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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望“红学”温暖群像
■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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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最早的渡口
■ 曾庆江

林则徐临《甘露帖》
■ 薛元明

五源河是和平的象征
夏商时期，南方古越族中的一

支跨海而来，成为最早的迁琼先
民。我们无法考证他们是在哪里登
陆海南岛的。始于汉代的烈楼港是
海南岛有据可查进入大众视线的古
渡口。烈楼港和我们今天要谈论的
五源河有什么关系？

正德《琼台志》记载：“烈楼港，在
县西北三十里烈楼都。水自五原铺下
田涧流出成溪，至此与潮会成
港。……烈楼觜：在烈楼都海边，大石
一，所生出海北三墩，石觜相望，海南
地接徐闻，此最近，舟一朝可返。”后世
地方文献基本上都沿用这种说法。

据专家多方考证，烈楼港位于今
天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镇海村附近，
也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至五源河出
海口一带。这一方面与“水自五原铺
下田涧流出成溪”的史书记载一致，另
一方面与“地接徐闻，此最近”相吻
合。西海岸五源河入海口一带地势平
坦，的确是一个天然良港。

但是，五源河口烈楼港名称的
由来，却有多种说法。唐胄在《琼台
志》记载了两种说法，“汉军渡海楼
船布列之处”，“又似焚楼之意”，孰
是孰非，长时间难以定论。

秦朝一统天下后，孤悬海外的
海南岛属于“象郡之外徼”，并没有实
质性纳入王朝统治。西汉武帝时期，
南越国赵建德、吕嘉发动叛乱，声动
一时。元鼎五年（前112年），朝廷派
出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前
往平叛。很快，南越国覆亡，赵建德、
吕嘉入海西窜。路博德等人在率军
追击的过程中登陆海南岛。有一种
说法，汉军登陆之后，遇到顽强的抵
抗，为了表达死战到底的决心，因此
下令烈火焚烧楼船，最终取得战争的
胜利，烈楼港因此得名。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见得靠得
住。既然需要烈火焚烧楼船背水一
战，想必战争是非常惨烈的，这和后
来苏轼所说的“海南自古无战场”完
全相左。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
个角度理解，路博德在战争结束之
后，为了安抚百姓，希望不再有战争
发生，因此将南下楼船尽行焚毁。烈

火焚烧楼船，不管是发生在战前还是
战后，终究是残酷的战争的体现。

所以，我们更愿意相信，“烈”与
“列”相通，所谓“烈楼”是“楼船布列
之处”。这正是海南人民宽容厚道、
热爱和平的写照。或许正因为伏波
将军路博德没有烈火焚烧楼船背水
一战，采用和平的方式安定了琼崖，
因此得到海南百姓的极大认可，以至
纷纷立祠祭奉路伏波。从这个层面
上讲，五源河实际上是和平的象征。

烈楼港与西汉有不解之缘

五源河入海口的烈楼港和西汉

有着不解之缘。在平定南越国叛乱
之后的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中
央政府在岭海设置儋耳、珠崖、南海、
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
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二郡就设在海
南岛上。汉朝政府新开儋耳、珠崖二
郡，标志着海南岛正式纳入西汉王朝
直接统治的版图，可谓是海南封建王
化的起点。从此以后，海南和中原的
关系越来越紧密，从而成为中华文化
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烈楼港因为距离海对面的徐闻
最近，从“那黄渡”出发，“小午”即至，
实在是方便，因此成为“南渡”的绝好
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到宋元时

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岛内外人口、
货物往来频繁，这使得烈楼港的短处
日渐显现。它在一条小河流五源河
入海处，港湾狭小，且距离琼州府较
远，不能发挥南渡江的河运优势，因
此日益衰落。这就意味着必然有更
为便捷的良港来代替它的功能。

