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黔版书你看过吗？

此刻， 端坐在贵阳书桌前的

“皇帝” ，被窗外“风之子” 笑道：

你没穿衣服；此刻，南京的书桌蒙

尘，想必一如既往地炙热，白天室

外 40 多度的高温的余威， 犹如关

了火的蒸锅， 在夜晚依旧不依不

饶，没有丝毫的怜悯……

我爱贵阳，起先是她迷人的气

候，后来是她迷人的人，再后来是

她迷人的历史，准确说，她的历史

和南京有着迷人的藕丝关联，使得

我这个南京人居住贵阳，多少有些

不拿自己当外人的理所当然。

年轻时在一个场合见过萧娴，

没想到一个榜书写得气势磅礴的

书法家竟然是一个如此弱小的老

太太。 到贵阳后，闲逛甲秀楼后面

的翠微园，赫然发现翠微阁的萧娴

书法陈列馆，不禁疑惑，这个我们

私下叫的“萧老太” 和贵阳有什么

关系吗？ 回家一查，原来人家是地

道的贵阳人，而我却一直认为她是

南京人。 记得我们一帮人在谈论她

时，总会拿另一个新四军书法家武

中奇作陪衬。 同样是榜书，萧娴的

字结体朴拙内秀，而武中奇的字则

是肆意跋扈，当然，人们会用另一

个词，叫“峻宕雄伟” ，我理解的就

是一个字：“俗” 。 我喜欢萧娴的字

胜 于 喜 欢 她 的 老 师 康 有 为 的

字———在我知道她是贵阳人之后，

更喜欢。

另一个榜书写得好但很少有

人知道的贵阳人是陈恒安。 据《漫

画贵阳》 作者黄尧回忆，“当我到

了贵阳， 只见所有商店的招牌，都

是出自一人之手，书法结构，丰腴

有些颜体味儿，而招牌下款署名均

系‘市长’ 之名，想必是借市长之

名望，但执笔人是陈恒安。 ” 陈恒安

晚年以书法家出名，使得很多人都

不知道他的 “绝学”（涂月僧有悼

陈恒安诗句 “绝学终当为世重，晚

途聊复以书名” ）是词人。 读戴明

贤先生文章《春茗词人陈恒安》，知

陈恒安喜周邦彦、吴文英，我很兴

奋，因为我也是最喜欢这两人。“苏

东坡、秦少游才是正宗，你喜欢的

多是没有男人气的叽叽歪歪的

人。” 年轻时，朋友讥笑道。现在，我

可以大声说出来了。 陈恒安毕业于

国立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的前

身），师从汪旭初、吴梅，后又在南

京任职三年， 直到国民政府去台，

才回到贵州。 读他的《奉怀芋龛南

京》诗句“湔愁白下春如酒，惜别黔

中梦作尘” ，我这个惜别白下之人，

身在筑城，似乎没有愁可湔。

赵发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

农学院园艺系（今南京农业大学的

前身）。 贵阳老城到处可见的法国

梧桐 （老南京人习惯叫这种树为

“美龄树” ），就是他自南京引进贵

州并植活的；也是他，在第一任市

长何辑伍（何应钦胞弟）的支持下，

用种植烟草并加工成美烟的办法，

以取代日益泛滥的鸦片种植。 在他

的主导下，1940 年贵州第一次生产

出“黄河”牌香烟，从而结束了本省

不能生产香烟的历史。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人们

只知道他是军阀刘显世的外孙，周

素园的女婿，仅此而已。

每当我走在贵阳街头的法国

泡桐林荫下， 我都会想起赵发智。

贵阳今天的森林氧吧城市，没有赵

发智当年广植树木以及奋力守护，

很难想象。

人啊，喝了井水通常不会想起

挖井人！

南京人卢前曾来民国贵阳师

范学院讲学，留下《黔游心影》散曲

一册；贵阳人马士英授南京户部主

事，忠臣抑或奸臣？ 一地鸡毛。

……

贵阳和南京， 或者贵州与南

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留待以

后慢慢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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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 叶辛

