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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泉先生多年致力于文化建设事业，
他先后主持湛江市委宣传部、湛江市政协
工作期间，将振兴本土文化列为重要工作
议程，亲历亲为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和推广
工作，并且亲自操刀，投入创作，完成了一
系列乡土题材文学作品。一年前，他从领
导岗位退休后，文心不易，壮志不退，马不
停蹄，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热爱的文学创
作中，相继完成了六部雷州歌本的创作。
目前，这个创作项目已全部杀青，并以《雷
震六合》为总标题，陆续在《湛江日报》等媒
体上推出，得到广泛赞誉，成为近年雷州歌
剧创作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朋友们认为，《雷震六合》的推出，不仅
是碧泉先生创作上的又一次丰收，也是他
豪迈人生的一次新跨越，特别值得恭贺。

探讨《雷震六合》的价值和意义，许多
同行认为，首先在于它抓住了振兴雷剧的

“牛鼻子”。“剧本，一剧之本”，一个剧种的
兴旺要靠好的作品带动。雷州歌作为一个
地方剧种，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现在仍砥
砺前行。但是，人们也忧虑地看到，雷歌和
其他地方剧种一样，面临许多紧迫问题。

据国家文化主管部门2017年公布的全
国地方剧种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全国目前
共有348个地方戏曲剧种，大多市场萎缩，
观众减少，鲜有新作，整体影响力下降。警
钟已经敲响！雷剧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
创作角度看，雷州歌发展历史过程中，文本
创作一直滞后，早期雷州歌主要以姑娘歌
形式流传，多由歌手即兴演唱，口口相传，
很少见诸文字。近现代出现了专业人士创
作的歌本，雷州歌走上舞台，雷剧逐渐形
成。雷剧在二、三百年间留存下来的歌本
可能不会超过一百部，实属凤毛麟角。现
今，雷剧舞台呈现的作品多是旧作，有的剧
目一演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祖祖辈辈几
代人，跟“坡祖”、“坡母”同看一出戏。

碧泉先生正是看清了雷剧发展现状，
出手抓住剧本创作这个“牛鼻子”，使“牛”
劲，用不到一年时间，创作了六部歌本，装

入锦盒，结集推出。可以预期，哪一天六部
歌本全都搬上舞台，雷剧舞台就雷声轰鸣
了；哪一天在碧泉先生带动下，雷剧创作队
伍跟进，推出更多的新作，雷剧就更有戏
唱，有戏看了。也许，这就是众所期待“雷
震六合“的光荣时刻。

《雷震六合》的第二个特别之处，是它
的题材全都源于雷州地域之外，其中《智取
威虎山》和《沙家浜》源于现代京剧，《火烧
赤壁》、《卧薪尝胆》、《凤仪亭》和《王佐断
臂》，源自中国古代名著。这样做，要有眼
光和胆量，还要有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
雷剧当然要从本土取材，讲雷州故事，抒雷
州情怀；同时也要放眼天下，心怀家国。我
们要有《陈瑸放犯》、《抓阄村长》，也要有

《秦香莲》、《杨家将》。雷州文化作为中华
文化的一脉，从来不是在密闭的环境中孤
芳自赏，而是同中原文化、闽南文化等同生
共长。尤其是现今经济文化全球化时代，
文化边界日趋模糊，不同地域、品种的文
化，更应该相互借鉴，融合发展。《雷震六
合》在题材选取上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实行“拿来主义”，拓展了创作空间，增添了
剧种活力，值得称道。

《雷震六合》六部雷州歌本，题材重大，
场面开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唱的是“大
朝戏”，而且重于武戏。雷州歌剧，一个地
方性小剧种，小舞台唱大戏，有难度。碧泉
先生以大开大合的气势，凭借深厚的文化
积淀，丰富的创作经验，以及对重大题材娴
熟的驾驭能力，纵横捭阖，深吟浅唱，艰苦
营造，玉汝于成。雷州人喜欢看“大朝戏”，
更喜欢看武戏。《雷震六合》被歌坛看好，也
就不足为奇了。

《雷震六合》鲜亮的诗性美引人注目。
碧泉先生通晓节律，熟知音韵，曾经创作了
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联赋作品，既往的文
学操练和创作成果，成为他经营新作的功
底和动力。在《雷震六合》创作中，碧泉先
生运用诗性思维，谋篇布局，调遣文字，展
开情节，刻划人物，突破了惯常的逻辑思维

定势，运用想象、夸张、跳跃、比兴等艺术手
法，努力赋予作品美感，令人赏心悦目。其
美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节律美。雷州歌与其他地方戏一
个很大的区别，是唱词有严格的节律和音
韵规范，每歌四句，每句七字，平仄和押韵
有严格要求。雷州歌实际就是诗，是古体
诗中的“绝句”。作诗正是先生所长，他在

