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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诗歌的守正创新，“旧瓶装新

酒”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张坚先生继以词

的形式咏论书法并出版《论书词百阙》一

书，取得“发现、填补与立论”的成果后，近

年又以竹枝词创作记咏浦东非物质文化

遗产，所撰《浦东新竹枝词（“非遗”卷）》付

梓在即。这可视为他借用“旧瓶装新酒”

之法，对传统诗词进行当代转化所取得的

“梅开二度”的成果。

竹枝词具有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不

拘格律、束缚较少；诗风明快、诙谐风趣；

广为纪事、以诗存史等四大功能与特征。

对此，清代学者王士祯论道：“竹枝稍以文

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表

面看来，竹枝词的创作并不困难。然而要

实现上述功能、体现上述特征并做到王士

祯所论的出于自然，殊非易事。张坚进入

创作不久，便感到了竹枝词创作的“四

难”，即俗中有雅，雅难得；浅中带深，深难

显；平中藏意，意难生；淡中出韵，韵难

觉。随着探索、创作和思考的深入，他终

于配齐了解此难题的钥匙，即“三化三

寓”——

所谓“三化”，一是化俗为“雅”。张坚

采用通感手法，通过移觉、换觉，将记咏中

的具体的通俗事物，转换成属性相关的另

类事物，从而达到目的。如描写《芦苇编

织技艺》中的“编星织月编千万，创造生活

无限间”，描写《华拳》中的“踢打摔拿成套

路，双拳紧握武魂中”，描写海派盆景“非

遗”传人《庞盛栋》中的“依山傍水林木秀，

犹闻江岸竞涛声”，描写“非遗”传人《沈文

良》中的“甜了时节一夏季，提纯复壮种植

来”，描写“非遗”传人《刘佩玉》中的“车声

轱辘未消停，纺转时光日月行”，描写“非

遗”传人《吴引忠》中的“燃烧热力遵原理，

省了柴火暖了秋”，描写“非遗”传人《宋新

平》中的“雕过性灵雕震撼，论文学术奖牌

观”，描写“非遗”传人《陈萍》中的“医了颈

椎医面瘫，寒风在此换春风”，描写“非遗”

项目《龙潭酒酿制作技艺》中的“蒸洗混合

发酵里，品了醇厚品年轮”等等，通过联

想，由实指物象替换成他类感觉物象，从

而显示竹枝词创作的一番新意。

二是化浅为“深”。张坚注重从“非

遗”项目的鲜明特点、“非遗”传人的精神

特质中揭示出某些具有启示性的哲理。

如描写“非遗”项目《锣鼓书》中的“且看沪

书今又演，道德花蕾竞相开”，描写“非遗”

传人《康毅》中的“书中藏理听中悟，寻味

久长道义间”，描写“非遗”传人《陈春华》

中的“龙狮腾跃有精神，信仰追求视作

根”，描写“非遗”项目《上海说唱》中的“故

事新闻听勿够，是非分辨曲直猜”，描写

“非遗”传人《盛金娟》中的“彩线绵延长几

里，捆合多少裂开痕”等等，在貌似浅显的

内容中提炼出抽象的理性，使作品显得思

情并茂，余味隽永。

三是化诗为“歌”。竹枝词作为民歌，

历史悠久，但被人发现并加以重视则较

晚。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写道：“我们

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山歌是竹枝词，发现

的时候，已是中唐。”民歌具有适宜咏唱的

艺术风格，张坚特意借鉴了刘禹锡竹枝词

句“东边日出西边雨”中着一“边”字重复

两次出现的“重词句式”，在创作中广为使

用，以便咏唱。如描写“非遗”传人《康毅》

中的“书中藏理悟中听”，描写国家“非遗”

《浦东宣卷》中的“二人帮衬一人主”，描写

“非遗”传人《周福妹》中的“能作演出能伴

奏”，描写“非遗”项目《肉皮汤制作技艺》

中的“鲜了满嘴鲜肠胃”……至于描写“非

遗”《上海港码头号子》中的“扛轻扛重扛

天地”句，已是“三重词句式”了。这类重

词句式带有分明的节奏感，十分适宜咏

唱。有鉴于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

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句中，“江”字分别

在上下句中出现，属于整首诗中的“重词

句”，使整首诗具有一咏双唱之感，张坚也

借鉴了这一方法。如描写“非遗”传人《张

文仙》中的“哭来心痛哭来苦，哭送十七地

狱门”，描写“非遗”传人《王龙仙》中的“应

听欢笑却听哭，女儿出门泪眼糊。哭谢阿

妈恩养育，哭愁哪待嫂和姑”。描写“非

遗”传人《范碧云》中的“犹自绣童到绣娘，

绣出秋韵绣春光。等针绣法来开创，密密

匀匀绣满框”，四句中共有六个“绣”字，堪

称一咏六唱。

所谓“三寓”，一是平中寓“意”。张坚

通过在时间截取上的由近推远或由远而

近，体现出“非遗”从历史源头走来的古远

之意。如描写“非遗”传人《李箐》中的“当

年新场琵琶韵，而今指上又弹开”，描写

“非遗”传人《林嘉庆》中的“常忆浦东出

始祖，而今育苗奏乡音”，描写“非遗”项目

《打莲湘》中的“昔日田头今庙会，庆逢节

日庆丰年”，描写“非遗”传人《滕康仁》中

的“一把竹笛六孔音，童年吹奏到如今”，

描写“非遗”项目《凤露水蜜桃栽培技艺》

中的“三百年来三百亩，欲夸桃品咏诗知”

