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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且还写得一
手好旧体诗。在他学诗的道路上，有四位良师诤
友对他诗艺的日益精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吴宓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陈伯澜，陈伯澜
是吴宓的姑丈，有《审安斋诗集》，崇尚唐诗，尤尊
杜甫。康有为赞其诗曰：“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
绵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吴宓也
说：“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
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十几
岁时开始从陈伯澜学诗，深受姑丈影响，崇唐诗，
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
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
异乎步曾。”其一生酷爱杜诗，作诗多借鉴杜甫，也
与陈伯澜的教诲有直接关系。吴宓早期诗歌直白
无隐，缺乏余味，陈伯澜力纠其弊。

1914 年 6 月 27 日的吴宓日记记载其写了一首
诗让陈伯澜评阅，曰：“思想甚发达，然诗则幼稚。
宜以多读为是。”又曰：“诗以多注则始佳，贵含蓄
而忌直说。”吴宓虽然当时由于年龄关系，并不服
气，在日记中发牢骚：“嗟乎，余之诗，意在发抒情
感，非以诗学诗也。”但也承认：“余学疏力短，正犯
此病。……后当更力勉之。”后来随着学识渐长，
阅历渐丰，对于用典更服膺于陈，说：“于是经义史
事，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然后
入之辞藻，见于诗章。是故典故之来，由于情志之

自然，非待掇拾寻扯，故典不
累诗而有裨补于诗。”陈伯澜
点评吴宓诗歌，一贯从严。如

吴宓早期诗作《秋夜吟》，词藻华美，意境凄丽，似
仿《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秋窗风雨夕》，颇费了一
番心思，陈伯澜评云：“语多辛酸，殊非所宜。”又谓
其为无病呻吟。兜头一盆凉水，泼醒了吴宓，吴宓
以后的诗作幼稚有之，不合诗律有之，却都出自真
性情，不再有这类矫揉造作之作了。对于整体尚
不错的诗作，陈伯澜也尽量指出其不足：“作者古
体，直摅胸臆，无格格不吐之弊。但下笔太轻易，
即不免浮冗空滑。须敛才就范，勿但贪多好胜。”
对于写得非常出色的也不吝于赞美之词，如评吴
宓的《石鼓歌》曰：“此首当为古体诸作之冠。”

饶麓樵于吴宓有更多鼓励之词。如评其《论
诗绝句》云：“清炼工腴，情韵不匮。加以深造，定
当树帜骚坛。”评《喜雪》云：“胸襟气息，自尔不
凡。”这些鼓励对于青年吴宓而言，弥足珍贵，增强
了他在学诗道路上勇攀高峰的信心。饶麓樵也不
时指出吴宓诗歌的不足之处，如评《清华园词》：

“规模壮阔，步骤井然。但造句炼字微嫌未合，想
系急就之故。”他还多次提醒吴宓要细心揣摩前人
诗歌的优长之处，加以学习。

吴芳吉是吴宓的同学，与吴宓并称“两吴生”。
吴宓自谦自己的诗歌不如吴芳吉。吴芳吉总是直
言不讳地指出吴宓诗歌的弊病，在《读雨僧诗稿答
书》中说：“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
与子美‘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桃花
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百鸟飞’之句相似。但此类
句法，最易生涩，不可取。又如子美《咏鸡》‘纪德命
标五，初鸣度必三’之句，故意强合，皆宜弃之”，“引

用典故，宜含浑自如，不可牵强。《甲寅杂诗》三十首
中，典故最多。如‘兔死鸟飞剩只鸿’、‘俗薄公输羞
智巧’、‘人以亲疏为去取，党分洛蜀自惊猜’诸句，
皆不免牵强凑成。如‘胡骑惊传飞海峤，汉廷竟议
弃珠崖’。此类经营，斯上上矣。玉溪昌谷之诗，最
喜用典，其隐僻不可探测，不似子美明贵。玉溪辈
若以引典为作诗原料，子美仅以之点缀而已。”吴宓
后来诗歌学杜能取其神而遗其貌，得吴芳吉之助。

