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1月，云南师范大学
迎来“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暨
云南师范大学建校 80 周年”校
庆，一部展现西南联大辉煌历史
的《丰碑——西南联合大学在昆
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 80华
诞（1938—2018）藏书票》（华致
雄、李海樱、余冰释编著）日前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8
月版）出版发行。

这是一部形式特别的“书”，
它以藏书票的形式展现。藏书票
源于德国，它是以艺术方式制作
的一种小型标志，是一种属于个
人藏书的标记，以标明藏书属于
谁。藏书票也是书籍的一种美化
装饰，一般是边长 5-10厘米见方
的版画作品，上面除主图案外，
还标记有藏书者的姓名或别号、
斋名等，风格各样，别具一格。现
存最早的一张藏书票是 1470年
由署名勒戈尔的德国人所制作，
由一款画有刺猬衔着野花脚踩
落叶的木刻画构成。藏书票的功
能与中国篆刻艺术的“藏书印”
相似，一般贴于书的扉页、书页
或夹于书中，上世纪初被中国文
化教育界引入，成为读书人喜闻
乐见的一种中西互融的文化艺
术品，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
宝石”“书生雅玩”等，是藏书界
十分喜爱的艺术形式，鲁迅、郁
达夫、叶灵凤、李桦、唐英伟等文
化名人都曾经使用和制作过藏
书票，留下过许多有关藏书票与
藏书的佳话。

藏书票《丰碑》共 80枚，每套
还附有收藏编号，寓含西南联大
80华诞之意。全系列是一部浓缩
的西南联大、云南师大图文校史，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
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以
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精

神。藏书票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回顾中华文化中教育的沿
革，从中国最古老的学校“校”

“学”“辟雍”“上庠”“太学”“稷下
学宫”、孔子“杏坛”开始到后来的

“国子学”“国子监”以及书院、京
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等，呈现了中国教育、中
国大学生生不息，赓续文化血脉
的优良传统；第二部分内容最多，
也是此套藏书票的主体部分，呈
现的是国立西南联大从诞生到在
云南八年的生动历程，也从图文
中揭示西南联大创造世界教育史
奇迹的原因和教育成果。体现中
华民族人才辈出，不畏艰难，共赴
国难，治学兴邦的联大风骨；第三
部分表现当代学子弦歌不辍，复
兴民族伟业的后学脚步。

藏书票还附有详细的导读
读本，具体解读 80枚藏书票的图
片背景，附录了一些重要史料的
原文，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
念碑》碑文（冯友兰撰文，闻一多
篆额，罗庸书丹）、《闻一多教授

金石润例》以及《师林记》《梅园
记》《民主草坪记》等，以期做到
文图并茂、文史兼顾、可读性强
的效果。

据介绍，藏书票《丰碑》坚持
以史为据，史实基本明晰准确，
在编撰上争取做到了史料与文
艺创作有机结合，票面设计形神
统一，让历史资料焕发出新的光
彩。由于编撰本身就是一项浩海
拾贝的工程，相关人员付出了大
量艰苦的工作，文创团队查阅了
大量史料，参阅了《国立西南联
合大学史料》《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图史》《图说西南联大》《守望
大学精神》《照片里讲述的西南
联大故事》《拍案颂》《西南联大
研究》《西南联大在昆明》等已经
成型出版的著作。应该说，藏书
票的出版，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也是一次运用史料、独具异旨的
文化再创作。至为重要的一点还
在于，把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
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师
范学院、云南师范大学的传承关

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在
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梅贻琦、蒋
梦麟、张伯苓、冯友兰、闻一多、
朱自清、潘光旦、熊庆来、沈从
文、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人物
之外，黄钰生、查良钊、陈省身、
卢濬、朱德祥、刘声烈、方龄贵等
更多的著名教授和他们的业绩
被人们所熟知，这是一种崇高的
致敬，也把西南联大的历史和学
术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80年，岁月如梭，当年的西
南联大校友已大多芳荃零落，
怎样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留下
的光辉传统，怎样在新时代重
新追寻西南联大所铸造的教育
辉煌，这是留给今天教育界执
鞭者和莘莘学子值得思考的话
题。藏书票《丰碑》的出版，既
是送给在世西南联大老校友的
珍贵礼物，也是留给后来者继
承和发扬西南联大精神的鞭策
之鞭……我们还期待着更多有
关西南联大令人耳目一新的新
成果！

