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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春秋鲁艺春秋》：》：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鲁艺精神弘扬鲁艺精神
□□胡孟胡孟祥祥

第一乐章 聚焦韩起祥

韩起祥出身贫寒，他 3岁失明，6岁要饭，12岁给地主扛活，13岁拜师学艺，过着流

落街头的卖艺生涯。直到他 30岁时结识了贺敬之，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才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个盲说书艺人由目不识丁到创作长篇巨制；由流落街头到声名远扬；由看不见、

摸不着周围的一切到悟得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烟云，从而以他那并不响亮的嗓子和

并不精致的三弦，唱响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而传奇的艺

术人生啊！韩起祥人生的幻灭与追求、奉献与索取、失败与成功、命运与机遇、光明与

黑暗折射出其人生经验及我党领导文艺工作者的辉煌历程，他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

真实写照。

韩起祥是在陕甘宁解放区新说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说书英雄”，笔者是在进行

“解放区说唱文学调查”的过程中结识韩起祥的。1987年，笔者为撰写《韩起祥评传》，

曾两下延安，三进京城，对韩起祥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1989年 9月，时逢新中国成立

40周年之际，《韩起祥评传》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了首发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习仲勋同志到会祝贺。之后，他又亲笔为该书题词：民间艺术家的一代典范。题

词的意义在哪里呢？经过不断的感悟，其认知有三：

一、树立学习榜样。一个流落街头的盲艺人，竟然成为誉满陕甘宁解放区的“说书

英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还请他去说书。新中国成立后，韩起祥还受到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接见。他先后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全国政

协委员等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韩起祥。”这是韩起祥常说的一句话。是党的光辉照在了韩

起祥的心坎上，才使这位盲说书艺人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他还说:“《讲话》是盏长明

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韩起祥从艺长达半个多世纪，始终活跃在广大人民

群众之间。他足迹踏遍 21个省市，行程数万公里，创作编演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他把

党的温暖送到田间、地头，满腔热忱地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韩起祥不仅影响了成千

上万的民间说唱艺术家，还影响带动了一批“文化人”加入到说唱艺术行列。这种“韩

起祥效应”轰动了整个文艺界，他的功绩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广大人民群众都给予了盛

情赞誉，其中最荣光的赞誉就数习仲勋同志的题词，“民间艺术家的一代典范”。

韩起祥扎根陕北的黄土地，兴起于陕甘宁解放区的新说书运动，发展于社会主义

新时期。他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身，成为人民性、革命性和

现实性最具代表性的人民艺术家之一。进入新时代，崇尚楷模，建功立业，追逐梦想，

已成为社会文明的新时尚，这与“一代典范”学习不谋而合。

二、契合《讲话》精神。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心问题就

是“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讲话》开宗明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

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

产阶级这方面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中心问题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韩起祥是一位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就活在当下。看延安鲁艺文化园的“韩起祥

馆”，观屹立在延安新区的“延安曲艺馆”，探寻横山的“韩起祥旧居”，韩起祥的故事至

今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2018年，在春节团拜会上演的一曲《看今朝》，响彻人民大会