陈寅恪与吴宓是挚友，他们贯穿一生的深厚友
情被传为文坛佳话。吴宓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
服，以师视之：“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
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
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寅恪曾说：在中国近世诗
人中，最佩爱郑苏堪之诗，以其意思明显，句句可
译成英文也。吴宓深记在心，后来“多读各家之
诗，以真挚明显（即清切）为标准，乃深是寅恪此
言”。吴宓一生作诗以真挚明显为准则，正是源于
陈寅恪的指点。陈寅恪认为吴宓诗歌多性情而少
理趣，在深度上有所欠缺，虽然知道吴宓厌恶宋
诗，仍多次提醒吴宓要多读书以固本，吸取宋诗之
长。多年的交往使陈寅恪对吴宓有深沉的同情与
理解，吴宓的《忏情诗》，最为人所诟病，有的说格
调不高，有的说难以达诂，陈寅恪则说：“直抒胸
臆，自成一家。自忏，即所以自解，正不必别求解
人也。”可谓知己之论。

师不在多，在于识见高远且善于教诲；友不在
多，在于知心并敢于指责其失，吴宓能拥有这样几
位良师诤友，实为大幸也。 □孔令环

新时期文学以来，有一个人，说了一句
话，短短五个字，却让文坛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就是提出散文创作“形散神不散”理论的著
名评论家肖云儒，他的贡献为当代散文理论
研究树立了一块丰碑。

北方的江南才子

肖云儒，祖籍四川，生于江西，求学京华，
现定居西安，人生的曲线就这样在神州大地
上徐徐绕过。女作家叶文玲形容自己到西部

“去时拎着一个手提包，回来时背着一座昆仑
山”，而肖云儒在西安 50多年，事实上把自己
已“变”成了一座山，一座在国内文艺理论研
究上无法绕开的大山。

贾平凹这样评论他：“肖先生思维活跃而
丰实、劳动繁重而艰辛，我是畏惧这样的人，更
是敬重这样的人。在陕西的任何文学、艺术及
文化研讨会上，每有发言立即会场寂静，大家
洗耳恭听，其中总少不了他。我的感觉中，北
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犹如下象棋，南方的理
论批评家的文章又像是下围棋，各有肥瘦短
长，曾感叹，谁若能南北风范集于一身，谁必
能成就大的气象。肖先生可以说就有这番面
貌，他应该归于国内理论批评的一流。”

肖云儒的授业老师、著名学者冯其庸感慨
说：“云儒的思考不限于文艺问题，举凡社会、
历史、文化诸多方面，都能发人之所未见，时有

独辟蹊径的巧思。云儒是思想的丰产者。”
因为知识广博，见解深远，思辨明晰，文采

飞扬，肖云儒被称为“活动在北方的江南才子”。

19岁提出“形散神不散”

1961年 1月，《人民日报》开辟了《笔谈散
文》专栏，就散文的特点、散文的作用、散文的
题材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期间，肖云儒
写了一篇题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其观点
引起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被写进我国大中
小学教材，影响中国文坛几十年。那时他才
20岁，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大二。他
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华君武的政
治讽刺画》就曾使《美术》总编、美学大家王朝
闻亲自“召见”时惊呼不已，作者竟是毛头小
伙！45年后，肖云儒回忆起当年的那场争论
时，借用俄罗斯经典作曲家莫索尔斯基《跳蚤
之歌》，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那场关于散文的
争论“实在始料未及，而且担待不起”。“跳蚤
一旦被人强制穿上龙袍、带上勋章，‘形散神
不散’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被人认为是散文
写作秩序的反映，被人认为是束缚新时期散
文写作的框框，也十分必然而且合理了。”