离乱中的人生虽然使袁谨
的诗充满悲伤哀怨的格调，但袁
谨的悲伤很少为自己而发，而是
啼血般的忧国忧民之思，即使身
陷囹圄，不坠青云之志。在很大
程度上，袁谨的诗有杜子美遗
风，他的《老农叹》、《逃民词》等
篇什，堪称诗史，读之让人潸然
泪下。清新俊逸的诗风，动荡的
历史背景，使袁诗摆脱华词艳
句、玩风弄月、无病呻吟的窠臼，
溢满普世精神，沉郁顿挫，随时
敏捷，佳篇迭出，灵光频现。

“我生离乱中，秋风拂劲草。”
身处动荡的社会，袁谨以“劲草”
自况，亮出不向权贵低头的人格，
使他的诗在晓畅明了、平实雅淡
中流露阳刚之气，昂扬向上，气吞
山河，教人拍案。豪放之情似太
白，高瞻远瞩，纵横九州，一泻千
里。说饮而诗在饮外：“卷风翠盖
香生席，得酒朱颜花化身”后，发
出“当年巾扇何潇洒，徒令临流忆
老臣”慨叹，虽然“边隅草木惊心
久，沧海风波变态频”，但依然“薰
风满袖还携手，归咏狂歌得酒神”
（《夏日偕同人武侯祠北轩赏荷得
神字》），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对
酒当歌”，叹人生之倏忽；奋发济
世，悲前路之多艰。于是现出桀骜
不驯、怀才不遇的真性情：“顾我
生之颠倒兮，不先不后值今朝。有
穷愁兮如杜甫，无骨相兮学班
超。”“颇有食牛气，坠地虎子骄。”

“提笔赋鹦鹉，试剑击鲸鳌。”袁谨
恪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游
历京华及齐鲁大地6年，写出了气
冲牛斗的诗篇《醉歌行》：“绝尘天
马出西极，瑞世麒麟贡圣朝。一行
一万二千里，举头日近不知遥。水
涉黄河大，山登太岳高。”这匹边

陲驰来的“绝尘天马”，在京华大
地上现出一幅风流倜傥、翩翩任
侠的形象：“亲奉曾参馔，独乐颜
子瓢。或入王俭墓，或佩李虔刀。
宰割陈平肉，餔歠刘伶糟。”大有

“英雄义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
边”的迹象。凭借才华，他“保合两
试垆香染，刺闱再入惊尘嚣”，但
高昂头颅，不为名利所惑，心中所
思的是“河山仍鼙鼓，桑梓已蓬
蒿”，于是“屡却王谢高门聘，不通
许史贵籍交”，回到顺宁，亲侍高
堂之侧，以尽人子之道。这是袁诗
最可爱的一面：直抒胸臆，毫无矫
揉造作之迹；词句清丽，难觅工巧
斧凿之痕。

起义军攻克顺宁县城之前，
为保全袁家血脉，袁父命慎夫出
城到江外避难，父命难违，袁谨只
好流亡外乡，在云州与乡绅们图
谋光复顺宁城。其时，父兄已困在
城中，生死未卜。一路走来，战火
所燃之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所见所闻，令诗人悲摧心肝，夜不
能寐。“白骨蔽平原，悲风振林
木”，在深山中，他看到一个幸存
的老翁，“八口一翁存，吞声日野
哭。田园灰尽余，千金赎一屋。”
归来的诗人“感伤泪盈掬”，“辗
转不成眠，夜雨滴修竹”（《蹑东
山》）。已是春深时节，但田园中
耕者寥寥，因为“百里一牛存，田
园生荆棘”，失去耕牛的农夫以
人力耕作，“四人挽犁行，一人扶
犁侧。束缚四肢劳，终朝行匍
匐”。然而这种景象似乎还不是
最苦的，最苦的是“长官幸贷征，
群盗复相逼。不识我谷成，输官
与输贼。”苦不堪言的农民“翻羡
死无求，畴能生不食”（《老农
叹》），诗人记录下一幅农民生不

如死的凄惨景象。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战争带来的苦难深深刺
痛诗人的心灵。或者是在一个月
色无光的夜里，诗人夹杂在流离
失所的人群中，听到了那些催人
泪下的倾诉：“不行死犹速，行矣
死无疑。儿女不知处，田庐空有
基。”“九月入大侯，白骨道旁窥。
十月入庆甸，阴风血雨吹。”“晨炊
百里绝”的苍凉世界里，诗人“含
泪述此词”（《逃民词》），为一个悲
催的时代立照，深刻显现出诗人
的社会良知。读这些诗，使人立即
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关照生
民，是诗人最起码的道德修养，也
是诗歌本身的魂魄所在。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金”，流亡在外的袁谨也像杜甫
那样思念亲人，急切地想要得知
双亲安危。诗史证明，凡大诗人
必是大孝子，这是中国诗歌的血
脉。然而，“乱离行处有，音信望
中违”（《渡江后作》），已经沦陷
的顺宁县城信息早已阻断。在