堂，这一传承与创新，正是在两个《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使陕北说书重放光彩。

三、引领创作导向。文学艺术家写什么，怎样写，不仅是一个感情问题，还是一个

导向问题。韩起祥是一面旗帜。自 1987年始，我三次为韩起祥立传。一是撰写了《韩

起祥评传》，二是撰写了《聚焦韩起祥》，三是撰写了《人民艺术家韩起祥》。为韩起祥立

传，就是践行“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弹唱韩起祥》是这样写的：

陕北有个韩起祥，

身背三弦唱八方。

一唱歌颂毛主席，

二唱感谢共产党。

三唱《讲话》是明灯，

四唱道路宽又长。

五唱社会主义好，

六唱国泰民安康。

七唱刘巧得团圆，

八唱下乡杨老庄。

九唱陕北黄土地，

十唱延安好风光。

三弦围着宝塔转，

小曲伴着延河淌。

唱不完的说书人，

一代典范有书香。

《人民艺术家韩起祥》篇目

第一章 童年身世
死亡线上

沿街乞讨

盲娃扛活

拜师学艺

第二章 漂泊路上
卖妹上吊

逃难山西

结拜兄弟

喜逢巧玲

偶遇志丹

第三章 初露锋芒
智贴传单

伪装算命

驱吴反奸

定居延安

第四章 广交艺友
编演新书

参加文协

唱独角戏

随“文化人”下乡

第五章 多产作家
寓教于乐的《张家庄祁雨》

耐人寻味的《张王兰参加选举会》

传遍全国的《刘巧团圆》

一篇动人的弹唱《王丕勤走南路》

第六章 特殊战斗
以弦代枪

新闻广播员

训练班上

一场对台戏

前线劳军

第七章 声名远震
为毛主席说书

给朱总司令弹唱

一群街头诗人

党报廿一次登大名

第八章 奋进不已
严峻的考验

建立创作基地

改造杨老庄

攀登文化山

第九章 翻身道情
弹唱“小翻身”

讴歌“大翻身”

一篇“回乡记”

几首“抒情曲”

第十章 三弦风流
身背三弦串陕北

车轮滚滚万里行

会晤外国学者

第十一章 “文革”磨难
一条硬汉

哭笑声中

第十二章 暮年雄心
如愿以偿

十进京城

答作者问

第十三章 感悟人生
改造说书

撂不下陕北的土疙瘩

《讲话》是盏长明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韩起祥

第十四章 历史功绩
扎根民间的传统文化

说新唱新的革命文化

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功不可没的“韩起祥效应”

第十五章 文化遗产
韩起祥与延安大学

贺敬之与韩起祥

《韩起祥评传》出版

大师们的留言

怀念恩师

乡音萦绕大会堂

文化园里的“韩起祥馆”

第十六章 回望延安
延安赴邀

晚来的考证——习仲勋与韩起祥

第二乐章 结交鲁艺人

鲁艺的旗帜照亮了革命文艺的前程，同时还启迪了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参加总人数为 106人，而鲁艺人就多达 59
人，占了总人数的大半。由此可见，鲁艺的地位及影响。一大批鲁艺人迎着抗日的烽

火从延安出发，走向解放区，走向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新时代。“大鲁艺”的思想光环

至今仍照耀着文坛。

“一国两制”，港澳回归祖国的伟大庆典，为“中国梦 百年潮”的中华民族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华章。

1990年 4月 4日，当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之时，人民大会堂响起了雷鸣

般的掌声，此时，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诗人梁上泉心潮澎湃，即兴赋诗一首《啊！紫荆

花》。很快，该诗在报刊上发表。就是这首诗引领我进行了一次长达 8年的“情系港澳

神州万里行”文化活动。“八载春秋千日功 万里江山一路通”。一大批文化人参与其

中，其中的鲁艺人是：贺敬之、艾青、吕骥、张庚、周巍峙、陈荒煤、严文井、李焕之、王朝

闻、胡一川、阿甲、古元、罗工柳、彥涵、柯蓝、莫朴、卞之琳、公木、陈强、王昆、马烽、西

戎、孙谦、李琦、蔡若虹、秦兆阳、蔡其矫、钟灵、时乐濛、力群、颜一烟、冯牧、吴劳、陈因、

华君武、欧阳山尊等。延安时期的老先生是：光未然、欧阳山、草明、荣高棠、刘白羽、徐

肖冰、侯波、魏巍、吴印咸等。还有文化艺术大师曹禺、冰心、臧克家、赵朴初、季羡林、

任继愈、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陈大羽、何海霞、田世光、赖少其、蔡尚思、吴良镛、乔

羽等。先生们或题词，或作画，或赋诗，或签名，表现了极大的爱国情怀。可以说这是

一次“大鲁艺”的文化艺术盛宴。四大艺术系列（即“百家影像墨宝题书系列”“名家扇

画书法系列”“名家肖像邮封题签系列”“名家题词楹联系列”），形成了洋洋大观的艺术

长廊。小则如别开生面的大师肖像邮封，大则如五个丈二匹宣纸的书法长卷《龙腾九

霄》，以及巨幅国画《紫荆花开》《荷花向阳》等。

“踏遍神州圆一梦”，记下了一个炎黄子孙的情怀：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一个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民意，