其实，肖云儒的声名鹊起与他的家教、家
学渊源是密不可分的。肖云儒半岁丧父，没
有兄弟姐妹，母亲是一位刚强的知识女性，

“一二·九”运动时她在北京散发传单，在教
会学校和美国神父辩论，宣传革命信念，后
来又担任江西省妇联副主席，她的刚强和聪
慧让肖云儒一生获益匪浅。童年和少年时
代，在外祖父的书房里嬉戏、认字，那满架满
桌的文化和经济类、日文和中文的书籍，让
肖云儒对书里的风景产生了强烈的憧憬和
向往，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发奋读书
做学问的种子。

与西安结缘

大学毕业，肖云儒就一直在西安工作，西
安已然成了他的第一故乡，西安的人和事让
他对这座古城留恋不已。他趣言与西安的缘
分始于一碗羊肉泡。那是在上大学期间，他
曾来《陕西日报》实习，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
乏，吃一碗羊肉泡得凭票购买。肖云儒实习

的部门有二十多人，但一个月仅有一张票的
配额。领导为了照顾他，说服同事延迟一个
月领票。肖云儒如同抽到了大奖，跑到餐馆
里大快朵颐。那是他第一次吃羊肉泡，多少
天没沾过油，突然的美餐让他“饥饿的胃感到
一种震颤的喜悦”，一整天都沉浸在美滋滋的
感觉中。

参加工作后，肖云儒将自己的目光和精
力倾注文坛陕军，看似文弱的他，慧眼独具地
首先扛起了“西部文艺”这杆大旗。

1982年，肖云儒受老一辈电影评论家钟
惦棐提倡“西部电影”观点的影响，他长久思
索、苦苦寻觅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终于找
到了一个落脚点和突破口。1986年夏，肖云
儒带着一整箱书籍、笔记、资料来到秦岭主
峰太白山下一个叫 39所的国防研究单位，在
这里的招待所待了 25 天，写出了《中国西部
文学论》的前 10 万字。书稿杀青后，很快由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获得了第四届中
国图书奖、1992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其独到的艺术见解和美学思想为国内
评论界所瞩目。

2000年，肖云儒在花甲之年出版了五卷
文集“对视”书系，《对视文化西部》《对视20年
文艺》《对视269（上）》《对视269（下）》《对视风
景》，共计 230万字，几乎囊括了他 20世纪 80
年代、90年代以来对文学、文艺、文化的精辟
思考，是 20年来文学、文艺、文化过渡时期的
见证。这些像西安城墙砖块厚重的五大卷
文集摞起来，足有 20 公分高，肖云儒的精神
深深感动、震撼了陕西的文化界。9年之后，
肖云儒的第二套书系“雩山”由陕西人民出
版社推出。“雩山”书系共 150余万字，由《青
灯说辞》《微雨行过》《握住从容》《无酒对酌》
四卷组成，辑录了肖云儒 10 年来的文化论
文、人文谈话、文艺评论、散文随笔。许多文
章在初次发表时，即以对当下各种文化问题
的宏阔而新颖的思考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
和网络传播。作者与易中天、于丹、雷达、朱
大可、朱学勤、魏明伦、杨锦麟等知名文化人
的人文对话录，更是该书一大亮点。

此生走不出书斋

对于声名，贾平凹曾为肖云儒抱屈、鸣不

平：“他应该归于国内理论批评的一流，但他
的声名并不显赫，西安地域成于他也碍于他，
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因为北京或上海，那
里的报刊面对的是全国，西安的报刊只向于
一隅，而他的文章又大多发表于西安报刊，国
内的文坛多少疏忽了他的存在。”

但肖云儒对这一点看得很淡，他追求的
就是一种以平常心、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书斋
生活。他就像远离人间烟火的古代文人那
样，对名利淡然处之，对评奖从不理会。他
说：“几十年来，我的书和我一道，改善着生
存条件，记录着人生的、社会的轨迹。”陕西
电视台曾经为他拍过一个 30 分钟的专题片
《肖云儒和他的七代书架》，节目的最后，年
轻的主持人问他，如果将来书籍都存进了光
盘，你怎样处理你的书呢？肖云儒回答道：

