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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戏曲生活六十年》最初的
书稿，是戏曲曲艺专家包澄洁先生于
201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发给我的。30
余万字，我看到了深夜。隆冬时节，万
籁俱寂，捧着手机盯着屏幕的我，竟毫
无倦意。

“这部回忆录从2013年开始动
笔，写写停停地就到了2018年，我觉
得多是自言自语，但是也还想用我的
经历记录下我所处的时代，或者能给
读者有个参照。”

这是包先生写在书稿前面的话。
他的回忆所及，有许多隐于这个喧嚣
纷繁世界之中、宏大叙事之外的，安静
的、坚韧的、不屈的、有所坚守的，以及
虽然边缘却时时触动人心灵的那些人
和事。这些人，这些事，如静水深流，隐
约可见我们这个历尽磨难的民族的内
在气质，也似能预示着某种未来。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很多，
如学者傅雪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大家都是走
路、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的。我是昆曲课
代表，作为课代表，有傅老师的课时我
要到校门口去迎候，常见一幕至今不
忘。他风尘仆仆地走来，进大门，至楼
道，停住，从皮包中拿出一个信封，从
中拿出一块手帕大小的棉布，擦去一路落在
鞋上的尘土，棉布装回信封，信封放回皮包，
一身干净整洁地走进教室上课，在他的心中
当老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什么是修养？我想
这就是修养，一丝不苟，这是装不出来的。

又如老艺人高玉声夫妇：
第一次去师父家印象深刻。师父与师母

住在东城区迺子府路南一处居民以盲人为主
的院落里，房子一间不到10平方米。我一进
屋师娘就开了灯，说屋里黑给我照照亮。他二
位都是盲人，但家里凡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
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师娘正在给我包饺
子，是茴香馅的，擀皮儿、包饺子，其熟练令我
惊奇。该“坐”煮饺子水了，我说我来弄火，师
娘不让，让我老实地坐着。只见师娘用手在蜂
窝火上一晃，就用夹子把火眼对齐了，手又在
火眼上一晃，检查火眼对好没有。师娘还特别
嘱咐：“凡到家来，不许动任何东西，不用帮
忙，不然你走了，我什么都找不着了。”我惊奇
地看着、体味着盲人的世界，他们盲在眼上，
心中是明亮的。

书稿的主线自然还是包先生自己的经
历：一个闯关东者的后代，由小康之家坠入困
顿，从东北到北平，再到山西，又回北京；为了
生活，考进北京曲艺团，阴差阳错又转入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直至退休。其间他经
历了民国、新中国成立、“反右”运动、剧团从
民营变国营、“四清”运动、“文革”、改革开放
等等。书稿记录的，正是他这一生“说起来简
单，而过程却绝不轻松”的人生历程及细节。
这是大时代中的“那一个”的个人化的独特视
角和轨迹，是鲜活而有温度的个体生命体验。

包先生从个体的视角记录了其所亲历的
北京曲艺团的变迁。他用笔留下了吴长宝、高
玉声、许吉星、王敬葛、魏喜奎、韩德福、高元
钧、良小楼、孙书筠等前辈戏曲、曲艺艺人的
音容笑貌，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曲艺团的
兴盛和衰落，鲜活地展现了那一段历史的细
节，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反思。

书中，他还记述了当年在中国戏曲学院
音乐系的学习经历，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时
的同学及师友。还有他参与的戏曲曲艺界重
大项目：国家级重点项目《中国戏曲志》《中国
曲艺志》。作为编审，他从个人角度和亲历者
感受出发，记录了自己眼中的《中国戏曲志》
的灵魂人物、主编张庚，副主编余从，以及时
称“四条汉子”的薛若琳、周育德、汪效倚、刘
文峰及其他同事等，分享了他们的甘苦和得
失。他还回忆了与研究中国曲艺的美国、加拿
大知名学者石清照、白素贞的交往，具体而生
动，从中可管窥中国传统曲艺在北美地区的
接受与传播。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生过的大部分不是
自己想要的日子，但又是不能不过的日子。尽
管很无奈，还是想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出旧事，

