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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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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颂德是农民的
儿子，泥土的芬芳赋
予了他温良恭俭让的
品行；他是新中国培
养的高材生，琅琅的书声给了他开
启知识大门的钥匙；他是上海社会
科学院的研究员，浓郁的“研风”给
他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他是舍不得
歇脚的“挑夫”，几十年如一日，行走
在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道路
上。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沪上
著名学者，潘老师不可能不忙，但他
以始终为人作嫁衣为乐，每次文友
找其为新著作序，他欣然应允，分文
不取。每本待作序著作拿到手以后，
他都要从头至尾看两遍，做读书笔
记，耐心地帮助作者纠正思想、语
法、措辞等方面的瑕疵，连标点符号
都不放过。序写好后再进行反复推
敲，直到满意为止。现在，他正着手
整理为 70多位文友著作义务所作
的序，取名《观剑集》，计划出版。

潘老师家位于上海西南一隅，
走进一百多平方米的潘宅，我被眼
前的情形“震”住了，收拾得干干净
净的房子里，客厅、书房、卧室、阳
台，到处都是书，潘老师说这仅是一
部分书，藏书加起来大约有两万多
册。两万多册，相当于一个图书室
了。

他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有
点儿戏剧性。幼时家贫发奋读书；
初中毕业无钱再读，近视不能当兵
（长期在油灯下看书造成），考取了

免费的师范学校；成绩优异被推荐
上大专院校深造；毕业分到中学教
语文，工余爱好研究鲁迅；两次报名
全国研究生考试，外语成绩不够拉
了后腿；参加中国社科院从社会上
选拔鲁迅研究专业助理研究员考
试，因深厚的鲁研功底而一举成功。

1981年初，潘老师调入上海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孤岛”
文学研究工作。1985年，根据所领
导“每个人都要有主攻专业方向”的
要求，他在研究鲁迅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研究新诗。40岁正是人生的成
熟期，潘老师来到学术研究“圣地”，
如鱼得水，厚积薄发，数十年冷板凳
坐下来，收获累累。专著有《中国现
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中国现代诗论
40家》《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现
代文学沉思录》《鲁迅散论》《书海徜
徉录》《王礼锡研究资料》；合著有
《鲁迅在科教战线上》《鲁迅论儿童
读物》；参加编写的有《鲁迅作品赏
析大辞典》《新诗鉴赏辞典》《中国文
学大辞典》《中国古代诗苑精品》等
近 20种；发表各类文章 400多篇，
所撰论文与文章收入 30多种专书。

合计 10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
乡土诗史略》《中国现代诗论 40家》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填补
了我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批评史两
项研究空白。其中，《中国现代新诗

理论批评史》是潘老
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
学“八五”规划项目，
也是他集大成之作。

此书撰写颇花心思，17年时间呕心
沥血 52万字、注释 1256条。全书以
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发展历程为线
索，分成滥觞期、转轨期、发展期、深
化期、综合期五个部分，几乎囊括了
1917年———1949年中国现代所有
重要诗论家、新诗批评家、重要的诗
论学派和所有重要的论争。作者“以
史为据，客观公正”的评论观在这本
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出版以后在社
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大学中
文系将其列为新诗研究方向的硕士
生、博士生必读参考书。

晚年，潘老师该是享清福的时
候了。然而，潘老师仍然满负荷地奔
走在文化传播的道路上。2001年退
休后，仍然为单位带了一届研究生，
在文汇出版社做了 9年审读，晚上
和双休日去 4所大专院校任教 11
年，应邀做了无数场文学方面的义
务讲座。

一百年前，新诗伴随着陈独秀、
李大钊、胡适、郭沫若、鲁迅等人为
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
运动传入中国，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此时，重温潘老师等前辈的著作，十
分必要。

“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
在，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文化辐射出
去。”这是 76岁的老学者的情怀，也
是他持久发光发热的真正动力。