等等。同时，张坚注重将“非遗”与情感及

抒发相联系，让读者体会到竹枝词所记咏

的“非遗”所带有的浓浓情意。除直接表

达情感的“哭嫁歌”“哭丧歌”之外，另如描

写“非遗”传人《陆瑛》中的“多少声情分喜

怒，且观听众泪眼红”，描写国家“非遗”项

目《上海绒绣》中的“哪来双面都如画？引

线穿出上海骄”，描写“非遗”传人《陆正

鑫》中的“欢歌悲乐如流水，弦上情怀有万

千”，描写“非遗”传人《王森林》中的“带队

演奏频获奖，奔波义演寄情怀”，均既注重

“非遗”的时光穿越，让读者展开丰富联

想，又赋予“非遗”以情感色彩，让读者产

生情感共鸣，从而使竹枝词派生出“古远

之意”与“情感之意”的双重意韵。

二是淡中寓“韵”。在竹枝词创作中，

张坚注重以方言及口语化的字、词入诗，

读者不时可以读到带有“吾”（我）、“侬”

（你）、“伊”（他，她）、“啥”（什么）、“ 勿”

（不）、也（且，边）等字的诗句。如描写

“非遗”项目《浦东三角粽制作技艺》中的

“为有咸甜多品种，吃来味道跳眉毛”，

“跳眉毛”是浦东方言，形容味美引发眼

神经作出不一般的反应。另外，读者还

可经常从张坚的诗句中读到“咚咚”“哔

啵”“啪啪”“嘈嘈”“切切”“嚓嚓”等象声

词。为使竹枝词体现出应有的诗韵，张

坚采用了较多的修辞手法，其中采用比

兴手法的有描写“非遗”传人《张文仙》中

的“盘转乌鸦日色昏”，采用比喻手法的

有描写“非遗”传人《施勤》中的“ 只为育

才如种树，弘扬更在道德中”，描写“非

遗”传人《潘志明》中的“水中对象难逃

遁，渔网犹同法网灵”。采用拟人手法的

有描写“非遗”传人《沈惠毅》中的“约得

秋水同演奏，琴声新韵吾家乡”，描写“非

遗”传人《吴惠福》中的“街头流水听欢

喜，又有丝竹演舞台”，描写“非遗”传人

《顾月凤》中的“且歌且舞心头乐，夜莺瞧

此也眼红”。另外，张坚在创作中还运用

了大量的设问句，自问自答，起承转合，

藉此组织语言形成诗篇。

三是注中寓“新”。众所周知，竹枝词有

设附注的传统，或引史书内容，或录地方掌

故，或作诗句解释，或为词语设注，少则片言

只语，长则达数百字。张坚在创作中既继承

了这一传统，又作了新的拓展，形成既有简

单条文式的“一条一注”，又有综合性的“一

段一解”的方式。正如苏轼所言“出新意于

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张坚的这一

处理既使熟悉竹枝词风格的读者不感突兀，

又为此番拓展觉得面目一新。由此可见，张

坚在竹枝词创作中的守正创新，既有总体的

探索方向，又有细节的注重体现，从而形成

了鲜明的风格。

明代学者曹学铨在《蜀中名胜记·风

俗记》写道：“夫竹枝者，闾闾之细声，风俗

大端也。”“非遗”一词随着2000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代表作”项目方始引用，作为描述本地的

风土人情的民歌，过去或有零星的竹枝词

记咏过若干“非遗”，但如张坚这样采用竹

枝词的形式集中记咏本地“非遗”，并以专

辑出版，则十分难得且具有可贵的传统转

化价值和当代探索意义。曾几何时，张坚

曾向我说起他将进行浦东新竹枝词的系

列化创作的构想，并揶揄自己是个做事

“太过顶真”“不太放得下”的人。我颇受

感动，认为对于诗人，对于文学创作，这一

“超常”态度、执著精神是可贵的、必须

的。张坚先生作为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以

思想、热情与才华孜孜矻矻于浦东新竹枝

词的创作，满含的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的家国情怀。我衷心期待他为家、

为国、为民，为当代诗歌创造出更美、更好

的精神成果。（本文为《浦东新竹枝词

（“非遗”卷）》书序）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
任、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上海诗词学会会长）

