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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孔孟的故乡，这里有一位具有

深厚儒家文化底蕴的作家，他就是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杨义堂，近年来他出版了《大

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北游记：苏禄

王传》等多部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

篇历史文学作品，成效斐然，在当代作家

中特色鲜明，十分难得。最近读到杨义堂

的《千古家训》，我感觉这部作品非常有特

点、有价值，是一部值得我们关注讨论的

好作品。我有两点很深的感受。

第一，这是一部题材特别、富有时代

意义主题的有为之作。有为的文学，应该

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会与人的精神

建设。《千古家训》的写作类型是一种历史

非虚构写作，历史写作其终极意义要在历

史和现实之间建构一种有价值的对话关

系。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说

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深意就指

向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关联。家训文化是中

华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与国

紧密关联。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由此可见修身齐家的重要。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讲话中有不少新的思想。他

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创”“两个

结合”就跟这部《千古家训》的主题有关，

所以我认为杨义堂的这部《千古家训》是

很有价值的，其主题意义就在这里。家训

与家风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非常

重要、极其宝贵的部分。《颜氏家训》是中

国古代家训中最为珍贵的一种。杨义堂的

《千古家训》以此作为作品写作的本事，这

是一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

之作。作品通过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

风文化，旨在作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建构，作用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建设。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家也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家，人类的基本价值才会具

有它坚实的逻辑基础。我们从这些视角来

阅读《千古家训》，就会充分感知理解作品

所具有的“有为”意义。

第二，这是一部基于专业叙事、丰富

饱满的文学书写，其文学的价值是不言而

喻的。历史书写有种种方式，而其中的文

学书写的价值是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文学能通过真实而

具有美感的叙事，感动人心，召唤共情，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千古家训》作为历史非虚构写作，其前提是历史真实。这里

有一个尊重历史逻辑的基本要求。所谓基于专业，也就是基

于历史的真实，尊重历史的大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

要的历史人物不能胡编乱造，没有底线地虚构，作者遵守了

这一写作的基本规范。首先，这得益于作者丰富的历史非虚

构写作经验。此前，杨义堂已有多部成功的历史文学作品的

写作，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作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其

次，他大学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曾经是济宁市文物局的

副局长，现在是济宁市政协文史工作室主任，是一个涉古的

岗位。这种特定的学历和经历作用于文学写作，就有可能在

历史非虚构写作中独擅其长，有所作为。再次，杨义堂先生写

作这部作品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案头工作，进行了很多研究，

而且“潜入”到颜子后裔的文化研究会去熟悉颜氏家族的历

史，了解他们家族的传承情况。他为这部作品的写作做了大

量的专业准备。南北朝的历史波谲云诡，在中华文化历史上

自有独具价值的文化创造。颜之推尽管声名并不显赫，但他

是那一时代的见证者和独特文化的创造者，是一个具有传奇

色彩的历史人物。杨义堂先生把颜氏家族的历史、颜之推个

人的人生行旅和命运同那个时代大的历史作了有机地交融，

浑然一体。作品对芜杂历史的叙事清晰有致，再现出那样一

段历史的场景和氛围，塑造了以颜之推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

的形象。作品的语言也非常好，生动、有情、有味，具有较强的

表现力，体现出作者中文专业出身的文学功底。作者在处理

历史叙事时，既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又不拘泥于历史，能

够根据历史的逻辑、人物性格、特定处境，展开必要的想象。

这样的想象使作品的叙事得以丰富，并且由此创造出了文学

性。正因为这样，才使《千古家训》成为历史与文学相融兼得

相映成趣的一部优秀作品。

这部书题目叫《千古家训》，整部作品叙述了千年家训生

成的一个背景，这里面有人物对历史的观察与体悟、对自己

人生的省思和体会等。读者读了精彩的人物和故事，自然很

想看看完整的《颜氏家训》。跨越千年时空的两部家训作品，

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也是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两

个结合”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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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富集区。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东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

