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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魂·赤土·赤旗》研讨会热议红色题材创作

关注 书讯

人文古邑的审美追寻

书评

《纸上繁花》

祝勇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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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本版撰文

/

信息时报见习记者 麦锦婷

（除署名外）

信息时报副刊邮箱：

xxsbfk@163.com

7 月 20 日， 在广州农讲所举办的

第六期“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作”读书

沙龙系列主题阅读活动，围绕广州市作

协副主席谢友义的报告文学新著《赤

魂·赤土·赤旗———广东海陆丰农民运

动群雕》展开学术研讨。该书分为“赤魂

篇”“赤土篇”“赤旗篇”， 以非虚构的形

式呈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农

民运动，以及红二、四师征战海陆丰的

光辉历程。

以艺术匠心打造红色精品

在研讨会上，《赤魂·赤土·赤旗》作

者、广州市作协副主席谢友义首先分享

了创作感悟。“红色题材创作永不过时，

其间蕴藏的是信仰的力量。 ”谢友义表

示，在创作红色题材作品时，革命先烈

的英勇事迹鼓舞着他。 具体到创作过

程，谢友义指出，“红色题材需要忠实于

人物原型，而这一点让我在创作中有时

感到担惊受怕。 ”由此引出的报告文学

真实性与文学性融合问题，受到与会专

家的热烈讨论。

信息时报社副刊部主任、广州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白岚指出，在红色

题材报告文学中，既要整体把握大量的

史实资料，又要对材料进行精准的细节

处理。在该书中，作者平视历史人物，冷

静叙述，用具象的细节使人物、历史更

加真实可感。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

永宁认为该书的最大特点是“真”。一方

面，作者忠于历史事实，使得作品蕴含

着强烈的在场感；另一方面，得益于作

者的创作激情，作品字里行间渗透着浓

烈的人文关怀。史实与作家的文学激情

相得益彰， 书籍成功刻画出了丰富、立

体的“群雕”形象。

革命烈士彭湃之孙、汕尾市红色文

化协会会长彭丹在发言中赞扬了谢友

义的创作态度。据他回忆：“谢友义不辞

辛苦，多次前往汕尾实地考察，和老区

群众打成一片，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与鲜活素材。 ”

广州红色资源值得继续挖掘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作

家协会主席张欣回顾了谢友义的创作

之路，认为热情与恒心贯穿着他的文学

实践，而辛勤采访、坚持创作也使得他

在创作上不断精进。谈及阅读《赤魂·赤

土·赤旗》的感悟，张欣说，“该书让我深

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精神光辉，我对

‘百岁少年心’ 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

理解。 ”

张欣进一步指出，对广州文艺工作

者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广东故

事和广州故事。“不光是烟火气，红色故

事与广州智造也是广州的两大名片。 ”