想一想是非曲直，或可感到没白活。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世界上还有那
么多爱你帮助过你的人们。”这是作
者思想的底色。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他被检查出
癌症的前一年。书稿大部分是在病
中完成的，他的认真和执著，为我们
留下了一个绝佳的文本。

初稿的前半部分，有机且紧凑，
到后面渐渐有些松懈了。“回忆”虽
然是比较自由的文体，工作、生活等
等，可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另一
方面，对于“回忆”所承担的自我人
生总结的功用而言，围绕自认为重
要或有意义的事删芜去蔓，是不是
会更好一些？我同包先生谈了对书
稿整体的（包括主线）以及细节的一
些看法，隔了两天，他微信回复：“你
是对的，下半部分我决定重写。”我
说：“给您添麻烦。”他说：“欢迎添麻
烦。”那时他已进入癌症晚期，做了
化疗，正顽强地和病魔做着斗争。

关于书名，也曾有过一番纠结。
原稿书名就叫“回忆”，但这部书稿
我认为已超越了个人回忆，写的是

“那个”时代而又不仅是那个时代。

曲艺是贯串包先生一生的工作，我脑海中首
先蹦出来的书名是“曲艺的荣光”，又加了副
题：“包澄洁从艺六十年自述”。“荣光”本意指
草木的茂盛，事物的兴盛，引申开来，作为形
容词有荣耀、光荣之意。传统的曲艺从繁盛走
向了凋零，而我恰恰想用此书名来表达对传
统曲艺曾经荣光之追述与怀念，对坚守者、对
老艺人，对民族血液滋养的我们的娱乐、消
遣、艺术，乃至心性，在认同基础上的揄扬。但
包先生颇为看重的是他在戏研所编《中国戏
曲志》的那段经历，拿他的话说是“终于活了
一回自己”。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那段时间
虽然并不长，且阴差阳错。他本来要去曲艺所
的，但“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
此同”，这情怀恰如李白这首《乐府·独漉篇》
所述。对包先生，我理解，这是一个曾在时代
的裹挟下飘零无依的知识分子，历尽劫波，终
于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做了自认为有价值
且得到社会认同的工作。最终，书名在共同的
商议中确定了下来。

也是在探讨书名时，包先生对我说：“这
部书稿，也有人劝我在国内更有名的出版社
出。”自顾自地，他接着说：“但我首先想到的
是你。你给我出了《清代曲艺史》，最早看出了
那本书的价值。我们‘想的’是在一起的。”

对我而言，这是一段动情的话。
书稿编完后的2019年3月28日，我开

车“艰难”地穿过东四某条狭窄的胡同去见包
先生，请他最后再看一下。病中的他身体很是
虚弱，但状态很好。那天我们谈了许久，多是
书稿之外的事情。临别时在包先生夫人蔡源
莉老师帮忙下，我们合影留念。

包先生特意嘱托过“写点东西”的，而今
书成终将付梓，絮叨如上，以念斯人。

书林漫步

继《上新了·故宫》等“国潮”综艺后，北京卫
视近日再度推出一档大型园林文化类户外季播
节目《我在颐和园等你》。7月6日，由节目出品方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北京广播电视台、华传文
化，以及制作方春田影视、节目特邀嘉宾等共同
参与的全媒体新闻发布会在颐和园听鹂馆举办。
作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行宫御苑，已有270
年历史的颐和园的此次综艺“首秀”，力图以文化
地标年轻化的设计思路和全新视角，“解锁”中国
古典园林艺术，讲述颐和园的历史价值和文化遗
产，将中华园林之美带给更多观众。

“在展现古典园林美学和历史珍贵理念的
同时，我们希望为公众提供一个新的充满想象、
富含创造与文化探索的空间。”北京市公园管理
中心服务处处长缪祥流表示。在首季节目中，
《我在颐和园等你》采用了新颖的剧情式设计推
进节奏，每期根据不同主题，由“颐和园苏州街
特邀总干事”、演员张国立携手不同嘉宾及业界
设计师，一起深入园林闯关“解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夺宝奇兵”挑战并为园内文创店铺剪彩