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

条件。近年来，山东省作家协会和山东的作家们致力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优秀传统

文化走进新时代，为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创造齐鲁文学样

板。山东作家杨义堂正是这样一位扎根齐鲁文化、践行文

化“两创”的“文学鲁军”的优秀代表。

杨义堂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孔孟故里，从事的工作都和

孔孟文化有关，他也从这片圣贤生活的热土中汲取丰厚的

营养，形成了扎实的文史功底和仁德的儒家情怀，“春江水

暖鸭先知”，受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的感染，他

潜心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反映孔府末代生活的《大孔

府》、再现明代治理大运河的《大运河》、挖掘800年鲁国史

的《鲁国春秋》、描写600年前菲律宾苏禄群岛王爷来大明

的《北游记：苏禄王传》等一批展示中华文化凝聚力的好作

品，创造了厚重历史文学作品的风格，在当代作家中特色

鲜明，获得了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和山东省文艺精品工

程等一系列奖项，被誉为“孔孟之乡的作家”。

杨义堂的《千古家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家

训的重要讲话而创作，讲的是被誉为“历代家训之祖”的

《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的家族史和曲折人生历程的故事，

这个家族一直传承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

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颜之推的29代祖先颜含

曾经立有家规：“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告诫

子孙不做高官，婚姻不依附权贵。颜之推历经了梁朝、西

魏、北齐、北周和隋朝，“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在

国家灭亡的时候，江南的贵族因为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只

能葬身沟壑，而颜之推不仅能保存自身和家庭，在北齐还

担任黄门侍郎，建立文林馆，组织大批文人编修《修文殿御

览》，实现了自己保存华夏文脉的愿望，显示了中华文化和

儒家思想顽强的生命力。杨义堂的《千古家训》再现了颜

之推一生跌宕起伏的生活、命运和感悟，真是十分神奇，被

专家们誉为和《颜氏家训》相媲美相印证，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两创”“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时代

意义。

《千古家训》是围绕着主人公颜之推的曲折命运展开

的，而他在多个王朝生活过，还都在皇帝身边担任编书的

官员，那个时候，南方是梁朝，北方则是西魏、东魏，属于三

国混战，后来南方变成陈国，北方又变成北齐、北周，也是

三国混战，从颜之推的经历中，也展示了动荡时代的历史

风云、人物命运和生活百态，有的专家说这是一部《后三

国演义》。书中反映了江南贵族的腐化生活、北方鲜卑族

人的豪放生活，都写得很细致，很真实，这种忠于历史、还

原生活的写作方式，是值得赞扬的。颜之推是一位文学

家，书中还写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流变，最初江南的文人

都写艳丽无骨的“宫体”五言诗，这些文人到了北方之后，

受苦难生活和大漠风云的浸染，风格大变，他们开始写

七言长诗，又为盛唐七言诗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可以

说，这部作品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是山东优秀文学作品的

代表作。

通过这部作品还能看到杨义堂创作的一个特点，那就

是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风格，是中国文学本体的回归，杨

义堂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读大学中文系时也曾热衷于

意识流等西方文学流派，但是，在他写历史传记题材报告

文学的时候，发现还是《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等中国传

统文学风格适合讲中国故事，杨义堂在写作中注重人物性

格的刻画、故事的跌宕起伏和场景的渲染，让人读起来不

忍心放手，书中写的颜之推偷偷带着妻子和幼儿闯关、夜

游黄河七百里的惊心动魄的场景，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

的印象，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魅力吧。

希望杨义堂继续保持这种风格，也希望山东文学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中担当更大

的作为，让中国当代文坛有更多的齐鲁风、山东派、中

华魂。

2014年，我们家被评为“首届全国书香之家”。但是，我们

一直纠结于文化传承问题：如何将优良的家风传承下去？究竟

能传承几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怀着忐忑的心态。直到读

了杨义堂的《千古家训》，我们异常兴奋，似乎找到了开门的钥

匙、治病的良方。

通览全书，我们认为何建明先生的序言对该书概括得相

当准确，他总结道：一、这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好故事；二、这是

一个中国历史的好故事；三、这是一个探讨中华文化复兴的好

故事。他说，“今天，故国文明再一次迎来了复兴的春天，我们

回味从南北朝的至暗时刻到隋唐光复的一段历史，看看先贤

在风雨中的坚守，听听他们痛彻心扉的呼唤，怦然心动。”

构建中华民族的家训文化

《千古家训》成功地使人们重新认识《颜氏家训》，为构建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的家训文化做足了功课，提供