宋朝时的神应港（白沙津），元
朝时的海口浦均是后起重要的海
港。为了对港口进行有效管理，宋
元政府先后专门设立琼州市舶分
司、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等，对来往
船只进行有效管理。到明朝时，更
是呈现“帆樯之聚，森如竹立”的繁
盛景象。海口浦因为能够更好对接

南渡江河运，从而成为今天海口城
市的起点。有更好的港口取代，五
源河口的烈楼港走向衰落是历史必
然。但是，历史永远会记得五源河
所承载的贡献！

五源河已成海口的文化地带

正因为五源河的存在，海南历史
上就有了“五原乡”这一基层管理单
位。据《琼州府志》记载：“五原乡，在
（琼山）县西，领一十三都：五原一都，
德庆都（原名五原二都），上苍驿都，
兴政都，上石山都，文盛都（原名下石
山一都），秀琼都（原名下石山二都），
石岩都，烈楼都，凤楼都（原名烈楼二
都），大小英都，泰英都，禾丰都。”五
原乡十三都，位于今天海口市西部，
大致囊括了五源河的流经范围。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生态成为
现代文明的重要指数。这样，风景秀
美的西海岸就成为海口市发展的重要
选择。经过多年的修缮和改造，五源
河作为海南生态文化的重要代表，从
而再次崛起，成为海口的文化中心。

如今，位于海口西海岸的五源河
已经成为海口居民文化娱乐的重要去
处，这里有五源河文化体育中心、五源
河森林公园、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以
及其他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极具现
代化气息。走过历史沧桑的五源河已
经成为海口市重要的文化地带，也成
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五源河文体中心，既有
可以容纳5万人的国际性体育场，还
有国家级游泳跳水馆、网球馆、沙滩
竞训中心、文化展览馆、传媒中心以
及冬训基地等。最近几年，海口举
行盛大的演唱会均是在五源河文体
中心举办的。

湿地公园是以水为主体的公
园，在某种程度上担当起城市之肺
的功能。海口作为滨海城市，近些
年极力打造多个湿地公园。五源河
湿地公园就是以地利之便而着力打
造出来的，具体包括永庄水库部分、
五源河沿线、五源河入海口等三个
组成部分，成为海口市著名的景观
带和生态文化保护带。在未来，五
源河还将为海口的发展续写辉煌！

第一次听到《甘露帖》这名，以为是和“甘露
寺”有关。三国时，刘备曾来甘露寺招亲。当他
看到北固山雄峙江滨，水天开阔，风景壮美，不
禁赞叹“此乃天下第一江山”。米芾在镇江生活
了很长时间。他的经典代表作《多景楼诗》中所
提到的多景楼，就是在镇江的北固山甘露寺
内。公元1205年，南宋诗人辛弃疾登上北固
山，留下千古绝唱。

此帖又名《弊居帖》，“弊”是谦词。米芾居
所一点都不简陋、逼仄，其骨子里是自鸣得意，
这一点可从米芾的文字领略到，洋洋自得，溢于
言表。《甘露帖》属米芾“得意之作”，此时，米芾
的技法已高度成熟，所见日广，故而非常自信。
因为是手札，整个状态比较从容，笔法跳宕，笔
画粗细反差大，字形之间的连笔比较少，偶有牵
丝，如惊鸿一瞥，所谓“八面出锋”，不是故作虚
言。

林则徐乃晚清名臣，其生平为人关注，是因
为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大长中国人的志
气。民族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林则徐不
但是员虎将，也是儒将，雅好“翰墨”。所谓

“翰”，即是“文”，古人要求“文”在先，“墨”是书
写，“技”在后，两者缺一不可。坊间曾为究竟技
术与文化孰重孰轻争论不休，各执一词，其实都
是以偏概全。书法是一个整体，解剖之后，各取
一端，结果只能支离破碎。文化修养与技法锤
炼不可偏废，一个要养，一个要练，相互促进。
很多人至今没有明白读书之意，以为书法家抓
一本书在手里做做样子即可，事实并非如此。
读书可以促进人的思考，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因
大量阅读而打开了思路；再者可以潜移默化，变
化气质。林则徐的“文”，通过他所撰名联“青山
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还有脍炙人口
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可
见一斑。