新书《五姐妹》《打开

贵 州 这 本 书 （手 稿

版）》首发式在贵州饭店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五姐妹》这本书主要内

容是以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的五个不同姓氏、不同性格、不同成

长轨迹的“五姐妹” 为中心人物，以她们

在贵州桂村当知青过程中结成的姐妹情

谊为线索，叙述了这五个几乎同共和国同

龄的姐妹将近 70年的成长故事。

活动现场，叶辛分享了他与当年下乡

的知青伙伴 50年后再回到修文县时的感

受， 除了当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

同下乡的伙伴生活际遇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从上海到贵州的路上，有人选择坐

飞机、有人选择坐高铁、有人选择坐绿皮

火车；有人是资产上亿的老板，有人是清

洁工。 伙伴们的命运沉浮触动着叶辛，这

些伙伴就像故事中的五姐妹一样，随着祖

国的发展一起成长。

《打开贵州这本书（手稿版）》是一

本融媒体产品，集手稿、短视频、藏书票等

于一体。内容由中国著名作家叶辛创作的

62 篇关于贵州人文、山水、风物、旅游等

散文和诗歌组成。 采用手稿扫描的形式，

可阅读、可收藏，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值得一提的还有随书设计的五张藏

书票。该藏书票是由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王建山以“黄果树的彩虹”“梵净山

组诗”“世界的茅台镇”“贵州的茶”“紫

云是美丽的”为题材创作的。

活动现场，老三届知青代表陈果发言

说：“我们这代人都喜欢叶辛的作品。” 叶

辛 1949年 10月出生于上海，他是与共和

国同岁的人。叶辛 1969年到贵州插队，在

乡间待了十年。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

的苗岭》，此后共出版了四十几部著

作。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

《家教》《恐怖的飓风》《省城里的

风流韵事》《孽债》等。 这些书籍大

多与人的命运相关，讲述了老百姓的

生活，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

活动当天，特意从安顺赶来的读者董

老师在见到叶辛后也是激动不已， 他说：

“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懂，叶辛老师就是我

们的韩寒，我们的蒋方舟，他的书伴随着

我们的青年时代。 而且那时候书很少，一

本 《蹉跎岁月》 我反复翻阅直到熟读。

《孽债》在被拍成电视剧后，长期成为了

我夫人为数不多的枕边书。 ”

据悉，《五姐妹》《打开贵州这本书

（手稿版）》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

版发行，届时将在各大书店发售。

作家叶辛叙黔“缘”

两本新书首发，内容都与贵州有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书

荐

推荐人：秋蚂蚱 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

二十四书香书店开在新天卫城“里外里” 商业街二楼，书店以独特的

“个性”深受读书人喜爱，是不卖教辅、不追捧畅销书，主打文史哲的严肃书

店，并以黔版书和二手书著称。在记者的约稿下，老板“秋蚂蚱”特意推荐一

辑与贵州相关的书单。 同时，作为南京人和贵阳女婿，讲述了在他以往的读

书生涯中，巧遇的那些贵阳与南京千丝万缕的关系。

贵阳与南京

秋蚂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整理

《我的美国表姑———“圆顶房” 下的

今人和往事》

赵明和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圆顶房”既是护国路上圆形房顶的

王伯群故居， 作者赵明和乃周素园外孙

女， 赵发智女儿。 这本书所写的表姑，即

“圆顶房” 的主人王伯群与保志宁最小的

女儿王德龄，由她的到来，作者引出了这

座“圆顶房” 下的今人与往事。

这是一本与贵阳相关的书，秋蚂蚱曾

写《抢救记忆》一文记录读后感。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

汤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选的王伯

群与大夏大学史料选辑， 主要包括王伯群生

平述要、与大夏大学关系之编年纪事，王伯群

创建、经营大夏大学的各种活动记录、讲话、

书信、公文往来，以及大夏大学日常办学的各

种文献档案等。

秋蚂蚱： 作为曾经的民国首任交通部部

长，办私立大学就办成了被誉为“东方哥伦比

亚大学” ，即如今的华东师大，其奠基者乃贵

州兴义人。 这本书呈现的实况，令当下汗颜。

《贵州苗族调查资料》

费孝通 等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实，费孝通的《劳动的苗家》只占本书

篇幅 12 页，全书 310 页的绝大部分篇幅乃中

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组、 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所

著。 费孝通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大约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初。 其“解放” 风格在我读来就是应

景之作，假不假我不知道，但其中很多议论实

在经不起推敲。 相反，后者的调查资料则极具

文献价值，值得一读，尤其是对本民族历史文

化感兴趣的苗人。

《向太阳 向光明———朱厚泽文存

1949-2010》

朱厚泽 著

朱厚泽家人及朋友 编辑整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朱厚泽曾任贵州省委书记、 中宣部

部长，贵州织金人。这是一个少有的官员

思想家， 也是四九年以后罕见的贵州人

杰。但在我的书店他的书很少动销，除非

我推荐。

《梦蕉亭杂记 国闻备乘》

陈夔龙 胡思敬 著 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之一陈夔龙乃贵阳人。 作为一个大

清撒手扔下的孤儿，他的气节令人钦佩，管你

袁世凯还是蒋介石，请他出山都没门。 和遗老

们作诗聊天几十年，写写回忆录，然后离开这

个世界。

贵州历史上素来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

地” ，传说张之洞就因为这种鄙视链而拒绝承

认自己是贵阳人，陈夔龙则不同，贵为封疆大

吏，他曾说：“今日博取功名，确系由黔发迹，

黔不负余，余也不可负黔。” 可见其刚正不阿。

《梦蕉亭杂记》史料价值极高，其白描文

字读来干净、有趣，堪称范文。

《陈恒安诗词集》

陈恒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的前半部分为陈恒安诗词手稿影印件，后

半部分为点校本。 作为书法值得闲来读帖，作为

诗词欣赏肯定要比看附庸风雅之徒要强百倍。

《明清贵州 700进士》、《明清贵州 6000举人》

厐思纯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两本书作贵州文化名人索引收藏，以备“不

急之需” ，不错。

叶辛

1983年，叶辛在贵阳家中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