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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搞收藏的行

家，每次在父亲众多的藏

品前，我都能一头钻进中国

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陶醉

一番。几十年前的一天父亲

把我叫到跟前，双眼盯着我说：

“我收藏的藏品种类算是不少，

其中不乏古钱币，但在众多的古

钱币之中，尚缺少一种珍贵的藏

品。这藏品虽名曰古钱，但又不是

钱，有些遗憾啊。”我懂父亲的心思，

为传播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父亲多

么希望我也能走上收藏之路，于是我决

定从收藏那称作古钱，又不是钱的藏品

开始，在古玩的收藏中拓展眼界和阅历。

我翻阅了有关知识，又向父亲进行请

教，从历史文化到不同年代的各种类别和外

观包浆，父亲都给我作了认真的讲解，之后

我开始走进了古玩市场，但费尽心机也没淘

到那藏品的影子。在父亲的鼓励下，我没有灰

心，一直把这件事装在心里，就这样过了一天又

一天。一次我下乡采风，偶遇从城市返乡的一位

同学，他是我读中学时候的同桌。多年未见，我们

相见甚欢，同学高兴地留我在家中做客。中午就餐

时，我将收藏之事告知于他，不曾想，这位同学饭后

把我带到同村的一个农户家中。得知我们的来意之

后，那位朴实的农民从里屋的橱柜里慢慢取出几件透

着岁月气息的古玩。就在这时，我惊讶地发现，那古玩

当中，其中一件竟是我多次淘而不得的藏品，我看得两眼

放光。父亲一接到我的电话，就从城里急急赶来，经父亲

鉴定之后，我以合理的价位爽快地收购了那件藏品。父亲欣悦地告诉我，这是一枚

宋代双鱼花钱，正是手里奇缺的那件藏品。一回到家里，父亲专门请来专家作进一

步鉴定，确系宋代出产，真品无疑。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几经努力，终于喜得那称作古

钱，又不是钱的宋代双鱼花钱，真是大喜过望，从此也开启了我人生的收藏之路。

我收藏的这枚宋代双鱼花钱，铜质，圆形，直径4.5厘米。周圈形似谷穗，两条充满

喜气的鱼上下对称呼应。中间有一方孔，两边各一个圆孔。此双鱼花钱包浆厚润，样子

庄重古朴又惹人喜爱。闲暇时光，每每拿来赏玩，我的思想就会行走在厚重的文化里而

走不出来。

我国古代钱币，品种繁多，除大量流通币外，还有一种非流通币，俗称“花钱”。

花钱主要用来玩赏、装饰、祈福和馈赠等，因是非流通，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花钱

又叫厌胜钱、压胜钱、民俗钱、杂钱、画钱、玩钱等。“厌胜”，意为用诅咒制服人物

鬼怪。钱以“胜”命名，是因古人笃信钱币可以通神役鬼。花钱源于汉代，早期

为民间自娱自乐的一种玩钱，因不是流通钱，起初材质比较粗糙。宋代以

来，其种类增多，它遂以讲究的用料，高超的工艺，精湛的艺术性和独特的

文物价值、文化价值，成为中国古代钱币的一个类别。花钱有官铸，也有

私铸。大者如盘，小者似鸡目，有金、银、铜、铁、锡、铝以及其它各种质

料，精粗不一，形状多样。有的有图案有文字，有的只有图案，也有的

只有文字而无花纹。

我国历代花钱，文字与图案内容丰富多彩，实乃珍贵的文

物宝库。史料记载的花钱多达2000多种，主要分为吉语钱、

官发钱、镂空钱、故事钱、咒语钱、钱文钱、生肖钱、马钱等。

我收藏的宋代双鱼花钱，是吉祥祝福的象征，寓意古人

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向往。每每捧来与友人一同赏

之，我的心中便充满无限的激情和豪迈，思想里更注入

了厚重的华夏文明，怪不得父亲想方设法以收藏花钱

为由，欲开启我的收藏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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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个少数民族的

聚居之地，多彩的民族文明浸染杂糅于白山黑水之间。

近现代以来，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作家笔耕不息，创作了诸

多的名品佳作。作为一名满族的小说写作者，在注视他

们的华丽身影、回顾评价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少数民族的

身份注定让我有一层相对独特的思考，那就是——在成

为一个作家的同时，是否体现了你的民族特质与个性；在

创作过程中，是否为本民族的文化创造或保持了某种独

立的空间。

我个人的这种思考是渐进的，最初来自于年少时的

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可能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曾隐约

地感受到，它朴素又普遍存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要与庞大的汉族族群共生共存，那么，你是在何时何