“田园埋没干戈里，骨肉分驰道
路中”（《避乱北行寄兄弟兼呈诸
亲友并示树椿树棠两侄》）的日
子里，一封家书可以释然悬念，
或悲或喜，意外之中或之外，均
可坦然面对。忽一日，家书果然
邮来，读罢书信，慎夫写道：“初
凭寄语方疑梦，盼到书来信再
生。劫里全家欣有福，人间百事
欲忘情。烽尘扰攘愁兵革，菽水
艰难愧弟兄。一纸八行千滴泪，
不堪重问廿三营。”（《得家书》）
家书只有八行，个中缘由连旁观
者都明了。家书写的什么？袁诗
说：“长跪读来书，甘旨具无缺。
岂无乱离忧，书来不肯说。恐益
儿心悲，离居两情结。珍重在家

身，保此岁寒节。”（《杂感》其二）
好不容易来了家书，说的尽是好
话。明知凶多吉少，但心中仍然
祈祷父母亲人安康无恙，像松竹
梅那样不畏严寒保持节操，读来
让人愁肠百结，怦然心跳。

颠沛流离触发诗人创作高
潮，袁谨在居无常处，食难果腹，
命悬一线的逆境中，犹能吟出佳
句，是时无人可以比肩。他的家庭
是如此的令人钦羡：“阿爷衔杯
笑，庭花为低昂。阿母课孙诗，绕
膝声琅琅。阿兄挥彩笔，阿弟捡书
囊。我作斑衣舞，锦带随风飏。诸
姊雁行立，笑我喜欲狂。道我稚无
知，勉我报春阳。”（《书梦寄伯兄
弟》）他的故土是如此的婀娜多
姿：“比邻风日皆闲美，附郭山川
尽画图。”（《杂诗》）“落日双江树，
东风万垒春。”（《赠小鼎》）“高田
得雨水潺潺，牧笛秧歌共往还。”

“经冬草木不知霜，老树婆娑亦吐
芳。”（《云州竹枝词》）然而，战乱
改变了一切，在他年轻的生命结
束之前，他看到的山河是这样的：

“长江滚滚浮天白，远塞蒙蒙接地
青。”（《杂诗》）“路迥孤城远，山空
野店稀。”（《渡江后作》）“天抵远
嶂寒云重，河浸长堤宿雨滋。零落
垂杨烧不尽，带烟临水一枝枝。”
（《右甸道中》）

袁谨生在一个国运衰微的
时代，国弱民贫，使其仕途不济，
命运多舛，使他的诗充满漂泊流
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
袁谨存诗文 70 余篇（首），其诗
虽未能达到“穷高妙之格”，但语
言精炼，格律严谨，感情真挚，描
写深刻，细腻感人，不少篇什堪
称清末云南诗坛的极品，就是放
在今日，能敌袁谨者也不多。

《中华白族通史：公元前三
十一世纪-1956》典藏本最近由
德宏民族出版社（2018 年 8 月
版）出版发行。

《中华白族通史》分为上、中、
下三册，为白族青年民族史学者杨
周伟历经8年所著，全书共设正卷
三卷、十三篇、五十五章，另外专设
附卷一卷五篇，共计200余万字。

该书采用大历史观的视野

和手法，聚焦从公元前三十一世
纪白族先民主体“古洱海人”的
诞生到 1956年白族族称的正式
确立之间长达 5000多年文明史，
以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
学和民族学、经济学、军事学、政
治学、宗教学、未来学等多学科
跨界式研究方法，对白族的起
源、发展、流变及地理分布、历史
地位、社会进程、对外交流、科学

技术、经济哲学思想等，进行了
精心研究和系统阐述，并专设
《载记》《列传》《地理志》及《表》
《录》，列述白族的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等代表性著作 200多项、
白族历史重大事件 300余条、白
族知名人物 1100余位，填补了白
族通史类专著的空白，突破了近
年来地方史志和民族史志的结
构局限，是一部手法独特、观点

创新、易于阅读的创新型和普及
型的通俗化民族通史专著。

此外，该书还以附卷的形式
增加了《谋划未来篇》，以史为
鉴、展望未来、经世致用，从白族
的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白族地
区发展等角度，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问
题提出了独特的思考。