了依据。由于历史的隔膜，今天许多人不知道《颜氏家训》，更

不知道颜之推，甚至有人认为《颜氏家训》是颜回的著作，误把

颜之推认作介子推。面对这种现实，作为历史文化工作者的杨

义堂先生主动担当起了这一历史责任写出了《千古家训》。

作者并不是逐句逐字地解释《颜氏家训》的训词，而是通

过叙述颜之推经历三次亡国、九死一生、肝肠寸断的苦难人

生，向我们展示了《颜氏家训》在社会变迁、人生周折中自然

生成的历史过程，也让我们想起那句歌词“历经苦难痴心不

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颜氏家训》共20篇，19000多字，涉

及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说是一部家教

大全，旨在让子孙后代经受教育，懂得自律，成为有家国担

当的人。

解读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生动

所谓“包浆”，大抵是器物经年历久，把玩摩挲，土埋水浸，

于表面留痕形成的一层天然的岁月光泽。报告文学作家不是

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是让历史上那些大师们留下的东西生

动起来，鲜活起来，让这些历史元素加入到现实的生活中，服

务于今天的社会进程。19000多字的《颜氏家训》被杨义堂掰

开揉搓，挖掘联系、赏玩摩挲成近30万字的《千古家训》。这中

间的“包浆”有多深厚？色彩有多浓烈？历史的光泽有多耀眼？

这就是报告文学作家把握历史的独到之处。

杨义堂解读《颜氏家训》是从历史的深刻性、丰富性和鲜

活性入手的，他将宏大的历史背景、历史变迁的细微末节、丰

富的历史知识、众多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故事以及传统民间

文化信手拈来，尽收其中：永嘉之乱、神州陆沉、衣冠南渡、玉

台新咏、侯景之乱、丝棉堵耳、呼卢喝雉、徐娘半老……南北朝

的历史在我们面前生动起来，鲜活起来，使人读之爱不释手，

为我们增加了诸多传统文化知识，让我们饱览了1500年前那

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还让我们懂得了要想子孙正自身必

先正的道理。

还应该提及的是，该作在历史线索的清晰性和历史画面

的丰富性上，也达到当代历史文学的高标准，可以说无愧于他

的职业身份。这与一些文学创作淡化历史背景、模糊时代性的

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模糊性给人产生的阅读印象是不确定

性，是游戏性，故事可能很生动，但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无关。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拟古化

报告文学必须真实，这是报告文学的底线，但从理论上

讲，绝对真实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活生生的现实变成语言符

号后，报告文学本身已变成了抽象的符号系统。报告文学必须

真实，但又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这就为报告文学的“文学创

作”留下了合理想象空间。

这就牵涉到《千古家训》中大量的拟古化描写。我们无法

回到1500年前，作者也无法回到1500年前，所有的历史典籍

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历史理性，要写出历史的鲜活性、生动性就

必须依靠借助于拟古化描写，即将现实生活丰富性的某些情

节拟古化为历史生活的可能性，让古代生活丰富、生动、可感

起来。

例如作品中的荆州城外遥烧祭祖的场景：先是讲用“火媒

引燃”，继而“一阵风吹来，火和纸灰打着旋儿飞了起来，还在

父亲身后跪着的颜之善看见了，悄悄说：‘啊，是不是咱们的祖

宗显灵了，来领纸钱了？’兄长之仪扯扯他的衣服，小声说：

‘嘘，别说话。’父亲回过头来，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至今人们

仍在遥烧、遥祭，对此情景均能感同身受，谁又能说1500年前

我们的先人不遥烧？作者这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拟古化描

写，是值得肯定的，这或许是古代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种必

不可少的技法。

“与善人居，如

入芝兰之室，久而自

芳也；

与恶人居，如入

鲍鱼之肆，久而自臭

也。”

这 是《颜 氏 家

训》里的名句。孔子

弟子颜回的第三十

五代孙、今天颜氏家

族共同的祖先、南北

朝时期的文学家颜

之 推 历 经 梁 朝 、西

魏、北齐、北周和隋

朝，在三次亡国、九

死一生的情况下，回

首岁月，感悟人生，

留 下 一 部《颜 氏 家

训》。其涉及生活的

各 个 方 面 ，被 誉 为

“家训之祖”“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不惟颜氏一家独有，世代流传。

杨义堂的《千古家训》，展示了家风家训和传统美德，也反映出

南北朝时期的风云变幻，再现了从民族分裂到隋朝统一的文化复

兴过程，对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很好的启迪。

杨义堂的《大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北

游记：苏禄王传》都很有影响，其长篇传记文学《千

古家训》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又一

力作，该作品的创作与出版应该是中国文学回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收获之一，对于当代文

学界有代表意义，我试着从思想内涵与文学特色

两个方面分析。

从思想内涵上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千古家训》借由对传

主颜之推的刻画和塑造，力图表现的是儒家关乎

个体主体修身的重要观念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

说，《千古家训》回应了时代的召唤和要求，正像评

论家舒晋瑜说的，《千古家训》“立体呈现了家风家

教的重要性”。

其次，这部作品的创作具有重大的文化意

义。我觉得这本书是作者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的文学创造。众所周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更是中华民族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知