“那时，我的书房便成了文博馆和歌剧院，平
时也许都在电脑上读盘，如果读纸质印刷
品，就像去文博馆参观和去国家歌剧院听歌
剧一样，恐怕得焚香沐浴、净手更衣，会有一
种高贵雅致的感觉。”

肖云儒先生是陕西文坛评论界的一棵老
树，他不仅研究西部文化，还极力扶助陕西作
家，留下许多广为传颂的佳话。

上世纪70年代，汉中作家王蓬开始写作，
与《汉中日报》的几位编辑李耕书、叶浓等来
往密切，由此认识了肖云儒。之前，王蓬的名
字是王芄，“芄”为古字，意与“蓬”同。清初诗
人王渔洋来汉中作长诗《七盘岭》，其中有“桔
柚郁成林，秧苗亦芄芄”。“芄芄”意即蓬勃旺
盛之状。肖云儒认为这个“芄”较生僻，也不
便排字工人与读者，遂查了字典，改“芄”为

“蓬”，沿用至今。

执着于艺术殿堂

肖云儒是一个散淡的人，又是一位保持
着天真、童趣的散文家、书法家，他拥有一颗
诗心，灵心善感。读他的散文《我在故乡冷藏
了三天》，让人忍俊不禁。原来，他一回到南
昌，就被朋友、同学、亲戚们包围了，颇不自
由，他想独自去寻旧梦，于是想出绝招，伪称
自己去了别处，好似人间蒸发了，其实潜伏在
南昌的老巷深处，“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老头”，
每天在他童年和少年时留踪的地方转悠，静

静地咀嚼着人生。然而，谁又能禁得住诱
惑？人又怎能弃绝红尘？反正，这个“老头”
又回来了，回到了他游刃有余的关系网和生
存网中了。他又无奈地登上飞机，去参加一
个可能毫不重要的“重要会议”去了，“恐怕直
到烧成灰烬”，也难改变。

肖云儒热爱书法。他一辈子追求读圣贤
书，安贫乐道，从不懈怠，整理和研究西部文
艺，沉浸其中，津津乐道，甚至是五迷三道。
读书读得兴奋了，便手舞足蹈地来上一阵

“老夫聊发少年狂”，然后冲着众人嘿嘿一
乐：妙处不为外人道也。肖云儒的书法虽为
行书，但有楷意，不是龙飞凤舞不着边际随
意挥洒的那种。每每出门，他总记得提包里
要装上毛笔印章，动不动就追问：让不让写
字？而在书法表演中常常情不自禁，其形态
率真可爱。他称书法可以“养生、养心、养
灵”，可以以墨洗心，做做“艺术的体操”。由
于在陕西文化界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他的

“书法艺术恳谈会”举行时，陕西书坛几大高
手全部到齐，霍松林老先生也亲自出席，堪
称文坛盛会。

在他的“不散居”里，他深情回忆着自己
走过的学问路，同时也解读着自己：“我曾说
自己是北方面食中的臊子，一勺一勺舀到别
人碗里，却很难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很想
自己做一道大菜，哪怕是一道小吃。”长期以
来，肖云儒一直以评论家的面目示人，而他的
灵性则有意无意地被自己的理性压制了。他
想多写些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望，他颇
为感喟地说，自己是一头牛，牛头、牛骨、牛肉
都已经无怨无悔地献给人世，所剩无几了，接
下来，真的想给自己熬一道牛尾汤，在夕阳的
余晖下慢慢品尝、回味。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肖云儒这位
扎根在陕西的南方汉子，在中国西部文学、西
部文化的研究中，凝聚着他一生的忧患、感
伤、苦乐、奋争和憧憬。虽年过古稀，仍顽强
地安于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文化良知，依然沉稳地沿着西部文艺的路走
下去。正如一首《信天游》里这样唱道：“一
把把黄土一把把汗，红花绿叶都是用心
换。”朝肖云儒如期而来的，必定是秋天的
丰腴和芳香。