郑千山 赵雪

2010年，云南文史馆整理重印
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云南丛书》（共
50卷）荣获中国古籍图书一等奖和
云南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大家都乐
开了怀，云南大学著名学者张文勋先
生更是喜在心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得说说文史馆是什么机构。
云南文史馆是根据中央政务院的
决定于 1954 年 7 月成立的直属省
政府，既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正厅级
文史研究机构，以“敬老崇文”为宗
旨，任务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存史资政，进行历史文
化、书画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开展
对国内外学术交流联谊等活动。在
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时，就斥巨资编
纂《云南丛书》，我省著名的学术前
辈赵藩、袁嘉谷等主持其事。这项
巨大的文化工程，以清代以前写
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
断时续，但已初步形成，出版了初
编、二编，收入了 205种历代文人作
家的著述，但因种种困难，版本印
数很少，流传不广，还有一部分待
收录的抄本尚未刊刻。新中国建立
后，馆员们希望把这套丛书整理重
印，但因诸多原因而困难重重，未
能实现。2003 年 2 月，张文勋先生
77 岁了，当时他还带着研究生退
而不休，又接受省文史馆的聘任，
担任了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张文勋
代表新馆员发言，郑重提出整理重
印《云南丛书》的重要建议。他强
调说，唐继尧那个艰难时代尚且舍
得拿出大把的银元编纂这套丛书，
难道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力出版这
套丛书吗？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
来说，要出这套丛书只不过是九牛
之一毛而已，难道这一毛都出不起
吗？出席颁发文史馆馆员聘任会的
省政府领导当即打断文勋先生的话
回应道：“张先生您说的意思不就是
要一笔经费嘛！”张先生说：“正是这
个意思。”省领导当即拍板，责成文
史馆制定计划申报经费。不久，出
版专用经费很快就拨下来了，馆员
们也都鼓足干劲，群策群力，7年的
努力，终于完成这部大型地方历史
文献的校订、增补工作，一部多达
50大册的皇皇巨著终于呈现在读
者面前，全国各省文史馆、省图书
馆收到赠送的《云南丛书》都纷纷
称赞，《丛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云南丛书》出版后不久，张文
勋先生和一些馆员又酝酿继续编
纂《云南丛书续编》，因为丛书所收
编的文献，只收到辛亥革命之前，
而且清末时期的不少书籍也尚未

能入编。从辛亥革命到 1949年新中
国建立这段时期（即民国时期）是
我省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时
期。这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云
南省出版的历史文献著作很多，这
些记载了我国历史转型变革期极
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我们不及
时把它们整理出版，将来就会有散
失的危险。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
张文勋先生又提出编纂《云南丛书
续编》的建议，又得到时任省政府
领导的认可，随即把续编列为省文
史馆的重点课题，现在正在编纂
中，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4 年，鉴于写白族史的虽
多，但各自为政，难成大器。张文勋
先生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时任大理
白族自治州主要负责人，提出编写
系统的《白族通史》的建议，在信中
他详细分析了编写《白族通史》的
重要性和可行性。大理州主要负责
人十分重视，把这封信批示到各县
有关部门传阅，并把编撰《白族通
史》列入州政府的重点文化建设项
目之一，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指定
当时的副州长李雄同志分管此项
工作。特聘张文勋先生为主编，聘
林超民教授为首席顾问。文勋先生
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写作队伍，经
过多次讨论确定了写作的思路，拟
定了写作大纲，由几位副主编分工
负责各篇章的撰写，他们是：白族
研究所原所长赵寅松、云大资深教
授李东红与段炳昌，他们都认真负
责，工作进展顺利，基本上按预定
计划进行，目前已进入书稿终审阶
段。不久，六大卷《白族通史》就将
问世了。

张文勋先生今年已是 92 岁的
高龄了，但他还是那么健朗，笔耕
不辍，每年都有作品并获奖。最近
还出版了他本人的《文集续编》两
卷，全集共 12集已出齐。他的著作
之所以能陆续出版，多得力于弟子
们的帮助，其中，云大东陆书院院
长施惟达出力最多。老先生经常说
起他的这些学生，说他和他们是亦
师亦友。他的学生们出于对老师的
关爱，劝老师该封笔了，施惟达笑
着对他们说：“先生是上不封顶
的。”老先生也笑着说：“此言正合
吾意。我的胳膊腿还好着哩，还能
舞剑哩！”

