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陈丹青
视频节目《局部》第
三季的讲稿，作者寻
访意大利教堂、修道
院，聚焦凝固于墙上
的湿壁画。“文艺复
兴三杰”常被比作高
峰，作者却将“次要
作品”与它们的创作
者娓娓道来：“大名
鼎鼎”的乔托与师傅

“牛头”契马布埃，落
拓不羁的马萨乔与气息高贵的马索利诺，可
敬的乌切洛与可爱的老利皮，阿西西圣方济
各教堂的弗朗切斯卡与美第奇-里卡迪宫
的戈佐里，以及那些无名的工匠……千百幅
湿壁画既是君王与臣民的教科书，又是图像
的狂欢。在不用透视法的中古时代，这些工
匠显示了绘画的另一种维度，另一种理性，
更饱满，更开放，更接近现代性。

局部：伟大的工匠
陈丹青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几个世纪以来，学
者们一直试图就“文学”
提出一个有效的定义，
但每一次定义都会创造
更多的例外。任何关于
文学的一般定义都经不
起推敲，但当我们看到
一个特定的例子时，我
们可以说'是的，这就是
文学'。换句话说，对“文
学”的定义是主观的，是

可以解释的，它可以成为讨论的起点，但不会有一
个定论。

埃格尔斯通称文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活对
话"，不仅是与作者和我们自己的对话，也是与所有
曾经和将要阅读、讨论这部作品的人的对话，而因
为其他人不断加入对话，所以它永远无法得出结
论，永远是开放式的。在这个时代，这种对话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种无
法被科技进步淘汰因而愈发显得宝贵的技能。

文学为什么重要
[英]罗伯特·伊戈尔斯通 著 修佳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大明永乐十八年十
一月初四日，皇帝颁布
诏书，将营建北京告成
的 喜 讯 郑 重 地 昭 告 天
下，我们把这一天看作
是明代北京城与明代北
京皇宫建筑的诞辰，按
公历是 1420 年 12 月
8 日，到 2020 年已经
整整六百年。在十个甲
子的漫长岁月里，明代
京 师 及 其 核 心 皇 宫 建
筑，后来被清代统治者

顺理成章地全盘接收为自己的都城及紫禁城。
为纪念这座六百年的伟大古代建筑群，古

建筑学家、故宫前副院长晋宏逵先生写成《故
宫营建六百年》一书，让读者了解从元明两朝
建城开始到宫殿落成的漫长的营建历史。

本书是一本由专业学者写给读者的故宫建
筑入门书，很好地平衡了学术性和普及性。

故宫营建六百年
晋宏逵 著

中华书局 2020年10月出版

本报讯（记者 张甜歌 通讯员 王
爽）近日，固安县文博馆举办“非遗剪纸
以艺战‘疫’”主题展览，为防疫一线医护
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鼓劲加油。此次展览
分为以艺战“疫”、“牛”转乾坤、民俗剪纸

三个板块。以艺战“疫”板块主要是香河
县丁云梅创作的抗“疫”作品；“牛”转乾
坤板块有金牛送福、牛气冲天等牛年生
肖作品；民俗剪纸包括吉庆有余、连年有
余、花开富贵等吉祥寓意作品。

家乡防疫我助力
王景堂是安次区调河头乡洛图庄

村人，20年前随儿子一起到秦皇岛市生
活。他关注家乡，热爱家乡。每年他会回
来一两次，住上一阵子，看看乡村的发
展变化。近日，得知家乡进入疫情防控
紧要时期，他通过关注廊坊新闻，获取
相关部门的防控举措，了解居家防疫知
识，便有了以漫画的形式，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为家乡防疫助力。

“绘画是我的业余爱好，漫画与其
他画种相比，具有通俗易懂、趣味性
强的特点，能较好地折射出现实意
义，老少皆宜。作为一名文艺志愿
者，我有责任通过漫画形式向群众呼
吁，疫情期间少聚会、勤洗手、多通
风、戴口罩、加强防范，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王景堂说。