“升级”。“网感+游戏”元素的加入，为节目增强
了探索的趣味性和悬念感，文化与文创“破壁”

结合、“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也使电视综艺在
传播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同时，可在更多年轻
观众中引领“国潮”新风尚。北京广播电视台卫
视节目中心主任马宏谈到，北京的历史文化遗
产是古都的一张“金名片”，近年来以此为支点
的一系列文化综艺类节目通过展现中华历史文
脉之深厚，以及现代城市文明和古代都城文化
融合之完美，已成为中国电视彰显文化自信，向
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包容性的一个新
的窗口。

（路斐斐）

《我在颐和园等你》“解密”中华园林美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纪录片《烽火滹沱》以华北地
区石家庄的抗战岁月为时代背景，再现了从抗
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的近20年中，太行山下滹
沱河畔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赤诚英勇、
前仆后继、保家卫国的光辉历史，以充满理性和
温度的讲述重温了那段伟大的征程。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历史讲述。作为一部
总长3集的纪录片，作品在整体构思上却并未停
留于历史事实的简单铺陈连缀，也不满足于仅
通过叙事技法的调度来激发爱国主义的情感共
鸣，而是在《离乡》《亮剑》《家国》三个篇章中，把
抗日救国的炽热同时置放于时间和空间构成的
坐标系中，完成了“石家庄抗战”在地理文化和
民族心理上的追溯与传承，为“燕赵自古多慷慨
悲歌之士”寻到了一条既融合了历史理性又具
人文品格的情感线索，而这条线索也正是滹沱
河千百年来奔涌不息的精神象征。

纵观《烽火滹沱》，在呈现中华民族以身许
国、九死无悔的抗战共同记忆中，纪录片将生动
朴实的民间视角作为叙事策略的首选，普通人
的情感和日常生活成为了进入宏阔历史的微小
切口。在第一集《离乡》中，年过九旬的老兵封清
华回忆了当年参军后的往事，在随晋察冀军区
四分区作战时，他始终带着母亲做的布鞋。硝烟
四起的战争带来了随时降临的伤亡，而70多年
过去了，让这位抗战老兵潸然泪下的却不仅仅
是战争的惨烈，其中还饱含着“烽火连三月”的
战争年代，一个青年对母亲和家乡的深深思念。
这双在背包里背了整整3年的布鞋，不仅让错怪
封清华拿了群众“针线”而眼含热泪的连长哽咽
难言，同时也成为了片中以真挚情感来反衬灾
难、控诉战争的典型意象。

在回顾惨绝人寰的藁城梅花镇惨案时，90
岁的樊月香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和见证人，至今
无法忘记的是8岁时亲眼目睹的“一看街里，满
地的兵”“机关枪嘟嘟嘟，枪子儿嗖嗖”的恐怖与
惊惧，是“有文化”“长得好”“开花店”的父亲惨
死于日军屠刀下的痛彻心扉。在《亮剑》一集中，
纪录片以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陈庄歼灭战、
井陉煤矿破袭战为背景，把叙事焦点放到聂荣
臻元帅战火中收养日本孤女美穗子的故事中，
并将此情节与侵华日军烧杀抢掠亦不放过幼儿
的罪行对比，表现了中华民族和燕赵大地的宽
厚仁德，而其中人道主义闪耀的人性光辉也呼
应滹沱河水的深沉回响。正如聂荣臻写给日军
的信中所言：“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
至仁至义，有始有终。”

作品的民间视角着意突出人物的“普通人”
身份和情感，其视角越是民间化、日常化，战争
的灾难性和毁灭性就越强。《烽火滹沱》选取了
老兵、亲历者、寻访者、守护者等不同人物的角
度，并侧重挖掘普通人情感中平实感人的力量，
在被反复书写的抗战史中找到了一种质朴细腻
却同样坚韧的情怀。在坍圮残破的家园里，在血
淋淋的惨烈屠杀中，无论是平山团“村村挂孝、
户户致哀、兄死弟补、前仆后继”的悲壮，还是以
八十一个“不知道”回答侵略者的八十一颗高贵
的头颅；无论是裹着小脚却毅然背起伤员跑路