“愿作春蚕永吐丝”，这是张文勋
老先生自况的一句诗，如今全社会都
在强调坚持理想，不忘初心，看来张
文勋先生也是在信守他的诺言呢！

决定认真读一读杨柳松的游记
《北方的空地》，是在看过赵汉唐的
电影《七十七天》之后。电影《七十七
天》似乎有些褒贬不一，票房在同期
也并不是很突出。然而一个人穿越
无人区的经历，灿若星辰的女主角
蓝天，以及羌塘美到震撼的风景，使
我对电影背后那本游记产生了极度
兴趣。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羌塘完
全陌生，看了书上的地图才知道，著
名的可可西里竟是其中一部分。也
是在打开书的瞬间，突然发现，《北
方的空地》并不是一本普通游记。于
人类的肉体，是坚守与考验，于人类
的灵魂，是感悟与反思。

开始阅读第一个字，整个人就
被抽离喧嚣。无论前言与序言，都与
正文本身一样，令人忍不住惊叹、震
撼。蓝天所作的序言，简练而平静地
叙述了她瘫痪后的遭遇和重新振作
的过程。言语中，间或透出的幽默
感，如同她的微笑，清淡，又富有感
染力和生命力。

而后进入正文。从介绍羌塘、穿
越路线以及准备工作开始，在杨柳松
引领下，进入羌塘无人区。干净又清
晰的文字，与随手一拍的绝美风景，
勾勒出一个凛冽而广袤的羌塘荒原，
也描绘出一个人带着装备，推着自行
车，行走于天地间的渺渺身影。

如同有些真实无法想象；现实
远比理想残酷。经验丰富如杨柳
松，也有意想不到的状况、出乎预
料的困难——军用手套，不如几块
钱的廉价手套好用；睡袋的气味不
好适应，露出头来又太过寒冷；因
为进入羌塘的时间比预计晚，自然
条件影响着行程；因为还不能适应
寒冷与长时间推车行走，每一天都
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里程……

困难如此显而易见，相对的却
是适时改变的心情和积极的态度：
压缩饼干即将过期，照吃不误，反正

味道也挺不错的；有时很想给自己
拍照，没带脚架，就拍脚印、影子或
帐篷来代替；顺风骑行，飞扬跋扈地
尝试自制的“减速伞”，虽然不久后
就彻底坏了；和路过的藏羚羊、野驴
远远相望，猜测对方的心思，慨叹彼
此的神奇。

一切极致艰辛，一切至极美好。
杨柳松，以他时间淬炼出的干净

文字，陈述这段极限旅程；以极其平淡
的语调，讲述荒原里的一切。与野牦
牛、棕熊和狼相遇，有对峙，有试探，也
有相互陪伴；遍寻不遇水源，却有雪，
不期时，从天而降；腹泻困扰，只得忍
受寒冷，冲出帐篷，却在羌塘夜色中看
到炫目的水波星空——所有经历，起
伏跌宕；所有细节，清晰深刻。

亲历才懂，眼见才真。照片的美
丽，全是目光之所及；文字的鲜活，
来自生命的鲜活。也许正如杨柳松
所说，不到荒原，不知道自己的极限
在哪里。

在羌塘这片无人区里行走，很多
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显得不再那么
重要。得失与荣辱，都被赋予新的意
义。因为要生存，还要完成穿越，负重
是必须，精减物品也是必须。比如食
物，首先是提供足够能量和营养，口
感几乎没法考虑。而生死，是每天都
在面对的事，来不及过多考虑，要么
本能判断，要么置之度外。

这本书里，没有高深莫测的学
问，也没有咸腻无用的鸡汤。有的只
是真实的行走，曲折的穿越，以及美
丽又残酷的荒原。跟随杨柳松的文
字，去向羌塘的旅程，七十七天长如
一生，又短如一瞬。其中充满着挑战
与艰辛，也充满着轻松与智慧。

其实肉体之于荒原，当然存在极
限，闯得过则生，闯不过则死。而灵
魂，却没有界限，心之所向，便是方
向，心之所往，便是前路。哪怕路漫
漫，哪怕将求索。所以荒原，终究是肉
体的荒原，而灵魂，总有灵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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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票《丰碑》
见证西南联大不凡岁月

郑千山 文/图

愿作春蚕永吐丝
——记张文勋先生

疏国慧

清末诗人袁慎夫（下）
李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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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族通史》典藏本出版发行

读书随笔

心之所向 便是前路
——读《北方的空地》

周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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