“远离闹市，没事别出门。”“不传谣，
不信谣。”“婚丧嫁娶千万不能大操大办。”
就这样，王景堂利用2天时间，创作完成8
幅以“坚强河北 胜利河北”为主题的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漫画。很快，这些主题漫
画成为家乡微信朋友圈的转发热点。

家乡变化画中意
没有经过专业绘画训练的王景堂，

从小喜欢画画，上学时画黑板报，工作
后画村史，一生以绘画为伴。2013年，王
景堂回到洛图庄村，看到家乡通了高速
公路、村街建设越来越美，开始用图画
记录家乡70年变化。“从1945年到2015
年，记录了北方农村经历的多个时代，有
生产、生活、战争等，有些事情也是听我
父亲讲的。”王景堂说，整个长卷用了
343张A4纸，历时2年11个月完成，名为

《七十年乡村梦》，这幅长卷两次在第什
里风筝节上展览，后捐赠给安次区图书
馆。2015年，王景堂还为家乡创作了《什
里风筝源于明朝》《什里风筝兴于清朝》2
幅作品，捐赠给第什里风筝小镇。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春华秋实。
2019年，王景堂在建国70周年之时，绘
制了30米长卷《七十年伟业》，描绘了新
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生活的沧桑巨变
以及伟大祖国经历的重大事件。同年，王
景堂《传统民间花会》《老安次民风民俗》
等记录民间文化风俗的珍贵作品相继完
成，捐赠给安次区图书馆展览。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王景堂创作了“众志成城抗病毒”“抗击
新冠肺炎小常识”系列主题漫画，希望
宣传的防控要点能够让人们“听得懂、
记得住、忘不了”。

建党百年留印记
坚定未来梦，绘好新蓝图。一次次

创作，让王景堂越发感受到绘画宣传的
社会意义。2020年，为助力廊坊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他创作了“万众一心 共创
三城”主题漫画，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倡
导停车有序、礼让行人、垃圾分类、文明
养犬等文明行为，得到众多好友点赞。

1月25日这天，王景堂像往常一样6
点起床，锻炼完身体，来到书房，开始一
天的创作。“为迎接建党100周年，我正
在创作名为《英明百年》的毛笔画作品，
描绘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如何带领人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
举措，预计7月前完成。”他表示，很欣慰
自己完成了一幅幅记录历史的作品，算
是自我价值的体现。以后，他将选取有生
命长度的素材，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来，
以期成为不凡岁月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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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歼灭战

在三河市新集镇行仁庄村小学校
内，有一棵植于唐代的国槐，至今树龄逾
千年。古槐树干高约25米，周长7.4米，5
人拉手合抱。

小学校原址古为庙宇大明寺。建寺
年代为金大定（公元 1161—1189 年）年
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进大殿。清光绪
年间利用香资和村民集资修葺，寺内树
木成荫，香火旺盛。这棵古槐树位于大明
寺正门东侧，国槐树的西侧为一碑首蟠
龙石碑。“文革”中，两进大殿和石碑，均
被作为“四旧”而被毁。只留古槐屹立在
这片土地上。

两树并生，互相守望。时至今日，古
槐有一奇景。因年代久远，古槐树干已经
中空。空洞的槐树干中，有年长日久积累
的荒尘，随风飘落进的椿树种子，沐浴雨
水的恩赐和湿润，在树洞里生根、发芽、
生长，渐渐长大成一株直立向上椿树。使
得古槐再逢新春，也锦上添花。椿树直径
大约30厘米，十来米高，亭亭玉立，高耸
挺拔，成了名副其实的“槐抱椿”。两树根
连枝绕，相依相偎，春抽新芽，翠郁葱茏。

苍翠茂盛，伟岸苍劲。这株植于唐代
国槐，是国家一级古树名木，蝶形花科，
槐属。槐树位于寺庙正门东侧。古槐外表
裸露部光滑，坑洼处有皮，疙疙瘩瘩，似
人工雕琢一般，依然长势旺盛。目前，由
于小学校改走东门，古槐屹立于小学操
场南端。