□胡忠伟 人物春秋

肖云儒肖云儒肖云儒：：：守拙安静守拙安静守拙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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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大英博物馆的英国
国家博物馆，和美国纽约的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
黎的卢浮宫，是世界公认的
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
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藏
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价
值之高昂，为全世界博物馆
所罕见。该馆共有 100多个
陈列室，面积近 7万平方米，
拥有藏品800多万件。

中国文物展厅占据了大
英博物馆展线最长的 33 号
展厅，这里是海外收藏中国
流失文物最多的，总量高达
2.3 万件。该厅收藏的中国
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
类别，跨越了中国各个历史
时期。远古时期的石器，
6000 多年前半坡村红陶碗
及尖足罐，新石器时代的玉
琮、玉斧，商周时期的青铜
尊、鼎，秦汉时期的铜镜、陶
器、漆器、铁剑，魏晋石佛经
卷，六朝时代的金铜佛，隋
代白色大理石佛像，唐代三
彩瓷器，宋、元、明、清各代
的书画、瓷器和各种金玉制
品，让人目不暇接。其中最
为珍贵的如商周青铜器商
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汉
代玉雕驭龙，东晋画家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南北朝陶猎鹰坐俑，
唐代黄玉坐犬，宋罗汉三彩像，宋
代苏轼《墨竹图》等，还有明代 45
卷《永乐大典》和上世纪初由斯坦
因带往英国的大批敦煌经卷……
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随人流步入该厅，迎面就是
硕大的西周铜鼎，让我眼前一
亮。作为该厅十大青铜器之一的
康侯簋，是西周早期的仪式器具，
制作于公元前 1050年。康侯簋华
丽而大气，直径约 27 厘米，有两
个大把手，每个把手都是一头长
牙尖角、大方耳的猛兽，正在吞噬
一只小鸟。这样的作品，当时世

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
够制作。更珍贵的是康侯
簋上的铭文。公元前 1050
年，武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
朝，青铜器内的铭文就记载
了武王伐纣这次战役和之
后的事件，其历史价值和艺
术价值难以估量！

出土于陕西的铜钟制
作于公元前 500年至公元前
400年，形体丰硕美观，大小
如啤酒桶，截面呈椭圆形。
钟身雕刻精美，通体环绕着
带状花纹。圆形浮雕上刻有
吞食大雁的龙头，顶部盘踞
着两条华美的龙，组成悬挂
铜钟的把手。铜钟原本成
套，用于乐队演奏，这无疑是
主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商代青铜双羊尊，铸造
于公元前 13 世纪至 12 世
纪，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形状为两只
背部相连的公羊，双羊各探
向一方，羊角弯曲，羊背相
连托起尊筒，四只羊腿被巧
妙用作支撑。铜绿柔和素
雅、纹饰纷繁复杂、质感厚
重拙朴，赋予了双羊尊无法
言喻的魅力。

眼前这么多的珍稀青铜
器，大部分出土于陕西，也有
少部分出土于它省，然而都

是商、周时代的产物。
在中国文物展厅的高古文物

柜中陈列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
制作于公元前 4500 年左右，来
自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陕西新
石器时代遗址半坡村。陶罐上
有圆口，便于进水；下为尖状，便
于打水；双耳镂空，便于提携。
看着陶罐，仿佛又看到先民们在
半坡的繁衍生息……

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到自己
国家这么多的国宝，特别是陕西
的珍宝，流落异国他乡，胸中如
江海翻腾、耳旁似雷霆震撼，既
为我们有这么多精品而骄傲自
豪，又为国宝竟如此大量流失而
心酸扼腕。 □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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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同志扎根皇甫村 14年，住在农村，生活在
农村。爱农民，写农民。刮风下雨，农民发愁，他
发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高兴，他高兴。他
说，“要写生活，先深入生活”。《创业史》中好些人
物、场景的生动描写都来自柳青平时对生活的细
心观察和亲自体验。