珍藏心声；

收集期盼，

珍藏憧憬；

收集金光大道，

珍藏通往胜利的征程。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一个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长城，

珍藏雄风；

收集黄河，

珍藏腾龙;

收集敦煌之光，

珍藏中华民族的文明。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圆了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彩霞，

珍藏长虹；

收集日月，

珍藏群星；

收集花好月圆，

珍藏港澳回归的国荣！

一幅“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大地图，留下了 200余位大师名家的亲笔题签，盖满

了全国各地的邮戳近百枚，它是“百年沧桑 永恒纪念”的历史见证。八年风雨路，一颗

赤子心。神州大地的一片家园啊，奏响了“爱国一家亲”的时代乐章。而《龙腾九霄》的

书法艺术长卷，则预示着盛世中华的崛起与复兴。

“家事国事天下事 港情澳情海峡情”，是高占祥先生题写在《海峡情》地理图卷上

的联句。此图诞生于万里行途中。最早开笔的是鲁艺人罗工柳先生，那年罗老年近八

旬。先生题书：“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海峡情神州世纪行”。其后签名的是廖汉生、

雷洁琼、季羡林、侯仁之、张岱年、罗哲文、尹瘦石、浩然、谢添、梁上泉、沙更世、石祥、牛

汉、李铎、白庚胜、张立文、刘兰芳、徐沛东、瞿弦和、王文章、唐晓峰、赵铁信、常祥霖、张

立辰等先生。“海峡情”地理图上的邮票，形成了一组画面：

鸢都的风筝飞起来，

西域的使者过天山。

巍巍长城万里峰，

滔滔三峡浪卷帆。

南方吹来三亚的风，

紫荆花开伴彩莲。

青藏雪域云贵川啊，

敦煌壁画武陵源。

草原的奔马西湖的柳，

海峡两岸一片天。

围绕着宝岛尽情地写，那里有季羡林的手迹，雷洁琼的签名，高占祥的题词，罗工

柳的思念。还有抗战八年的廖汉生，出演《卢沟桥》的谢添；话说《岳飞传》的刘兰芳，撰

写《金光大道》的浩然。那里有徐沛东的歌曲，瞿弦和的讲演。那里有梁上泉的《啊，紫

荆花！》，张立辰的荷花瓣。那里有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众

星依北斗啊，大海纳百川。“家事国事天下事”，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港情澳情海峡情”，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情感。同胞一家亲啊，咫尺天涯水相连。中国的版图上有我们共同

的印记，家中的族谱里有我们共同的祖先。打开史册仔细看，“四书”“五经”是我们共

同的宝典。李白、杜甫、白居易，中华唱和有屈原。沿着《徐霞客游记》走下去，神州大

地是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从“诸子百家”走来，踏着大唐盛世的鼓点。戈壁驼铃波万

里啊，郑和西洋驶航船。开放的中华古到今，昂首的五岳望台湾。大写的“中华”不分

家，铁打的“汉字”砸更坚。同胞骨肉情啊，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站起来

——我们共写一个“龙”字；挽起手—— 我们一字排开肩并肩。血浓于水见天亲啊，海

峡两岸有诗篇：

日月潭映照故乡的月，

西子湖映照宝岛的帆。

大陆的和风吹过去，

宝岛的细雨洒江边。

金门的渡口厦门的岸啊，

水水相通船相牵。

中国人民十四亿，

好一个大国风范！

大国风范！

正气凛然报国志，

古有岳飞花木兰。

抗日将领张自忠，

血染战衣抗敌顽。

民族大义书青史，

“还我河山”写千年。

中华一统《正气歌》，

响彻神州荡九天。

两岸隔离七十载啊，

鸿雁传书几日还？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

着办。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

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一句句“金句”暖民心，一句句话语让人震撼。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必

