 此次参

与培训的二戈村妇女年纪最

大的 85 岁，最小的 11 岁。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表示，

“布依族服饰” 已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此次培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有着重要意义，期待通过

此次培训，让她们重拾布依族

传统手工艺，拓宽失地农民就

业的渠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文 / 图）

孔学堂溪山书会：

高冰教授讲述“百苗图的现代影像”

� � � � 本报讯 11 月 30 日，贵

阳孔学堂溪山书会第九期

“百苗图的现代影像” 书会活

动举行，贵州民族大学高冰教

授作为主讲嘉宾，分享了自己

多年来编写 《百苗图现代图

谱》收集素材的幕后故事。

据了解，高冰教授多年来

坚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

调研、拍摄，先后出版了《六

百年屯堡———明王朝遗民记

事》《百苗图现代图谱》等 12

部专著， 发表照片上千幅，

2008 年获“中国青年年度摄

影师” 称号，在国内外举办十

余次摄影展览。

对于苗族文化在当代的

保护与传承，高冰认为，郎德

苗寨是全国最早一批保护苗

族文化和习俗的代表性村

寨， 当地苗族群众不仅至今

保持身穿苗族服装的习惯 ，

更是融入时代发展， 以民族

服装和民族舞蹈为特色 ，吸

引全世界各地游客旅游参

观，创造了经济效益，在保护

的同时扩大了苗族文化的影

响力，值得推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庆祝回归祖国 20 周年

“2019 澳门光影节” 开幕

� � � � 新华社电（记者 胡瑶）

“2019 澳门光影节 ” 1 日晚

在南湾湖畔开幕， 活动内容

包括光雕表演、 灯饰装置艺

术和互动游戏等， 让市民和

游客感受澳门喜迎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喜庆氛围。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

长文绮华表示， 今年的光雕

表演队伍以 “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 为主题进行创作，

旨在丰富光雕表演内容，提

升光影节水平， 吸引更多游

客到澳门旅游。

本届 光影 节的 光雕 表

演队伍来自澳门、 内地，以

及西班牙、 葡萄牙和日本。

表演者在大三巴牌坊和圣

若瑟修院圣堂上演精彩的

光雕表演，呈现澳门昔日的

渔村风貌、中西交融的文化

和回归祖国 20 年来的城市

变迁。

在音乐配合下， 这些古

老的建筑在光影变幻中更

加古朴庄重 、美轮美奂 。 在

南湾湖畔，主办方还设置了

2019 支 荷 花 灯 饰 组 成 的

“荷塘” ， 吸引不少观众驻

足留影。

本次活动分为四条“寻

光之旅 ” 路线，包含澳门的

15 个地点， 如大三巴牌坊、

关前正街、康公庙前地、疯堂

斜巷、 龙环葡韵和北帝庙前

地等。除了光雕表演，主办方

还设置了互动灯饰和互动游

戏， 让市民和游客表达对澳

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祝福。

澳门光影节于 2015 年

开始举办， 至今已经举办五

届， 已成为澳门国际性年度

旅游品牌盛事。 本届光影节

于每晚 7 时至 10 时上演，将

持续至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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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君做客“精读堂” 解读芥川龙之介———

一个中国“乡愁”

浸润下的日本作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嘉宾名片

东君， 本名郑晓泉，主

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

随笔。 结集作品有《东瓯小

史》《某年某月某先生》

《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

然先生穿过北冰洋》《立

鱼》等。 著有长篇小说《浮

世三记》《树巢》。2012 年获

得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的

短篇小说大奖，2017 年获

“茅盾文学新人奖” 。 部分

作品译成英、日、韩文。 其中

《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

《听洪素手弹琴》分别由企

鹅出版社、 人间出版社出

版，并在海外发行。

����11 月 30 日，由贵州省作协、贵州文学院、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千翻与作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最新一期“精读堂” 在千翻与作书店·亨特店举行。 此期精读的对象，是日

本作家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是黑泽明电影《罗生门》的原著作者，以其名字命名的“芥川奖” 是日本文学最