的戎冠秀，还是连续激战十余个小时弹尽粮绝
投崖自尽的“挂云山六壮士”……民间视角融合
了英雄主义的光辉与中华民族朴素真实的情
感，完成了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和英雄
史观上的过渡与重合，同时也以极具说服力的

“史证”歌颂了燕赵大地“逢敌必亮剑”的无畏精
神，生动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这一历史规律。

《烽火滹沱》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特
点是对“实证”和“见证”的巧妙处理。在历史纪
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实证”作为重要的“二重
证据法”，主要以史料文献的结合表现历史真
实，突出纪录片在内容方面的史料价值和研究
意义，因此，为观众呈现“真”是历史纪录片的
基本审美追求。在该片中，抗战时期拍摄的真
实影像与来自中、日、美等国家的电文、信函、
录音等文献资料，作为历史学研究角度的“第
二重证据”，保证了石家庄抗战书写的客观真
实和历史理性。

抗战爆发后，时年19岁的刘梦元因父母惨
死于日军毒气下而坚决参军，《晋察冀画报》的
摄影记者沙飞拍下了他选择人生道路的决绝时
刻，使其成为了70年后与抗战老兵刘梦元的自
述相互印证补充的重要资料。在表现抗战爆发
数月后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带来的战略转机
时，纪录片选用了一段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
采访视频，通过被访者的系统研究，把当时中国
共产党人“武器装备差却一直往上开”的民族血
性和战术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片中还援
引了他国的文献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滹沱抗
战的历史真实。在表现东北三省沦陷，华北成为
日军猎食目标时，片中引用了日本驻北平特务
机关长松室孝良在《致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的
原文：“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
注意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华北，诚我帝国之最
好新殖民地。”同样，在纪录河北正定高平村这
个直至日军投降也未被占领过的村庄时，片中
以日本防卫厅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中的描述印
证了地道战的效果：“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
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
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

得知他们挖有地道。”
如果说“实证”是从真实性层面来体现历史

纪录片的伦理价值，那么“见证”则为史诗的讲
述提供了温度。尽管《烽火滹沱》并不像同为抗
战题材纪录片的《我的抗战》一样，以口述史为
主要呈现方式，但作为历史学研究“第三重证
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见证与口述史料
也成为了《烽火滹沱》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来源。
除了见证过残酷战争的封清华、樊月香等老兵
和亲历者的口述外，纪录片还从周保全的女儿
周平、摄影师李君放、聂荣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馆长李化璟、为烈士寻亲的高文元等人的视角，
把70年的时间距离进行并置和对比，在战争与
和平的互文语境中完成了当代人对历史的口述
和见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口述仍然发生在
滹沱河畔，这样的见证成为一种滹沱精神的传
递和继承，与70年前手无寸铁、顽强抗敌的壮
怀激烈遥相呼应，成为母亲河赋予石家庄人最
为深沉凝重的民族使命。对曾任高平村民兵队
长的抗战老兵周平而言，父亲晚年时总在“枕头
底下放一把小刀子”的生活习惯，比任何语言都
更加深刻地勾勒出了战争给人留下的烙印伤
痕；而抗战老兵的后代、多年来为老兵拍照片的
摄影师李君放，则在200多个老兵的暮年影像
中完成了其对滹沱河红色记忆的集结。李君放
的三爷爷、五爷爷都是抗战老兵，而他所拍的这
些照片又再一次成为了传承精神的信物，无声
地承担起了讲述历史的使命；已经86岁高龄的
李化璟，退休后主动在聂荣臻指挥部旧址纪念
馆看护讲解，支持他十数年如一日的力量正是
对滹沱英雄精神的敬畏和守护。

应该说，《烽火滹沱》的艺术呈现见人见
事、点面互彰，既尊重了历史真实的法则，又没
有局限于史料的单一。在滹沱河的抗战记忆
中，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基于地域文化的家乡情
怀与爱国精神成为贯穿全片的精神线索，而历
史实证与见证的均衡又促成了本片历史性和
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母亲河宏阔温润、坚韧不
拔，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从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直延续到和平幸福的当下，也必将传承给充
满希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