对林则徐来说，所谓“虎将”只是其官职仕
途方面的评价，读书人才是他的“底色”。读书
人也是所有文人的底色，因为各自身份差异而
气质不同。在林则徐书法中表现出的气质存在
多重性，既有书卷气，也有英雄气，还有一些“馆
阁气”。尤其是这馆阁气，乃是当时极大多数官
员名臣所类似的。书卷气是因为读书人的本
色，英雄气是因为驰骋沙场的经历，馆阁气则是
因为要进阶官场，须金榜题名。这是必经之
路。差异在于，有的人侧重于官身，故而馆阁气
愈重，有的人不脱文人本性，故而最终以文气胜
出。刘墉就是典型例子。就连王铎也要经过馆
阁体的训练。当个人才华无法突破馆阁禁锢之
时，艺术创造力就会被扼杀，比如于敏中、和珅
和纪晓岚，或者换个角度说，他们志不在此，书
法只是一种手段。大多数官员书法的创作呈现
出一种分裂状态，林则徐也是，他的很多大字对
联近乎馆阁体，小字则见文人性情。临《甘露
帖》便透露出了书家情怀。

具体到这件临作，属节临，只选了米芾原作
中段部分，变横为竖，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创
作”。这件作品是送给朋友的，古人常以临作作
为酬答，实现临创的自然衔接，由此见证古人临
创不分家的状态。相比之下，今天书家的临创
之间，多数时候处于一种割裂状态，“做作”成分
就难免，最终出现“展览体”，本质是过于刻意做
作。古人从不说创作，只说“书写”。此作不但
是节临，也是实临，比较注重形似。对起收笔非
常讲究，虽不是特别到位。林则徐一生临米之
作有很多件，可见林对米书的青睐。

林则徐为什么如此喜欢米芾的书法？是
因为行笔的痛快，奇险的趣味，可以一抒胸
臆？在林则徐传世的作品中，也还有学欧楷一
路的作品，可以作为旁证。还是意识到可以借
米芾之法跳出馆阁藩篱？或者与自己独特的
人生经历有关？或者是兼而有之，正对脾胃，
故而学之不辍。 （据《北京晚报》）

周汝昌是享誉中外的红学大
家，他对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
研究，集中荟萃在《红楼小讲》《红楼
梦新证》《石头记会真》等学术专著
里。近读先生另一本有关红学的人
物传记《师友襟期》，则从师友情缘
方面，记叙了他在治学研红中与一
些名人大师的往来交集。书中所展
现的大量书札手迹，以及大师们对
红学研究的真知灼见，对于大众多
层次、多维度地了解《红楼梦》这部
巨作，极具启发意义。

周汝昌先生是燕京大学外文系
毕业生，自上世纪40年代进入学术
领域，特别是1953年出版《红楼梦
新证》一书后，便以研究《红楼梦》驰
名于世。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外读
者“凡读《红楼》处，皆知周汝昌。”在
60载研习红学的进程中，周汝昌与

“红学”内外的时贤名家多有来往。
他们中既有硕学鸿儒、文史专家，如
钱锺书、季羡林、启功等。也有政要
贤达，如周恩来、梅兰芳、张君秋
等。还有相互切磋的师友，如巴金、
沈从文、夏志清等。73篇忆旧性的
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谈
《红楼》、论《红楼》之外，更多的是记
录了前辈贤哲的人格与修养。