高奖之一。 芥川以短篇闻名，是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圣手” 。

讲座上，主讲嘉宾东君先生关注于芥川龙之介的“冷” 。从“冷” 出发，他解说了芥川性格阴

郁、作品阴冷的气质，普及了一些“冷知识” ，如《罗生门》最早的中译本作者是同样以“冷” 闻

名的鲁迅，且将芥川与鲁迅互为镜像，比较其异同，解读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

芥川。

� � � � 东君先生从行驶过中日海峡

的两艘船说起。 1921 年 3 月，作

家芥川龙之介搭乘一艘从日本

出发的船 ，驶向梦想中“唐风宋

韵” 的中国。

芥川出生的 1892 年，属于明

治时期。 东君先生说， 明治时期

涌现了一大群日本近现代作家，

泉镜花、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

菊池宽、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

佐藤春夫 、芥川龙之介 ，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自幼就接

受汉文学的陶冶。 芥川的朋友佐

藤春夫说：“喜爱中国文化是我

的无上幸运。 ” 于是中国读者读

这些日本作家的作品，往往会有

一种微妙的感觉。 东君说，明治

以来的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化的

乡愁是浸透在骨子里、流入血液

里的。“夏目漱石之爱陶渊明、王

摩诘， 谷崎润一郎之爱高青丘、

吴梅村，永井荷风之爱香奁体诗

人王彦泓， 都不是摆摆样子的。

他们不仅爱读中国古诗文，也都

能 写 一 手 不 输 中 国 诗 人 的 汉

诗。 ” 东君用谷崎润一郎的话说，

他们的血管深处有一种被称为

“中国趣味” 的东西，“无论怎么

说，日本作家仰承中国古典文学

的沾溉。 ”

东君将日本明治 、大正时期

的作品一路读下来，发现这一时

期的日本作家都有一种写作历

史小说的偏好。 有学者认为，这

跟日本当年发生“大逆事件” 之

后形成的一种紧张的政治气氛

有关， 政治言论的口收紧了，作

家们都有一种神经质般的谨慎。

现实的逼仄，带来的是想象的自

由。芥川刚出道的时候就直奔历

史题材，从唐代传奇和中国笔记

小说中取材。 东君先生说，芥川

来到中国之前， 对中国的想象

大概还附丽着唐诗宋词 、 明清

小说里所描述的诸般风情 。 每

每有朋友自中国归来， 他就喜

欢打听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故

事， 以便铺衍成小说中的某个

情节 ，“据说他的 《杜子春》就

是根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提

供的素材写成的。 还有一篇《南

京的基督》，发表于芥川中国之

行前一年。他本人在文末附记中

特地作了说明： 起草本篇时，仰

仗谷崎润一郎所作的 《秦淮一

夜》之处不少 。 也就是说 ，他写

了那么多中国题材小说均非来

自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是通过二

手材料获取的。 ”

东君做过统计， 芥川未到中

国之前，就写了十几篇中国题材

的小说，笔下的中国有如神仙府

邸。 1921 年，芥川受大阪每日新

闻社的外派， 终于有机会访华，

说此行是“踏勘中国诗人自古以

来发为咏怀之作的所在” 。 此次

中国之行长达一百二十天，他走

了很多大城市， 看了不少场戏 ，

对中国整体的印象是从天上落

到了地上 ； 还拜访了诸如章炳

麟、郑孝胥、辜鸿铭之类的名人，

他对待中国的鸿儒宿耆也像老

朋友一样坦诚、率真。 这些写他

们的文章最后结集为 《中国游

记》出版。

“有些中国作家或学者觉得

芥川为文近于猖狂，但我以为，这

正是他一贯的、 带着轻微的嘲讽

的文风。 ” 东君说，芥川写自己的

老师夏目漱石时， 就用一种调侃

的口吻说漱石先生的书房 “天花

板看得出有耗子洞”“那高窗户

很像监狱或精神病院的窗户，有

很粗很粗的栅栏” 。

■鲁迅与芥川的“隔海相握”