以传播新诗文化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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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离不开一个“军”字。军民
融合、军地联手、军民鱼水情、军民
一家亲……是啊，航天强则军队强，
航天荣则军队荣。航天离不开军，
航天壮军威。军与民既是情同手足
的好兄弟，又是荣辱与共的共同体。

航天与军有缘。因为航天研制
的军工产品几乎都与部队有关，或
是前往基地进行发射试验，或是装
备陆海空三军部队，或是为军事演
习保驾护航。因此，航天产品在研
制、定型、批产交付等各个阶段
都必须一次次地去基地进行飞
行试验。为保证军工产品的高质
量和高可靠，航天人恪守“平时
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理念，尽
最大的努力在研制、定型阶段就
把所有的问题和隐患都消除掉。
而那些基地，既有茫茫戈壁滩，
又有滔滔渤海湾；既有高寒雪域
城，又有热带椰林岛。航天人日
夜兼程，走南闯北，正是为了让
产品经受各种各样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的考验。把合格过硬的
产品交付给军方，是航天人义不
容辞的强军责任。

航天与军有缘。记得那些
老航天人，每每说起他们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那段经历，都显得无比
自豪。其中不仅有从事神秘的航天
职业的光荣感，还有就是他们属于
军队编制的一部分。那时他们都穿
着绿色军装，被授予尉级或校级军
衔，享受着令人羡慕的供给制待遇。
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们与部队
官兵同甘共苦，战大漠严寒，斗戈壁
风沙，为导弹火箭发射成功而把个
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航天与军有缘。被誉为中国“航天
之父”的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不久，
就被毛主席和党中央委以顶层策划制
定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
重任，并为日后中国“两弹一星”的成
功、在太空矗立起第一座航天丰碑立

下了不朽功勋。后来，为便于和军方打
交道，中央军委决定给予钱学森相当
于少将的待遇。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
奠基人，钱老成为我军部队名副其实
的高级将领。当年美国政府无理扣押
钱学森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
叫嚣：“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
战师。我宁可把这家伙给毙了，也不能
放他回去为红色中国服务。”一人能抵
五个师，可见钱学森不可估量的价值，
钱学森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德高

望重的爱国典范，不仅是中华民族
的骄傲，也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航天与军有缘。今天，航天
单位每天上下班的铃声都用哒
哒的军号来替代。每每听到那雄
浑激昂、催人奋进的军号声，不
由感到有一种责任和使命的催
促。在战争年代，它是奋勇杀敌
的进军号；在和平时期，它是砥
砺意志的鼙鼓声。

航天与军有缘。在岗期间，笔
者因工作需要曾多次采访驻院军
代表或武警战士，他们同样怀着
航天报国之情，满腔热血献身国
防。笔者还多次深入到酒泉卫星
发射基地，近距离地目送过多艘

神舟飞船壮丽升空，并与众多航天人
及部队指战员一起，将我国第一位航
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终于圆了中华
民族千年的飞天之梦。回想在神舟五
号飞船发射现场，眺望“神五”飞天壮
举，许多航天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此情此景，难以忘怀。

航天与军有缘。由于职业的使
然，让我结识很多军人朋友，他们中
既有驻院军代表，也有武警战士，还
有一批各个基地的官兵。尤其在靶
场，我们曾经一起为策划一台节目
而献计献策，曾经为进行一场体育
比赛而助威呐喊。记得一次在西昌
基地，由部队司令员亲自带队，为我
们航天试验队送来了许多猪肉、牛
肉、羊肉、鸡鸭和鱼等副食品，那些
当兵的一边抬着箩筐，一边高声唱
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
咱航天试验队……”望着这一幕感
人的场面，试验队员都感动极了，大
家自觉地排成两列队伍，夹道欢迎
基地官兵。那一幅场景，真叫军民一
家、亲密无间的水乳交融啊。

$%&'()*%+,--./

航
天
与
﹃
军
﹄
有
缘

!