综观周汝昌对“红学”含英咀华
的研究，除了其自身的勤奋努力之
外，社会各界的帮助提携亦功不可
没。周汝昌记录下了这些暖心的人

和事，他在书中特意提到了胡适。有
一次胡适看到周汝昌研究红学的文
章，便第一时间写信给周汝昌讨论切
磋。后来，当他得知周汝昌还只是燕
京大学的一名学生时，依然以虚心的
态度与周汝昌进行共同探讨。更让
周汝昌感动的是，一次他向胡适借阅
《甲戌本石头记》乾隆抄本，这可是研
究红学的“无价之宝”，胡适二话不说
就借给了他。并且从此以后，再无一
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
谦逊大度的品格，让胡适关心青年学
子成长的博大襟怀跃然纸上。

《师友襟期》在讲述师友情的同
时，还把更多的笔墨集中于众多名家品
评研习红学上。在治学研红中，一代文
豪鲁迅是绕不开的话题。周汝昌评价
说，鲁迅对“红学”的远见和卓议，远远超
越了百年间的所有涉《红》的诸位学
者。鲁迅首提曹雪芹之书本名为《石头
记》，《红楼梦》一名是后人改加的。特别
是对于后四十回的续写，鲁迅提出了辨
别真伪的法子，“雪芹著书笔法，多有‘伏
线’。评议续书，应以是否符合雪芹伏
线为第一标准。”在周汝昌看来，鲁迅对

“红学”的贡献，一是首创在叙述曹雪芹
的家世生平时，为之立了一个“简传”。
二是将这部伟大的小说定性为“人情小
说”，更是一大“革命”。周汝昌因此称许
说，“举凡后来‘红学’上的所有关键点课
题，先生早已逐一地接触到、考论到了，
这是多么惊人的学力与识力！”

同样是研究红学，在周汝昌的
笔下，国学大师吴宓的治学风格颇
有些与众不同。周汝昌把吴宓视作
是研习红学中的“网红”，说他不喜
作“成本大套”的“论红宣言”，只是
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位教授老师
们一样地“闲谈漫话”。但就是在这
种看似轻松随意的闲谈间，却彰显
出吴宓对红学研究的驾轻就熟。周
汝昌最佩服吴先生的是，吴宓是第
一位指出《红楼梦》是以诗人的心眼
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
作，无与伦比。联想到吴先生的坎
坷身世，周汝昌用似近于“曹雪芹
型”来评价吴宓，不为世俗理解，但
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

而对于另一位研究红学的泰斗
级人物俞平伯，周汝昌同样给出了
中肯的评价。1964年，周汝昌的学
术专著《曹雪芹》出版，寄奉一册向
俞先生求证。按常理，一般人碍于
情面，往往都会大书特书地说上一
些溢美之词。但俞平伯却实事求是
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称许周
汝昌写得引人入胜，结构合理之外，
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俞平伯
认为，为曹雪芹创传“文宜活泼而事
戒枝蔓”。而且，就某些论点，他虽
同意大半，但另有一小部分，却是与
周汝昌的观点所见不同的。对此，
周汝昌感慨地写道“这是学者的诚
实态度，不肯作‘过头’的赞许”。得
益于这种严谨和求实，百年来，红学
的研究才会如此方兴未艾。

抚卷长思，一部《红楼梦》就是近
代中国社会的“浮世绘”。这部鸿篇
巨著从问世以来，相关“红学”的研究
与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歇。《师友襟
期》紧紧围绕“红学”研讨这根主线，
尽力挖掘治学背后的人文故事，在展
现温暖人性的同时，也为我们描摹了
一幅温馨的治学研红的群像。感动
于他们精神上的这种泽被，可期的
是，后续的“红学”研究一定会更有见
地，也会更加精彩动人。《师友襟期》
值得深入品味和拜读。

梵高是世界公认的荷兰后印象派绘画大师，从27岁
时接受弟弟资助开始正式学习绘画，在自信的驱使下，十
年的余生里他不断探索、超越自我。

在纽南，梵高经过仔细入微的观察、研究、思考与
比较，获得了创作灵感，不可穷尽的爆发式创作，3年多
时间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对农民生活场景的沉浸式
了解，于勤奋创作中使画风逐渐稳定。1887年日本浮
世绘作品进入他的视野后，打开了走向后印象主义风
格的视窗。以1888年12月因艺术理想分歧与高更吵
架而致割耳事件为标志，注定了梵高最终成为后印象
派一代宗师。