芥川访华期间，鲁迅翻译了他

的两个短篇《鼻子》和《罗生门》

发在北京《晨报副刊》上。 这时的

鲁迅已经写出了《狂人日记》《孔

乙己》《药》《风波》《故乡》等短

篇小说。 但两人没有见面，时隔多

年，芥川写了一篇短文《日本小说

的中国译本》，提及鲁迅对他作品

的翻译：“译得十分精准，且地名、

官名与器物之名均附注释。 ” 这是

中日两位文学大家芥川与鲁迅唯

一的一次“隔海相握” ，两人从未

谋面。 但后人却觉得，总能从芥川

身上发现鲁迅的影子， 从鲁迅身

上同样能发现芥川的影子。 这是

为什么？

东君先生又从 1902 年，中国

开往日本的一艘船说起。 当年 24

名南水师学堂矿务学堂官费生乘

坐邮轮大贞丸号赴日留学，其中

有陈衡恪、周树人、陈寅恪，三人

在日后分别成为绘画大师 、文学

大师、国学大师。 鲁迅初到日本

曾就读于弘文学院学日语 ，跟时

年只有 12 岁的陈寅恪同住一个

寝室。 之后几年间，鲁迅读了不

少日本与西方小说 ，当时，现代

派小说已经在西洋与东洋大为

盛行。 后来鲁迅还和周作人着手

翻译了一部分小说 ， 合成一部

《域外小说集》。

“在胡适还没有发表第一首

诗、 鲁迅还没有发表中国第一篇

白话小说之前， 中国文学与日本

现代文学相隔着一座欧洲。 中国

现代文学接受日本现代文学的反

哺是不争的事实。 ” 东君说，“在

此背景下， 影响过鲁迅的作家也

曾影响过芥川， 如法国诗人波德

莱尔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 ” 东

君认为， 这是读者能从鲁迅与芥

川身上互相能发现对方影子的原

因之一，“鲁迅的《野草》与芥川

的小说中不乏对人性之恶的书

写， 从中能感觉到他们或多或少

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 至于夏目

漱石， 更是他们二人无法绕过去

的一位前辈作家。 1908 年 4 月，

鲁迅曾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老

宅。 1915 年 12 月，芥川由一位同

学介绍正式成为夏目漱石的入室

弟子。从这两件事来看，夏目漱石

都是他们内心追摹的作家。 两人

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受漱石的影

响。 ”

原因之二是鲁迅翻译过芥川

小说， 由于个人风格过于强烈，就

易使读者脑子里早存了一个 “鲁

迅味的芥川” ，因为译笔好，人们

提起芥川小说，就会自然而然地想

起鲁迅的译作。

原因之三是芥川与鲁迅都读

过大量中国与日本的古代典籍，善

于从旧书里面获取写作资源。东君

说，芥川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历

史小说，就取材而言主要来源于日

本古代的、中国古代的、西方古代

的。 本国的题材大部分取自《古事

记》《今昔物语》之类；中国题材

则大部分取自唐传奇与明清笔记

小说，在他的小说集里面所占份额

较大。 鲁迅也写历史小说。 在题材

上，鲁迅仅限于秦汉以上的神话与

历史。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芥川

是写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后， 转而

在私小说的影响下写起了一些现

实题材的小说； 而鲁迅则是写了

一系列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 ，开

始写一系列历史小说。 他们取道

有别， 但通过这两类小说呈现出

了各自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性，以

及现代作家不可或缺的个人主体

精神。 ” 东君说。

即便如此，东君认为，鲁迅终

究是鲁迅，芥川终究是芥川，在日

本，没有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在中

国， 同样也没有像芥川那样的作

家。他用两个比喻形容鲁迅与芥川

的差异———

第一个比喻是“赌徒” ：芥川

着手写小说之前， 日本现代文学

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

芥川之前的作家都给芥川带来了

或多或少的影响；而鲁迅不同，在

他之前， 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还

是一片荒芜的，他所能参照的，大

多是日本或西方的小说家， 他要

看了百来部外国小说， 翻译一些

域外小说之后才敢动手。“芥川就

像一个带足了本钱杀入赌场的赌

徒，因此他可以放开手脚赌一把。

而鲁迅不同， 他口袋里的本钱不

多，因此他赌得格外小心翼翼。 ”

东君说。

第二个比喻是“跑步” ：芥川

像一个短跑运动员，短时间里爆发

并耗掉他所有的能量， 急迫地、不

停地写，试图做一个世界一流的小

说家；相比之下，鲁迅没有芥川那

样的爆发力，但他有一种持久的耐

力， 更像是一位从容的学者型作

家。 在小说家鲁迅尚未诞生之前，

他已经不声不响做了十几年的学

问，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称之为“原

鲁迅” ，这个“原鲁迅” 就是写《中

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的科

学者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摩

罗诗力说》 的思想者鲁迅， 翻译

《地界旅行》《域外小说集》 的译

者鲁迅，地方志研究者鲁迅，文学

者鲁迅，诗人鲁迅等等。 他身上有

着多重方向，但最终还是选择小说

创作作为爆发点。

东

君

在

讲

座

上

。

贵州省非遗中心举办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