《雷震六合》中将自己的专长发挥得淋漓尽
致，歌句节奏铿锵，张弛有度，字正腔圆，被
许多文友称为“雷七绝”。

二是语言美。雷州歌用雷州话演唱，
雷话很“雷”，方言俚语，亦庄亦谐，腔调高
昂，意味无穷。碧泉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雷
州人，深谙雷州话的奥妙，运用起来得心应
手，张嘴就来。同时，考虑到雷州话独特的
语音体系，向外传播有一定局限性，他在

《雷震六合》中尽量少用生僻拗口、难以形
诸文字的俚语，对提高雷州话的规范性，作
了有益的尝试。

三是意境美。作者在作品中努力营造
出深厚的文化氛围，情节在文韬武略中推
进，戏剧冲突在人性深处引爆，吟之唱之观
之赏之，心情愉悦，品性升华。

四是形象美。六部作品，总共塑造了
近百个有名有姓的舞台形象，不乏成功之
例。按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说法：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
彩。”碧泉先生在《雷震六合》中创造的舞台
形象，当然也融入了他个人的审美标准、价
值判断，以及雷州一方水土涵养的文化观
念，使人物呈现出与他人笔下不同的个性
和特色。比如《沙家浜》中阿庆嫂和胡传魁
的形象塑造，已经与京剧中的人物有所不
同。又比如对西施和貂蝉的刻画，也撤去
了以往“红颜祸水”的标签，塑造成美女、才
女、孝女、烈女的新形象。

《雷震六合》，一个宣言式的题名，表达
了作者对作品的期待和自信，也是对振兴
雷州文化的呐喊和助推。

（作者系《解放军画报》社原副社长）

7月16日晚，苏叔阳先生走了。笔者很
难受。虽未曾谋面，但读着《丹心谱》上大
一，朗读《夕照街》教大一，几十年讲现当代
文学，心中的敬佩与感激早已经深深扎根。

回忆苏叔阳的作品，《丹心谱》的时代
感与是非观、对于奸佞小人的睥睨；《夕照
街》里小人物生存状态、让人舒服的“大团
圆”结局；《左邻右舍》里的正义感与大变革
之际人性的展示，让人感奋。归根结底，还
是《与元九书》里那句老话：“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当有人问起“苏叔
阳这样的大作家,为什么写起通俗的《中国
读本》”时，笔者想说的是——那正是“赤子
作家”严肃的选择。

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今百年，从自然风
貌、历史进程、文化赓续、哲学内涵、经济影
响、艺术品味、生活习俗诸方面绍介“中国
人之中国”的文字，少而又少。《中国读本》
这一部著作面向青少年，获国家图书大奖
与“联合国艺术贡献奖”，发行超过1500万
册而被译成十余种外文，被誉为“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发现中国、读懂中国的好读
本”，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免费下载的版本。
这种“严肃的遗憾”在苏叔阳先生驭鹤之

际，尤其显得严肃。
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代表作

《逻辑哲学论》之后，认为所谓的哲学问题
已被解决，于是怀着贵族式的热忱前往奥
地利南部山区，成为一名小学教师，着手
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编辑一本《小学生的字
典》，即最为简要的“文化读本”。《美国读
本》则是一部“作品选”——找了影响广泛
而且将会百代流传的200多篇诗歌、歌词、
政论、演讲，让其后人了解美国文化和历
史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单兵作战的苏
叔阳开始自己的“普及版读本”写作，其难
度、深度、工程量都非同小可，不是“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支
撑，没有他“白天上班，晚上就光着膀子，
在桌子上写作”的敬业传统，哪里会有“读
本”的今天！

作家的“细节敏感”与“戏剧期待”的训
练，成就了这位“读本作家”。例如他写的

“长江文化·和氏璧”一节：“大约是希腊古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兴起以后不久，中国的一个
诸侯国楚国(今湖北一带)，有个平民叫卞和，
在荆山发现了一块被砺石包裹的璞玉，便去
献给楚王。楚王请玉匠鉴定，玉匠说这是一

块石头。楚王大怒，就砍去了卞和的左脚。
楚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武
王，又被说成是用普通石头伪称玉石。武王
又砍去了卞和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继
位。卞和抱着璞玉在荆山大哭，三天三夜，
泪水变成了血水，他说：‘失去双脚固然可
悲，但无人识得真玉，才更令人悲伤’。文王
听说，就叫人凿去璞玉外面的砺石，里面果
然是价值连城、晶莹剔透的玉。文王便命人
制作成一面玉璧(圆形，扁而薄)，成为国宝。
这便是‘和氏璧’。后来许多诸侯为争夺此
璧，征战不休，以后沦落何方就杳无消息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以荆山玉石和
金、银、铜配伍制成奖牌，让这令人动情的故
事更具有了勇气和毅力的精神，鼓舞人们