0

1

2

今年是雕塑大师张充仁先生的
110周年诞辰。每逢走过徐汇区淮
海中路复兴西路口的三角花园，看
着那座取名为“起来”的聂耳青铜塑
像，看着那敞开外衣、激情展臂的人
民音乐家形象，我都会想起创作这
位铜像的张充仁先生，想起当年在
先生家愉快的促膝长谈。

那是 1992年，距今已有 25年
了。一个宁静的下午，在老人弟子刘
锡洋的陪同下，我再次走进合肥路
上那幢熟悉的老洋房。当我拾阶进
屋时，先生正在用那双充满创造灵
性和纯情的手，精心雕塑着聂耳的
头像。当年先生 85岁。

专程从法国风尘仆仆赶回上海的
老人高兴地说，这次回沪，就是为了在
聂耳诞辰80周年之际，完成高约4米
的人民音乐家全身铜像的创作任务。

这位经过风雕云琢的传奇老
人，思路清晰，谈吐明快。早在南国
社时期，先生就曾见过聂耳。这位比
他小 5岁的黝黑乐观的云南青年，
为人朴实，心灵高尚，使他至今难以
忘怀，总想用泥土和自己的心血在
上海街头再现这位年轻音乐家的风
姿神态。这个梦，他魂牵神绕已整整
10年了。10年来，为了实现这个梦，
先生说，他曾遍访聂耳生前的老师、
同事、朋友，还千方百计查阅了可以
找到的全部照片、报纸和资料。

谈起让聂耳塑像“落户”上海，
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认为这是
理所当然。因为上海是影片《风云儿
女》的首映地。1935年 5月，《义勇
军进行曲》就在昔日的金城大戏院、

今天的黄浦剧院第一次唱响。还有
坐落在徐家汇的那座小红楼，原先
是百代唱片公司所在地。青年歌唱
家盛家伦和当年电通公司的演职员
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施
超等，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将《义勇军
进行曲》灌成唱片，并随之发行。此
外，聂耳铜像选择的摆放地，是昔日
的宝昌公园，解放初期改为儿童公
园，与这位人民音乐家创作《义勇军
进行曲》时的在沪寓所毗邻。

指着正在修改的塑像小稿，先
生动情地表示：“我一直想用手中的
泥巴塑造写出我们《国歌》的民族英
雄。现在，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话
语中，流露出极大的快慰与欣喜。

据介绍，先生早先为聂耳所塑
的 30厘米小样充满了激情，弓步舞
动双臂，英姿飒爽，赢得了同行一致
赞许。于是，主办方上海市文联和上
海市城雕委决定选用这座用心血长
期构思出来的作品。得知喜讯后，先
生马上又塑了一个 1米高的精样，
让人远观神完气足，近看细致精到。

谈起先生不平凡的艺术人生，
耄耋老人充满了深深的感恩与怀旧
之情。出生在徐家汇的他，自小就耳
濡目染，深受搞木雕的父亲和爱刺
绣的母亲影响，酷爱绘画。先生 14
岁就进了爱尔兰人创办的土山湾印
书馆学习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了素描和法语。24岁考入比利时
皇家美术学院，27岁因比利时漫画
家埃尔热的《蓝莲花》而成为欧洲家
喻户晓的人物。回国后在上海创办
了著名的充仁画室，先后培训学生

300多人，弟子遍布海内外，对祖国
绘画和雕塑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1985年，先生的手模还被法国国家
艺术馆永久收藏。全球获此殊荣者，
仅先生与毕加索、罗丹三人而已。

先生透露，早在 1951年他就为
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设计创作了

“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作品。现在，这位被齐白石老
人誉为“泥塑之神手”的伟大雕塑
家，终于在祖国城市的街头，有了自
己的传世杰作。