这封家书是谢晋元于1937年10月

18日在淞沪会战前线，写给连襟张萍舟

的信。

谢晋元写这封信的时侯，淞沪会

战已进行了两个多月，大场防线刚刚

失守。仅时隔八天，谢晋元便接到了

坚守四行仓库、掩护部队转移的命

令。因此，这封家书也是谢晋元在生

死决战之前对家人的殷殷嘱托。

谢晋元在信中写道：“沪战两月，

敌军死亡依情报所载，其数达五万以

上。现在沪作战敌军海陆空军总数在

廿万以上，现尚源源增援中。”面对战

斗之惨烈、战局之艰难，谢晋元以“泰

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

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的大无畏精

神，表达了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愿为国家、民族牺牲生命的决绝之心，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曲悲壮的

人生之歌。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

士”是“民族革命典型”。

谢晋元在信中还充满了对妻子家

人安危的挂念。他请张萍舟转告妻子，

在家照顾好家人，“绝不能轻易离开家

中”，自己会尽力“设法接济”，对家人的

关心跃然纸上。

《看得见的二战史》肖石忠 编著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时间先后顺序为经，以东方战

场和西方战场的重要人物、重大战役为

纬，通俗易懂地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爆发、发展和结束

的全过程，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组建、形成、发展并最终战胜德意日法

西斯的全过程。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刘玉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24名抗战老兵口述当年

从军的经历细节。这24名老兵中，有怒江

边从死人堆中逃出的余国清 ，有桂林保

卫战中七星岩里逃出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黄海潮，有在缅甸为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史

迪威将军开过车的武彪……

《叱咤风云》王林 著
出版：大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反映西安事变的历史小

说。它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为法宝，争取了以张学良、杨

虎城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

动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

战，掀起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南京大屠杀》（日）小野贤二 等著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记录日本侵略者在华实

施暴行的历史专著，书中收集了参加南京

大屠杀的19名日本士兵的战争日记，这些

日记都是日本军人自己书写的阵中生活

及战争、行军情况，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日

本军人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应征入伍，到变

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心灵历程，真实

深刻，撼人心灵。

《重读抗战家书》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主编
出版：中华书局

《重读抗战家书》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宣传教育局，编辑整理中国国家

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

大学博物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茅

山新四军纪念馆、聊城傅斯年陈列馆

等单位收藏的32封抗战英烈家书而

成。这些抗战英烈家书，时间跨度从

1934年至1945年，按照家书写作时间

先后排序。家书作者既有八路军、新

四军将士，亦有国军将领；既有高级

军官，亦有普通一兵，展现了全民族

抗战保家卫国的伟大历史图景。

萍舟吾兄：
九日示悉，昨日上函谅达。沪战两月，敌军死亡依情报所载，其数

达五万以上。现在沪作战敌军海陆空军总数在廿万以上。现尚源源增

援中。以现势观察，沪战纵有些微变化，决无碍整个计划。希释念可

也。

信由上海探投。勿写八字桥或其他地名，即可交到。

弟十年来饱尝忧患。一般社会人情世故，影响于个人人生观，认识

极为清楚。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

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维诚在目前环境下，绝对不能来汉。如蕉岭有危险，汉口则不可以

言语计矣。抗战绝非短期可了，汉口商业中心，更非可久居之地。倘维

诚属个人行动，自较便当，以今日而论，幼民姊弟，绝不能片刻无人照料

也。望速将弟意转知维诚，不论如何，绝不能轻易离开家中，切盼。

黄渡情形如何，此间何无所知，当加注意。款项只要可以寄去，必

尽各种方法，遵命汇去，勿念。

岳母抵汉后，想因店铺放弃而内心不安。吾兄经济情形若何？倘

有困难，希函知以便设法接济也。弟衣物此间购买方便，望勿麻烦可

也。

敬祝 冬祺

岳母大人以次敬叩安好

中民弟
十月十八日

由管虎执导的抗日影片《八佰》在全国公映以来，无数观影人慨叹落泪，也迅速掀起一

波爱国高潮。今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在那场艰

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维护民族

独立和自由、捍卫主权和尊严。我们可通过抗战主题出版物和图文，回顾中国人民英勇抗

战的光辉历程，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与和平环境。让我们在书香中，铭记历

史，致敬英雄儿女。

《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

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

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从中华

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

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

大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枢纽”；突破了以往在研究过程中

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

历史来研究的局限，而将其作为

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

把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

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

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抗战有更

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

准确的把握。

谢晋元致连襟书
（1937年10月18日）

精彩书序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记录正

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抗战历程，呈现

全民族抗战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发

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日战

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特

编辑这套影印资料集，所编选的资

料，主要为1945年以前出版的原版史

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

出版物、内部文件为主，充分反映了

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战中的中

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与思

考，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标有“极机密”

字样的内部印刷品，具有很高的史料

价值。

本资料集以抗战军事为核心，但

不拘泥于作战过程本身，还包括根据

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游击战的战

略战术、作战总结、对日作战战术、机

密军情文献、军政文献、国防战略思

想等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内容。全书

内容丰富，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

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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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寄托与其他
——浅谈张坚竹枝词创作的“化”与“寓”

□胡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