‘更快、更高、更强’。”
“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

碑”。苏叔阳说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
“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
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第二，写我们民
族的生活和心灵”。

苏叔阳先生做到了，做好了。他完全
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静静地长眠：“告
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雷震六合》初探 ■ 陈立人

歌诗合为事而作 ■ 宋立民

湛江市老年书画摄影家协会、
茂名市老干部书画协会日前联合在
市书画院举办湛江、茂名老干部书
画作品联展。

这次作品联展共展出上乘书画
作品120多幅。参展作品，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蕴传统风貌、现时代

风采，或古朴典雅，或清丽秀美，或
自然率真。老干部们用激情和笔
墨，抒发心声，讴歌新时代，歌颂祖
国建设的巨大成就，赞美今天的幸
福生活，充分体现了他们“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
貌。 通讯员 谭一玲 梁忠 摄

28日，福州、北京、广州等33个
城市代表在福州就保护文化遗产达
成一系列共识，并发表《福州宣言》，
提出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利用，统筹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福州宣言》提出，既要重视经济
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
的保护，坚决杜绝以发展的名义，破
坏古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
和传统村落。

《福州宣言》倡议，坚持“工匠”精神
和“绣花”功夫，采取科学的保护方法，
通过“微改造”等多种方式，留下记忆，
留住乡愁，秉持保护优先、强化管理的

理念，加强地方立法，健全长效机制。
《福州宣言》是在当天举行的福

州古厝保护与传承论坛上发表的。
500多名来自中国、日本、以色列等
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
围绕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
落的保护、传承与利用进行交流研
讨，旨在通过汇聚国内外专家和各座
城市的经验，凝聚共识，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

此次活动还举办了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成果展，通过图片、文字等媒
介展示了福州、北京、广州等与会城
市在古厝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
法，彰显城市特色个性。 新华

33座城市发表《福州宣言》
倡议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日前，由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
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
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
纂项目第三批图书正式出版发行。
本次出版图书包括《荀子》《楚辞》《论
衡》《史通》《贞观政要》5种。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
项目秉持“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
学术、面向大众”的编纂目标，在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力邀相关领
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以当代眼光
审视并深入浅出解读，寻求优秀传统
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
契合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荀子》是继《论语》《孟子》之后
儒家重要经典，其思想充满“思辨”色
彩。通过专家解读，读者可对书中蕴
含的思想有更深刻的体悟。《楚辞》开
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与《诗
经》并称“风骚”，解读人在文本和字
词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给读者
提供精审耐读的文本。《论衡》吸收先

秦汉代诸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开创
了元气论，反对天人感应论，解释世
俗之疑、辨析是非之理，闪耀着唯物
主义思想的光芒。《史通》是首部系统
性史学理论专著，论述史籍源流，评
价前人修史得失，探讨史书体例及编
纂方法。《贞观政要》为政论性史书，
反映了贞观时期治国理政大政方针
尤其是谏诤制度的由来及发展变化，
通过专家解读，广大读者可以深入领
略唐太宗君臣讨论治国理政时所表
达的智慧，做到以史为鉴。本次出版
的5种图书的解读人分别是清华大
学教授廖名春、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
逵夫、复旦大学教授邵毅平、扬州大
学教授王嘉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员谢保成。

截至目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
经典”已出版图书20种。据“中华传
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介
绍，按照工作规划，2019年底前力争
再出版10种图书。届时出版总数量
将达到30种，部分科技类典籍解读
图书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新华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第三批图书出版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公布
根据国家和省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

定，以下房屋经审核已符合预售条件，准予
预售。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

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2019年8月15日之前）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遂溪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方式：0759-7765743

遂溪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7月26日

温馨提醒：
企业及个人

各类证件遗失，及
时登报声明，保障
自身合法权益。

业务咨询：3336821

咨询时间：
8:00-11:50
14:40-5:30

刊登各类证件遗失

关注未成年人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遗失声明
朱小英遗失坐落于湛江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40号城市尚品大厦A座615房的《广东省房地

产权证》一本，证号：粤房地权证湛江CQ字第

0200005440号，声明作废。
开发企
业
名称

湛 江 市
恒 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项目名称

恒俪湾广场

项目坐落

湛 江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昌 平 路
3 号 恒 俪
湾 广 场 6
号楼

预售房屋
栋号及层

数

6号楼，31
层

预售证
编号

湛 房 预 许
第
022019003
2号

序
号

1

权
利
人

遂溪
县遂
城第
七小
学

不动产
权利
类型

土地

不动产
坐落

遂溪县
遂城镇
西溪村
委会西
南面

不动产
单元号

440823101
218JB0000
1W000000
00

不动产
面积

4397.31
m2

用途

科教
用地

备注

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