“槐”，不仅神奇异常，而且有助于怀
念故人，决断诉讼，是公卿的象征。《说文
解字》释义：“槐，木也，从木，鬼声”。《辞
源》中“槐”的词条写道：“槐，落叶乔木
……分布于我国各地。喜光，深根性，生

长尚速。木材坚硬，有弹性，供造船舶、车
辆、器具和雕刻等用；槐花和槐实为凉
血、止血药；根皮煎汁，治火烫伤；花可作
黄色染料。国槐又为绿化树、行道树、蜜
源树”。槐树，又名国槐，冠以国字，闻其
名，可见其古老。

“椿”，又名樗。庄子曾在“逍遥游”中
美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
千岁为秋”。清代大学士纪昀曾在乾隆帝
80 岁大寿时，献寿联：“八千为春，八千
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
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
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可见，古人
视椿为贵，并椿同福、禄、寿紧密联系在
一起。

“槐抱椿”两棵树共生共长，相互依
存，成为一独特奇景。两树树枝主干自由
伸展、直冲云霄，枝叶恬淡扶疏，绿荫浓
浓。树冠状如华盖，蔚为壮观。

千年沧桑，气宇轩昂。古槐岿然屹
立，树干粗壮，枝柯交错，以它斑驳的苔
痕和高大的形象，及厚重的树皮鳞纹，
叙说着饱经沧桑的古老记忆，窥见其树
龄之久，风霜之长。有几条树根裸露在
地面上，盘根错节，展示出强盛的生命
张力。

古槐千余年来用安详、昂扬的姿态，
静默地站立在学校的南侧，构成一道传
承历史、人文合一的独特风景。每逢春季
树冠枝叶繁茂，郁郁葱葱；夏季槐花黄白
相间，蜂鸣蝶舞；秋季结实，槐果青青。

盛夏时，伸展的树冠将密密的树叶
撑开，为家乡的人们撑起巨大的绿荫，像
一把伞举在空中，成为一道遮阳挡雨的
靓丽风景，无老态龙钟之相。

金秋时节，古槐又与路旁红墙碧瓦
的民宅和洁净的街道交相辉映，一棵树，
一幅画，一幕美景。古槐伟岸挺拔、遮天
蔽日，碧绿溢彩、灿若披锦，闪烁着异样
的绿色光芒。

沧海桑田，雨雪风霜。古槐承揽着
千年天地灵气，承载着时空的岁月变
迁，印证着走过的历史痕迹，目睹着村
庄的前世今生，见证着生灵在此栖息，
记录着各自文化脉络，守护着这块和谐
安宁的净土，讲述着民间独有的故事。
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也是具有独特
生命特征的文化遗产，体验着别样的生
态之美。

曾有人吟诗《古槐颂》曰：
古槐越千年，雄姿傲霜寒。
龙腾拨古韵，华盖蔽云天。

嫩叶悄声语，新芽笑欢颜。
当知有此景，不思游黄山。
也有人对“槐抱椿”奇特景观吟诗赞

颂：
千年古槐几岁椿，椿依槐抱根绕根。
槐横杈走蟠龙舞，椿耸婷婷稚凤吟。
椿蕊槐黄蝶恋彩，枝缠叶偎两情真。
天生地造一奇景，忘年神交槐抱椿。
如今，古槐枝干发达，绿叶如茵，

密密匝匝的叶子遮天蔽日。嶙嶙古杈
上勃发的幽幽枝桠，铭刻的年轮与丛
生的旁枝交相辉映，展露出勃勃生
机。

2013 年 8 月，三河市政府实施了古
树保护工程，加强对古树的保护，采取砌
台、围栏等方法重点予以管护，设置了古
树保护标志牌。

防控好比戍雄关，
堤溃蚁穴莫等闲。
新冠病毒如鬼魅，
石家庄抗疫又起烽烟。

切断传播是重点，
釜底抽薪验核酸。
人数超过了一千万，
完成任务只有三天。
保护民生刻不容缓，
祖国各地星夜驰援。
辛集市派出医疗队，
张丽芳就是其中一员。
踏星月，斗风寒。
苦和累，抛一边。
采集样本不知疲倦，
防护服穿上就一整天。