1887年点彩派兴起的时候，梵高一如对待浮世绘那
样加入自我理解进行创新，利用装饰性光线、氛围等创新
性元素，用宽松、粗短的条纹笔触创作《公园里成双成对
的恋人（圣·皮埃尔广场）》，作品兼具印象派与点彩派风
格。在林间，他发现阳光透过树叶照射到地面上形成了
不同深浅的绿色调，就将其组合在《树和灌木丛》中，画作
深受巴比松画派和印象派欢迎，后演变成固定的绘画题
材。粉红色的桃花、淡黄色的梨花竞相绽放，喷涌而出的
灵感使梵高的“画笔已经变得不受控制，颜料的涂抹也毫
无规律”，情感完全融入《盛开的果树园》里。

继1889年完成著名的“向日葵系列”之后，梵高创
作了《星夜》，那灵魂动荡、似要爆炸的夜空下，是宁静
祥和的小村庄，“为什么不把天上闪耀的星星当作法国
地图上容易到达的地点？”此画成为其童话式的绘画经
典与绝唱。

与其他印象派画家相比，梵高的笔触更加随意、粗
犷、厚重而奔放，《奥维麦田里收割者》里的用色更大胆、

富有刺激性和运动感，不循常规和自由构图，使画面更具有感染力和
节奏感。

在梵高对艺术追求最狂热的时期，他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改变了风
景的真实结构，将《寇迪威尔的茅屋》描绘成一个火山周围的建筑，充
满着不安定感的房屋如同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原本宁静的茅屋被无
形的力量举起，扭曲的植物在屋顶转动，随着螺旋般的云彩起舞，并将
这种奇妙的效果延展到画布之外。

梵高的作品有着多样的构图、扭曲的笔触、大胆的色彩、荒诞的主
题，米勒、浮世绘、点彩派技法等都曾影响了梵高的创作。但他数以千
计的作品，仅仅卖出一幅，招致的是围观、不解甚至嘲讽、唾弃。面对
如此窘境，他没有被所谓的“主流”所左右，而是坚守自信，于学习、借
鉴、探索、创新中将个性绘画风格发挥到极致。他坚持“忠实于自我”，
绝不盲目“迎合大众”，在信中向一直提供赞助而没有任何回报的弟弟
发誓：“我绝不会强迫自己去创作无法表现个人独特性的东西。”“如今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正尽力完成这些油画的创作。毋庸置疑，
这些作品会让我在艺术史上永远享有一席之地。”

坚守自信不是夜郎自大的盲目，而是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审视，是
对同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对历史与当前的透彻了解，于触类旁通中汲
取他人营养，不断地丰富、发现自我、提升自我；自信是对前行方向的
清晰坚信与能力的绝对驾驭，不盲从时尚，不迎合别人，不跟风奉承、
随波逐流，用新的方式表达心灵的感悟，在屡败屡战中始终“作我所
感，感我所作，”砥砺走向理想的彼岸。

故而，坚守文化自信是成就大师的基石，也是国家与民族振兴的
必由之路。

五源河发源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东城水

库上游，由浮陵水、砍柴桥、施茶沟、永烈山、富

教渠等支流汇合而成，故有此名。五源河从东

城水库一路蜿蜒将近30公里，直至镇海村注入

琼州海峡。尽管五源河的名字什么时候开始使

用，由于史料缺失不得而知，但是五源河却在海

南历史上声名赫赫。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作品《师友襟期》。

林则徐塑像。林则徐临
米芾《甘露帖》。

五源河湿地公园。 李幸璜 摄

梵高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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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源河湿地公园里
的蓝喉蜂虎鸟。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