识者当仁不让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千古家训》正展示了作家

这样一番努力、责任与担当。

同时，这部作品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认

为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将探求历史真相的《史记》精神与文学家

的想象能力进行充分结合，力图塑造出立体、性格

丰满的历史文化人物。杨义堂先生长期在孔孟之

乡担任孔子文化节办公室和济宁市文物局的负责

人，出版了《祭孔大典》等多部儒学专著，对儒家文

化很有研究。《千古家训》的创作是基于他三年广

泛搜罗甄选所得的历史材料而进行的创作，有关

传主的材料力求做到真实准确。作为历史文化名

人的传记类作品，在保证历史材料真实准确的前

提下，还应该尽量生动地展现传主独特的历史贡

献与卓尔不群的性格特质。通过阅读能够发现，

《千古家训》写出了传主的真精神，作为复圣后裔

的颜之推从江南到朔北，辗转流离，一次次亡国，

流离失所，甚至多次被俘虏，险些被害，无论人生

命运如何跌宕起伏，其祖先颜回志坚不改的精神

气质，生动体现在颜之推的身上，或者说复现在颜

之推的身上。这般的艺术效果，得益于作者良好

的文学表现力。

二是运用重大历史事件和细微生活细节相

结合的文学手法，鲜活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

象。传主颜之推是南北朝后期重大的历史事件

的亲历者，经历了常人所难以遭逢的重大事件。

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颜之推的言行，凸显了

他独特的历史文化贡献。如数次参与所处时代

王朝所开展的中华典籍搜罗修撰工作。同时，也

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刻画完成人物形象的塑

造。颜之推及其儿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涓滴细微

的生活细节的生动刻画，来表现父子两代人文化

人格的养成。

三是运用对比手法来刻画与塑造人物形象，

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作品创作中，作家对主要人

物形象的塑造还通过其与辅助性人物形象的对

比来完成的，这样做能够凸显主要人物形象的重

要特质。无论是兄弟之间对比，还是同侪之间的

对比，抑或是君臣之间的对比，均能够将颜之推

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君子人格凸显

出来。

四是日常性与传奇性叙事手法相结合。亲历

经朝代频繁更迭的颜之推的宦游生活，有其极其

日常的一面，如编撰典籍，但书中冒着生命危险黄

河夜渡、文林馆联署差点被杀事件、兄弟三人长安

相遇，都带有传奇性。传奇性情节的加入，使得叙

事更加具有波澜，也更加具有变化，能够起到引人

入胜之效。

五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有助于青少年

了解中华文化和文化典故。小说中对人们既“熟

悉”又陌生的成语、典故，进行了揭秘，现其本来之

象，读来饶有兴味。

总之，《千古家训》是一部融合时代、文化与

文学价值的力作，期待杨义堂先生更多更精彩

的作品。

《千古家训》的思想内涵
与文学特色

□杨新刚

杨义堂先生在深入研究颜子文化、《颜氏家训》和我们颜氏家族历史的

基础上，写出了一部《千古家训》，在他写作的过程中，就与颜氏家族沟通很

多，出版后更被当做海内外300万颜子后裔的一件大事，通过微信群连载和

广泛传播，都为今天有一部反映《颜氏家训》故事的好书而高兴，我们也将会

更加传承好家训，弘扬好家风！

——复圣颜子78代嫡孙、中华文化促进会颜子文化委员会会长、曲阜
孔子文化学院院长 颜廷淦

在当代中国作家当中，杨义堂是善写历史题材而且写得比较好的一个。

不仅题材选得准，而且写得很精到。我颇有兴味地阅读《千古家训》这部作

品，一次次为颜之推这位生逢乱世、长于戎马、一生流离失所的文学家担心

和感慨，也为作者从中国历史深处挖掘出这么好的故事而感到由衷的振奋。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会长 何建明

《千古家训》从苦难中走来，带着战争的悲伤，也带着和平的渴望，带着

人们对社会安定，规范与秩序建立的期望。这是《颜氏家训》所体现出来的

精神，我们可以提炼为“家训精神”。家训精神的底色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家庭内部的传承，是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应该说，《千古家训》是

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好故事。

——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评论家 张陵

《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家训。《千古家训》的作家描写了

颜之推坎坷的一生和《颜氏家训》成书的过程，展示了一幅南北朝时期大动荡

的生活画卷，也展示了那个时代读书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和呼喊，值得一读。

——《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鲍鹏山

《千古家训》是一部优秀的长篇文学作品，既生动地还原了颜之推的生

平故事，又描绘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风貌，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想象

挖掘出被誉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背后的故事，立体呈现了家风家教

的重要性，重视教育的家庭都应该拥有。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 舒晋瑜

千古家训，珍贵遗产。文化血脉，永世传承。

义堂文采，独具匠心。令人动容，影响远深。

——四川省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颜克勋

有时候不是作家在找创作题材，而是作品在等作者，早晚都要有这么一部

记述《颜氏家训》的文学著作，这一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山东作家杨义堂肩上。

——文史专家 郭伟

从某种意义上说，《千古家训》更像一部南北朝时期的百科全书。杨义

堂把晦涩难懂的家训古文演化为颜之推的人生历程，书中的知识点特别丰

富，显示了作家深厚的文化涵养。书中讲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官职、饮食、服

饰、语言，棋牌等风土人情，以及大半个中国的古代地理，还有徐佩昭半老徐

娘、冯小怜玉体横陈的典故等等，简直就是自带辞典，也增加了阅读的知识

性和趣味性。

——文化学者 卢衍盛

一句话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