过会：按照当地风俗，一至麦忙罢农民要过七月
会（农历），提着礼品互相走亲访友，每个村堡都有由
历史传递下来固定的过会日。女看娘送 10个油塔
馍，娘看女拿 6 个枣馍，朋友拜访，送点食品、烟酒
等，都有一定的讲究。七月会是农民丰收之后，亲朋
相聚，互相交谈，抚养孩子，过好日子，交流生产经验
和传递各村堡发生的大事。皇甫村过会日，是七月十
五，柳青为了解各种人走亲戚的心情和所拿礼品的情
况，在 1954年皇甫村过七月会这天，一大早就站在
郭家什字，一面和来这里走亲戚的人打招呼，一面问
拿的是啥，并主动把篮子揭开，看里面的油塔子、枣
糕子。又根据礼物的不同，询问是看什么人。有的
说是看娘的，有的说是看女的，有的说是看舅舅的，
还有走访朋友的等。他一边问着人家，一边一个劲
儿地用眼睛盯着人家的脸，看表情，把有的人看得怪
不好意思的，这就了解到老婆拄着拐棍，提着笼子，
看女儿的心情；老汉一手提着笼子一手拿着旱烟袋，
去女家的心情；过会以后几天，他还向村干部打问，
十里八村的亲戚谈论最多的是啥。回答是：“今年过
会亲戚们都谈论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社的事情。”

有的人利用上午时间还专门去蟆河滩胜利农业社，
看耕畜饲养室和农业社庄稼的长势。过年的时候，
柳青也要走访好多户群众，问年货都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些什么。一边问着人家一边答着，他就揭开
这个笼子看看，那个米面缸看看。所以《创业史》里
写过会过年的情节十分生动真实。

上集：柳青在 1954 年春天，每逢王曲镇“三、
六、九”集日，他都上集，提着竹篮子，篮子里放着
酱、醋、油瓶子等，戴着草帽子，穿着跟老农民一模
一样，走到皇甫什字等几个上集的老汉一块边说边
走。到了王曲镇南街供销社门前，他故意挤着排
队，并和排队的人交谈，问这问那。到了跟前又借
故不买，又跑到后面挤，有时还与一些人争执，“我
在这里站着，你为啥要站到我前头？”他每逢上集都
是用大半天时间，用意不是排队买东西，而是为了
熟悉生活，体会排队滋味和观察群众的心理活动，
倾听排队人群，对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社的议
论。《创业史》第一部下卷第 30章，正是描写那次排
队买东西的情节：“前边排队的几十个庄稼人，在谈
论着蟆河滩灯塔农业社的事情……终于有人认出
来了，排队买东西的第 17 个人，穿着一套新棉衣，
罗锅腰的老汉就是社主任他爸，梁三。”

下棋：1955年春天，柳青多次在王曲镇，“三、六、
九”逢集日，骑上旧自行车，挂着竹篮子，在供销社买
好东西后，经常在王曲街道下棋，和群众一样屁股下
坐块砖头，戴着草帽。和他下棋的有各种人，有新中

国成立前国民党军官，一贯道坛主等人。看下棋的
人很多，常常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观棋的人互相争
执，有时为一步关键棋，竟叫喊起来。一天一位乡干
部到区上向我反映（我时任区委书记）：“柳书记常教
我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却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
大街上下棋。”后来我郑重其事地把大家的看法告诉
他，我说：“你想下棋了，跟咱干部下棋！”他笑了，说：

“我知道了，那些人下得好吗，我跟他们学哩，以后
不下了。”过后他又跟我说起为什么在王曲大街上下
棋之事：“我看他们下棋主要看与城里知识分子、干
部有什么不同。”柳青在撰写《创业史》第一部下卷
梁生宝割扫帚，在秦岭深山韭菜滩茅草棚中一场棋
赛，就是取材于王曲镇大街上的棋赛，真实地撰写了
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赛棋的愉快场面。 □孟维刚

钩 沉

柳青深入生活轶事

吴宓的四位良师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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