团圆！

第三乐章 走读梁家河

梁家河，彩梦圆，

一座驼峰亮高原。

驼峰连接延河水，

驼峰连接宝塔山。

梁家河，彩梦圆，

一座驼峰亮高原。

驼峰连接丝绸路，

驼峰连接乾坤湾。

啊——

站在巅峰歌放远，

万杆红旗迎风船……

这首《梁家河之歌》，伴随了作者5个年头，5年来记下了我心中“梁家河”的华章。

梁家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不断地走读与感悟，逐渐意识到梁家河是个

“大鲁艺”。

梁家河的生活是艰苦的，正因为艰苦，才使年轻的习近平懂得了什么是农村，什么

是农民，什么是农业。这种“三农情结”就来自梁家河。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真

正深入农村，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国情。在梁家河，习近平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很多

书籍都是在下乡时读到的：

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

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学校的，

同去的还有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有些学生有点家学渊源。我们

都是背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

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

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

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想想看，梁家河竟成了“读书、修身”的一所大学堂。

梁家河收获着希望和信念。在写作《走读梁家河》的过程中，我拜读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首词两篇文章：一首词是《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两篇文章一是《忆大

山》，再一篇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词说的是什么叫“人民公仆”，第一篇文说的是

什么叫“人文情怀”，第二篇说的是什么叫“革命信念”。信念—— 公仆——情怀，这

组作品思想性强，文风朴实，格调清新，给人以亲切之感。语言的魅力来自博大精

深的思想境界与情感世界，这同样得益于梁家河 7年的生活磨炼。习近平总书记

说得明白：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是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

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

受益于此。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

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不忘梁家河的初心。2015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美国西雅图的演讲

中，第一次把梁家河介绍给大洋彼岸：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

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

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

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

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

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朋友，当你读到这段文字时有何感受呢？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最大的愿望，就是让

梁家河的众乡亲能“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让老百姓“饱餐一顿肉”与当今

的精准扶贫二者有何关联呢？这种关联就是不忘初心，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够过上

幸福的好日子。因此，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样蕴藏在梁家河的深山大梁之中。

不忘初心，因为这个“初心”，就是坚定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把这

一宗旨贯彻到文艺思想的层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不仅解决了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所以说，“大鲁艺”的文艺思想同

样能在梁家河找到答案。

笔者采用诗、书、画、印、摄影、集邮、文论、砖雕、瓦当、雕塑等文学艺术样式，多侧

面地来展现“梁家河是个‘大鲁艺’”的主题思想。

北京大学教授、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先生在《新订人文地理随笔》一书中谈道：“文

明发生时，要找一个地方。文明的发生到底在哪里？文明的发展壮大又先后朝着哪

些地理方向？文明的地盘又是如何向四面步步壮大？这些都需要做‘断地’研究。”

《鲁艺春秋》梁家河，就是对“梁家河是个‘大鲁艺’”的命题最好的注释。正是：

梁家河啊乾坤湾，

富平延安宝塔山。

十四亿人民的领路人啊，

从这里起步天地宽。

要问此路有多长？

连接黄浦嘉兴的船。

不忘初心啊，

梁家河的驼峰来作证；

继续前进啊，

梁家河的大路是起点。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

星光伴着月光闪。

是惦念受灾的群众？

是挂牵精准扶贫的方案？

是惦念“五位一体”的实施？

是挂牵“四个全面”的进展？

八闽大地一片情啊，

足迹点点撒江南。

湘西赣皖留身影，

一路南下云贵川。

黑龙江畔的岗哨啊，

新疆青藏的高原。

宁夏晋陕齐鲁豫，

长城内外到天边……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奏凯旋……

“长风破浪会有时”啊，

万里宏图万里帆！

梁家河是个“大鲁艺”，

深山大梁有诗篇……

朋友，要知什么是中国

梦，不妨到梁家河走一走，看

一看。

《鲁艺春秋》内藏一座不

设边墙的“鲁艺春秋文博馆”，

一直屹立在作者的心头。

（摘自《鲁艺春秋》，胡孟
祥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
年11月出版）

在革命圣地延安，有三个文化现象引世人瞩目，一是延安鲁

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二是韩起祥，三是梁家河。

作者用艺术的架构把三者串在一起，合力打造了《鲁艺春秋》（《聚

焦韩起祥》《结交鲁艺人》《走读梁家河》），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时间是历史的长河。只要是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总会在

大浪淘沙中显现其真容。

——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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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胡孟祥在“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途中特请古元先生作水彩画《雁归来》