近现代以来，广州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

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故事值得被创作者

关注并充分挖掘。

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钟晓毅

谈到了如何利用革命策源地的区位优

势进一步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 她建

议，要以该书为契机，绘制红色文旅线

路图，赋予历史叙述以更加形象可感的

载体，进一步传承好、弘扬好广州的红

色精神。

最后，广州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

副主席胡子英肯定了谢友义对于红色

文化的认真发掘和忠实记录。她说，“传

播是手段，创作是核心”，作家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

歌新时代。

中国传统文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山

水文化情节，尤其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把寄情山水作为安

顿生命和心灵的一种归宿。可随着互联

网+信息时代的到来，掌上阅读等“快

餐文化”的普及，人们似乎对古人那种

遍历名山大川、寄情于山水间“博览多

闻，学问习熟”的美学意趣不再神往。韩

帮文先生的《龙川行》则再现了古人所

追求的将自然山水与读书治学相结合

的人生理想，让我们在山水、田野、城镇

的行走中感受龙川这座人文古邑的美

学历程。

该书由六部分构成，以山水、古意、

风骨、高致、神采、情韵等中国古典美学

术语和独特审美视角，在行走之旅中将

龙川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等串联起来，并形成独具特色、富有美

学意蕴的篇章名目。 作者首先从“问题

意识”出发，提出了广东在南北融合、沟

通中西中如何形成自己的“古风”与“现

代性”背后的历史逻辑之问，并以此为

逻辑起点，引出广东最早建立县治的龙

川及其文化如何形成与发展，来“感知

广东文化的最初脉动，寻找‘广东何以

为广东’的历史缘由”。

在正文叙述中，作者从孕育龙川文

化的山水写起，百科全书式地将龙川的

地形地貌、 地理环境特点进行了分析，

重点描述龙川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山（霍

山）一河（东江），并以与此有关的民间

故事、历史传说等视角，论述龙川历史

与文化内蕴的生成基因。 接着，作者抓

住赵佗、苏辙这两位对于龙川历史文化

的生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一方

面，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人类文化

发生学的层面，深入分析了赵佗南下创

建龙川县治，并以此起步到“和辑百越”

建立南越国的动因，说明了为何“龙川

堪称岭南文化孕育与发展的关键起点

之一”； 另一方面， 以小说式的生动笔

法，叙述了一代文豪苏辙迁谪循州

（龙

川古称）

十八个月的经历，并在叙述过

程中插入了苏轼、韩愈、吴潜、杨万里等

几位曾流寓岭南，与龙川颇有渊源的历

史人物，说明了岭南作为古代官员贬谪

流放之地，是岭南文明开化、文教兴盛

的又一主要原因。 以此证明龙川的“古

意”， 在于能够解读出“岭南何以为岭

南”“广东何以为广东”的历史符码。

论述完“古意”之后，作者将视角转

到近现代的龙川。正是独特的“山水”地

理、深厚的“古意”传承，孕育出具有“风

骨”“高致”与“神采”的近现代龙川。 近

现代的龙川是一片红色热土，作者以寻

访红色踪迹为主线， 瞻仰黄居仁故居、

缅怀“东江三杰”、参观五兴龙县苏维埃

政府旧址，描写了一批可歌可泣的龙川

青年英烈为信仰英勇献身的事迹。这是

龙川作为革命摇篮、红色古邑的“风骨”

所在。 接着，作者叙述了曾作为抗战时

期“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中转站的龙

川， 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再现了茅盾、柳

亚子、邹韬奋等一批现代著名文化人如

何在战火纷飞中与龙川结缘。 接下来，

作者叙述了龙川文脉孕育出的以萧殷、

叶绿野、陈建中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名流

的艺术生命及其文化贡献，展现了龙川

文化极具个性的“神采”。 最后，作者回

到寻常百姓独特而又鲜活的生活场景，

回到具有鲜明客家特色的民间文化土

壤，描写了龙川宗祠文化、饮食文化与

山歌文化的生成及其丰富的意蕴所在，

从另一个维度呈现了龙川文化的生命

“情韵”。

《纸上繁花》

是著名散文作家、

文化学者祝勇的

最新散文自选集，

精选了作者近几

年的代表作品，还

有一些最新作品。

全书分三个部分：

故宫、天下、世界。

第一部分是怀古

之作， 与古人对

话，遥想古人心思。第二部分是总览祖

国山川，体贴草木民间，感受神州大地

之美。第三部分是域外旅行的观感，视

角独特。

钱 就 是

钱———大 多 数 普

通人就是这么认

为的。 确实，在一

般观念中，金钱是

一项没有感情的

工具，它将社会关

系简化为冷漠疏

离的金钱关系。 著

名的社会科学家

泽利泽质疑这种

假设， 她在本书中说明了人们如何自

创货币的形式， 以及人们如何透过使

市场理论家困惑的方法， 设定金钱的

用途， 将各种金钱形式与亲友关系网

路融合， 并终极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

钱的过程。

在痛失妞妞

七年后，周国平迎

来第二个女儿啾

啾。 他以一个普通

父亲兼哲学家的

视角，记录了啾啾

从出生到上小学

的成长故事。 其中

既有对女儿成长

点滴的细致观察，

更有对大家普遍关注的亲子关系、教

育方法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真正的爱，是对独立灵魂的尊重，让孩

子成为一个善良、丰富、高贵的人。

《宝贝，宝贝》

周国平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7

月

《金钱的社会意义》

[

美

]

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部分 与 会 者

合影。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刁景森

《龙川行》 韩帮文 著

广州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