谈起心爱的雕塑艺术，谈起上
海和全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先生更
是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先生称
赞改革开放使上海的文化建设有了
长足的进步。先生指出，雕塑自古以
来不仅点缀装饰着城市环境，还感
染打动着观看的人们。丹麦的小人
鱼、美国的自由女神、比利时的撒尿
小孩、俄罗斯那象征和平的打结手
枪，好的雕塑就像一首无言的诗，一
部石头的史。先生认为，今天的上海
城市雕塑尤其需要有影响的、标志
性的大作和力作。先生强调，要用泥
巴来塑造伟大崇高的民族之魂，来
塑造富有想象力和生命意识的厚重
作品，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爱国
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6年之后，张充仁先生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但每次经过这座取名
为“起来”的聂耳青铜塑像，看着人
民音乐家指挥着大家合唱《义勇军
进行曲》，张充仁先生的音容笑貌又
宛若眼前，又会让我想起与先生的
这次难以忘怀的愉快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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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仁：用泥巴塑造民族之魂

阿玉每年清
明节那天必赶到
苏州凤凰山给爹
妈扫墓，或火车、或长途车、或搭朋友
的私家车。可是阿玉的哥哥隔四五年
才去一次。今年，妹妹又催着哥哥到
凤凰山去，说：阿哥，你很多日脚不到
妈妈坟上烧香了。你做梦说妈妈这几
天一直扭你屁股，那就是她想你了，
她责备你了。今年跟我一起去吧？

阿哥说：妈妈今年100岁了吧？人
家讲的，过了100岁，小辈就可以不去
扫墓了。所以我不再到凤凰山去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想去你就说
不去好了！

建方的老爸去世，寿终正寝 80
岁。做“五七”的那天，建方把弟弟妹妹
阿姨爷叔都请来，一道又一道，很隆重
地烧了五只老爸喜欢吃的菜，供在遗
像前，还有蜡烛、香、锡箔等等。磕完了
头，做完了“五七”，建方走到老爸的卧
室，把室内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来，不仅
仅是衣服被子，还有大橱、电视机、床、
轮椅、拐杖、窗帘……进行一次“清仓
行动”，能烧的烧，能丢的丢，一件不
留，统统去掉。

建方的弟弟建平阻止道：阿爸待
你介好，你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全部
清理出去？难道你不想留一些作为纪
念，睹物思人嘛。

建方说：全部烧掉全部处理掉，
就是让爸爸全部带走，让他在天堂里
享用。你懂什么懂？建平想说这是不
孝顺，但是他不敢说出来。

老妈已经半
清醒半糊涂了，

大小便也半控制半随意了，儿子大林
打算把她送进养老院。家里请的那个
保姆，三天两头说不做了，说太吃力
了。工钱加到4000块都保不住（大林
一个月工资只有7000块）。万一保姆
真跑掉了怎么办？

妹妹小林极力反对：阿哥，俗话
是说过：人挪活，树挪死。可是妈妈太
老了，她就是一颗老树了，挪不得呀，
你把她送到养老院去等于送终，她一
定会在养老院闭眼睛的。

哥哥说：你这不是侮辱养老院吗？
难道送到养老院去等于送到太平间？这
算啥个闲话？送过去是让老妈颐养天
年，我天天上下班，没有工夫照顾，那边
有护士护工，环境又好……

妹妹嗓门大了：阿哥，你不要强
调理由，妈妈是不愿意到养老院去
的，我们要尊重妈妈的意见！

哥哥打断她的话：你不要说了，
你反对把老妈送到养老院去，那么你
把老妈接到你家去。来三不来三？我
明天就送过去？

妹妹没有声音了。

谁对老人孝顺，谁对老人嫌弃？
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当我
们读到阿玉、大林和建方的故事，我
们心里是煞煞清的，尽管有这样那样
的老古话和俗话遮掩着。还是用一碗

“鸡汤”来总结此文：请在心里孝敬老
人怀念老人，举止是由心来支配的。

谁孝顺谁不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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