《鲁艺春秋》出版前后，受到多方的热情支持。贺敬之、梁上泉先生为

之题词，高占祥先生为之作序，吴文科先生为第一乐章《聚焦韩起祥》撰写

了序言，石祥先生为第二乐章《结交鲁艺人》撰写了读后感，李秋明先生撰

写了跋文，何建明先生对文稿给予了推荐，贺绍俊、张立文、周国桢、瞿弦

和、李春雷、张洪、司敬雪、周喜俊、康志刚等先生给予点评，节选部分内容

如下：

高占祥：1989年 9月 29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40周年前夕，我邀请时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出席了在京举行的《韩起祥评传》

的新书首发式。首发式过后，老领导还亲笔为《韩起祥评传》一书题字“民

间艺术家的一代典范”。题字既褒奖了韩起祥，又首肯鼓励了作者。此

后，我又为作者编著的文集、画集作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四

次为作者作序了。为什么我多次把作者介绍给大家呢？因为他崇尚“一

勤天下无难事”，践行“匠人匠心走文化”。别小看“匠人匠心”，朱光潜先

生说过：“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诗人与匠人的完

美结合，成就了成千上万的艺术家。

作者既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美术家、陶艺家与收

藏家。他还是一位有思想、有建树的评论家，《“彩梦文化”在中国》就是例

证(该文刊载2014年9月间《中国艺术报》与《中国文化报》)。
《“彩梦文化”在中国》闪现着一颗火热的中国心。胡孟祥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热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这种真诚的爱，才使

他与“彩梦文化”结缘：

回首往事忆当年，一九八九喜结缘。

今日彩梦风送暖，延川连接渤海湾。

托迎平福万里路，一条大道放眼观。

登高意圆中国梦，宏图伟业岁岁添。

这首七言诗，就产生在作者六下梁家河采风的途中。近年来，作者完成了一部力作

《鲁艺春秋》，续写着他的“彩梦文化”。这是一部具有闪光点的文学艺术专著。说它具

有“闪光点”，就在于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延安鲁艺始建于 1938年 4月 10日，是在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的直接领导下，创建

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培养了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文学艺术大师，在我国新文化史、

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实践证明，鲁艺的方向就是革命文艺的方向。这是一笔极其

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鲁艺精神，成为《鲁艺春秋》的一大亮

点。本书通过《聚焦韩起祥》《结交鲁艺人》《走读梁家河》，把一个新时代的“大鲁艺”呈

现在读者面前。

《鲁艺春秋》是一个大命题、大概念，因为它连接着时代的风云，历史的变迁，其中涵

盖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思想内涵，

体现着坚定的政治方向。作者践行《讲话》精神，通过几十年的不断行走，走进了当今的

“大鲁艺”。

在胡孟祥看来，《鲁艺春秋》属于中国梦里的“彩梦文化”，而“彩梦文化”就来自于

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述：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

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

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三个“共同享有”，诠释着“彩梦文化”的理论依据。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为

“彩梦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者一边学，一边做，力求在实践中获得真知。什

么叫“四个意识”？我觉得文艺工作者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向核心看齐，用自己的作

品站出来说话，站出来坚持“四个自信”，这就是《鲁艺春秋》给我们的启示。

——2019年3月《鲁艺春秋》代序

吴文科：胡孟祥先生是一位富有情怀的文化学者，更是现代红色曲艺研究的热心

人。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他就撰写发表了许多研究苏区和解放区曲艺的专门文章，如

《瞿秋白与曲艺》《老舍与山药蛋》《蜚声诗坛的优秀曲艺家王亚平》《“板人”栾少山》《抗

战“武老二”杨星华》《艺人功臣沈冠英》《延安时期的“四大鼓”》《从赵树理的说唱文学看

“雅俗共赏”》等。还发表了《近代革命中的说唱文学》等论文。同时，组织编写和出版了

一套“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其中包括他自己撰写的《韩起祥评传》及选编的《解放区