夜以继日人不寐，
争分夺秒抢时间。
困极了椅子上打个盹儿，
三顿餐饮并作一餐。
身体负荷到极限，
依旧把责任扛在肩。
喘口气息都难实现，
定不让疫情再蔓延。
天寒地冻人已静，
朔风阵阵夜色阑。
一阵手机铃声响，
电话递在她手里边。
在家的弟弟传来噩耗，
老母亲突然撒手人寰。
丽芳她泪如泉涌肝肠寸断，
无语凝噎有口难开言。
领导说：“丽芳你先回家去，

工作由我们来承担。
最后再看母亲一眼，
送别亲人理所当然。”
张丽芳忍住悲痛咽下泪，
一句话语冲出心田：

“弟弟你在家替我尽孝，
我为国尽忠战斗在最前沿。”
她默默走出几步远，
遥望家乡心似刀剜。

妈妈呀女儿不孝只能在这儿祭拜，
您老人家一路走好心里莫要孤单。
一拜慈母含辛茹苦一辈子心操碎，
养育的恩情深似海来大如天。
最后的日子我多想在您身边守，
哪怕是递一杯热水替您揉揉肩。
二拜慈母您深明大义把儿原谅，
愿天上的星辰为您驱散黑暗风寒。
三拜娘亲我下辈子还把您的女儿做，
咱生生世世世世生生结下这母女缘。

待到打赢疫情阻击战，
祖国上下一片净土都平安。
到那时，我到您坟前长跪拜，
献上我最亲最爱、最尊最敬、最美的

花环。

古稀老人绘制漫画
助力抗“疫”

本报记者 张甜歌

遥祭（京东大鼓）

●赵德明 郭宝艳

千年老槐树 时变见证者
●张德敏

■它山石

■悦读

■风物 固安县举办线上抗“疫”剪纸展

牛年要来到 祝福孤残儿童

新华社郑州1月26日电（记者 桂
娟 史林静） 近日，河南寻“夏”考古
工作取得新进展，河南孟州禹寺遗址发
现虞夏时期城池，年代上限为距今
4000 年左右。此次发现为河南西北地
区首次发现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的城址，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
材料。

禹寺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小虎介绍，
最新发现东西两个并列环壕城池，东边
环壕的北面和东面内侧，发现了夯土墙
基槽。经初步勘探发现，东城、西城大
致呈正方形状布局，面积分别为6万平
方米、2万平方米。根据出土遗迹遗物
以及碳 14 测年数据看，这是虞夏时期
并列的两座城池，年代上限为距今
4000年左右。

河南禹寺遗址发现距今4000年前城池

■曲艺

王
景
堂

疫情无情人有情，防控工作在进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用自己的方法助力疫情防控，有医护人员
冲锋陷阵，连夜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有志愿者奋不顾身，出现在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有热心文艺创作的有识之士，用
自己擅长的方式，弘扬正气，鼓舞斗志。

今年76岁的王景堂是一位文艺爱好者，他热爱绘画，对绘画的创作热情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近日，王景堂
拿起手中的画笔，用艺术的笔触、诙谐幽默的画面描绘人间大爱，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创作三组主题漫画共26幅，为抗

“疫”加油。

■文讯

1月24日，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明明将5条红腰带和50双红袜子打包，
送到廊坊市福利院，由工作人员转交到孤残儿童手中。

王明明说，特殊群体更应得到社会的关爱。牛年到来之际，希望孩子们茁壮
成长，牛年大吉；希望善举将爱的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中，让他们感到社会的
温情。 本报记者 马颖劼 摄

河北加油

坚强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