说唱文学作品选》（上、中、下三卷）。

与任何兴趣及情怀的养成都有着一定的因缘一样，胡孟祥的红色文化情怀及曲艺

研究兴趣，与他的成长环境和人生际遇密切相关。胡孟祥祖籍山东临清，其出生地后来

划归临近的河北临西。那里的曲艺活动十分活跃，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就迷上了曲

艺，12岁即学习木板大鼓，15岁考取了临清市文工团，并曾以一曲《老两口逛临清》登上

省城山东大剧院的大舞台，获得了 1959年山东省跃进歌舞汇演的优秀奖。之后，他进

入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歌舞团，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近 10年。20世纪 80年代初期，

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进修学习期间，选修了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并

在研究民间文学及曲艺的李万鹏先生的指点下，开展现代说唱文学的研究，后将目标主

要锁定在苏区和解放区的红色曲艺。也正是由于要研究解放区的红色曲艺，他便在当

年走访和结识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红色文化人和曲艺艺术家，尤其是延安鲁迅艺术学

院（简称“鲁艺”）的诸多前贤，以及王亚平、何迟、韩起祥等先生。

正是这种对于曲艺的艺术爱好，埋下了胡孟祥后来从事曲艺研究的人生伏笔；也正

是这种研究红色曲艺的独特经历，形成了他长期关注革命文艺的文化情结。于是，在研

究红色曲艺的同时，他还拓展研究相关的红色文化及其文化人，并且试图在红色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之间，钩沉岁月的遗迹，揭示时代的肌理，抉发历史的必然，展现自己的思

考。为此，他不仅编写出版了《我与大师》和《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术集》等著述，

而且在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又推出了《鲁艺春秋》三部曲——《聚焦韩起祥》《结交鲁

艺人》和《走读梁家河》。就像作者所说，《鲁艺春秋》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纯粹学术著

述，而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只不过，这部“纪实文学”不是一般文学创作意义上的“纪

实创作”，而是特殊文化思考意义上的“纪实叙说”。全部书写从《聚焦韩起祥》中由

1983年进行“解放区说唱文学调查”的自叙开篇，经过《结交鲁艺人》的种种岁月回溯，

一直到《走读梁家河》的“齐鲁青未了”结尾，共 3章 45节，述说与思考的时空，前后跨越

了作者大半生。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试图通过这种思考和书写，“揭示文艺发展在

历史与现实、生活与创作、理论与实践、艺术与思想诸方面的内在统一规律”，从而在诸

般思考中，承续“鲁艺”竭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红色基因，弘扬“鲁艺”注重曲艺等民间艺

术的文化立场与精神传统。

韩起祥是一部书，是一部镌刻在中国曲艺史上的大书。

——2019年5月《聚焦韩起祥》序

石祥：胡孟祥几十年艰苦跋涉，一天天辛勤耕耘。他当过兵、做过工、编过报、著过

书，是一个来自最基层的普通文化人。他是小人物做大事，执著、勤奋、开拓、创新。想

想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他 1990年进行“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超前的创举，“孟

祥”成真。他知道他是谁，依靠谁，为了谁。

他是一位有坚定文化自信的追梦人。

“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定是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019年8月阅读《结交鲁艺人》感怀

贺绍俊：胡孟祥对鲁艺和革命文艺怀有深厚的敬仰和爱慕之情，本书就是这一感情

的结晶，胡孟祥将自己融入了鲁艺和革命文艺的历史中，本书见证了这一点。因此，这

也是一本个人化的鲁艺文献史。

——2020年12月为《鲁艺春秋》点评

胡孟祥：《鲁艺春秋》三部曲，前后呼应，相辅相成。如果把《鲁艺春秋》喻为一棵树，

《聚焦韩起祥》是根，《结交鲁艺人》是枝，《走读梁家河》是果，是陕北高原的黄土地和延

河水，培育浇灌了它。

《鲁艺春秋》不是在写历史，也不是在做纯粹的学术研究，作者是在走近“大鲁艺”的

过程中，去探视、发现韩起祥、鲁艺人、梁家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换言之，

它是通过作者多年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及文化创意，呈现一个当今的“大鲁艺”。当今的

“大鲁艺”是在两个《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所取得的新成果。它揭示了理论与实践、历史

与现实、生活与创作、思想与艺术的相统一，同时也展现了大师与作者、领袖与群众的和

合相亲，进而，使作品凸显了“时代叙事”的鲜明特征。

——2019年3月《鲁艺春秋》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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