地开始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了一种真正的认知。

我有八成半的满族血统，我的奶奶和妈妈都姓瓜尔

佳，在现今的满族人中我的血统应该是相对纯净了。但

我与大多满族人一样，并不是生活成长在满族聚居区，我

从小接受的教育、感受的文化氛围，准确讲与我周围的汉

族同学是没有差异的。班级里也总是会有几个少数民族

的同学，回族同学要去回民食堂就餐；朝鲜族同学，很明

显有一个自己的小群体，他们可以用朝鲜语交流可以在

一起吟唱很动听的朝鲜族歌曲。总之，我的朝鲜族、回族

同学们多少还有一些区别于大家的独特符号。而我，既

没有听过满语更看不懂满族的文字，在自己身上也找不

到任何民族的、独有的、不同于众人的蛛丝马迹。

上了大学，书读得杂了，思考多了一点，我才对自己

的民族身份有所感知，比如：有一天知道了，老舍是地地

道道的满族人，我们满族人写小说也是很厉害呀；还有一

天突然明白了，旗袍、火锅是我们满族人的专利，上海人、

四川人那都是我们的徒弟，我们也曾引领过服饰文化、饮

食文化的潮流。但这种零星的、火花式的感受还是远远

达不到那种所谓“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的地步。很长一

段时期里，在学校、家庭、单位，在现实生活的各种角色的

转换中，作为一个满族人，我的确缺少那么一点“民族自

觉”——对自己是满族人的这个事实，没有自豪感也无自

卑感，而是一种相对冷漠的无感状态。

即使后来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在开始的几年，我也同

样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应该有另一重独特的身份，那就是：

你不仅是作家，更是一个满族作家，如果你认同自己的作

家身份，那么你身上

便天然肩负着传承

本 民 族 文 化 的 使

命。人到中年，是两

种因素促使我有所

觉悟，一是近年来接

触了一些满族文化的发掘者、保护者，从他们身上可以感

受到满族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民族史孕育出的一种很有

韧性的文化传统；第二个原因是来自我的女儿，她很小还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急于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纠缠着

我上溯几代去探究自己的血统。很惭愧，是满族文化学

者和我女儿的提示，才使我意识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

的某种责任。

这种“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迟钝，的确与一些历史

的客观的原因有关。历史上渤海文化、金源文化和清代

文化这三次满汉文明的大融合，不可避免的使相对成熟

发达的汉族文化处于一个主导地位，满族文化在融合之

初就面临弱化、走向边缘的困境，民族传统书写的遗失在

满清时期就已经显露端倪：纳兰性德的诗词、文康的《儿

女英雄传》都是用汉语书写的。到了现代，满族作家更是

基本丧失了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能力。

母语是哺育者的语言，母语的书写表达，天然凝结着

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密码和精神本质，母语像一把钥匙，可

以打开、解读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它还像一支火种，可

以照亮一个作家的灵魂，可以点燃作家内心的激情。但

现实是满族作家身体里依旧流淌着祖先的血，可在短短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迅速失去了母语的庇护，这

无疑将这个作家群体置身于了囧境之中。在不可撼动的

汉语语境包围中，满族作家的民族特质是很难脱颖而出

显现出来的。那么肩负着本民族文化传承使命的作家

们，如何才能克服先天的局限与不足，在文学创作中最大

限度地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答案，只有一点个人的思

考。

首先，在文本当中，适当使用满语符号。波兰的米沃

什始终坚持以小语种母语写作，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正

是对母语的尊重珍视给了米沃什灵感和语言特质。但对

满族作家来说，使用满语写作是个万难操作的事情。有

许多满族作家只好在作品中使用一些“汉字记音式满

语”，比如“额娘”“阿玛”“萨其玛”“布库”，有许多这种单

词用汉字记音。我上大学时读过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

鲁》，她非常乐于使用“汉字记音”，让满语很自然地流淌

在她的作品之中，这种方式使她的母语获得了一种象征

意义的重生。方式虽然有些无奈，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

对母语的自觉回归，更是对作家民族个性的完美宣示，意

义不凡。试想，若干年后，《蓝旗兵巴图鲁》中镶嵌的这些

文字符号被后世诵读，作家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使命不就

达成了吗？

其次，借

鉴学习其他

少数民族文

学经验。因

为历史的原

因，满清王朝

在中原政权的沦陷包括满洲国小朝廷在东北的覆灭，近

现代满族民族地位的巨大落差，都使得满族文化受到了

一种与众不同的冲击与磨难，满族文化其实仍然处于阵

痛失落之后的修复期，事实它现在很柔弱不堪一击，处于

高危状态。这种濒危期的文化和文学，借鉴学习一下其

他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也许是个好思路。在众多的少数民

族文学中，我觉得回族文学与满族写作的现状可能更接

近，更有借鉴价值。

在中国，回族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回族文

学自元朝前后发轫历千年而弥新，它是一种天然以汉语

为母语的文学。与满族文学一样面对强势的汉语语

境，回族文学也一直在边缘游走，但始终能发出自己

的声音，建国后特别在新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作家，

像张承志、霍达、石舒清，等等，他们的杰出绝不仅

仅体现在他们一般意义的文学成就上，更体现在

他们鲜明的民族性上，他们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

同样发出了本民族的声音。在民族性这一层面

上，与这个作家群体相比，满族作家群的的确

确弱了些。满族的文化学者满族的作家在近

些年对萨满教的研究和追忆，便是一件有意

义的事情。吉林市歌舞团前两年排演的舞

剧《梦回乌拉》，在剧院里看到表现萨满的

篇章让我很感动很心动，这是一条文化

文学的回归之路，萨满这种原始宗教也

许会给满族文学注入一种生命力，带

来一只强心剂。

第三，研究学习那些关注满族

人现状、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家作

品。我们满族作家有一个最好

的榜样，老舍先生。阅读研究

老舍的人都要提到他的京味

小说京味文学，但我觉得，老

舍更是一个给满族文学续

命的人，老舍的《茶馆》《正

红旗下》是给满族文学续

命的作品。这些年，关于

满清帝王、满清宫廷题

材的小说、电视、电影

满天飞，但这些东西

与满族文学关联并

不大，它们更像是

对逝去帝国的回

忆，对宫廷生活宫廷斗争的一种意淫。《茶馆》《正红旗

下》里的旗人、现在进行时的剪掉辫子的满族人更应该

是满族作家关注的对象。

白驹过隙有沧桑，建国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

吉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满族作家如果能

够继承一点老舍的遗产感知一下他的内心，在新时期

下，潜心写好吉林故事，写出一批彰显满族现代文化反

映满族现代民族精神的作品，那么，五十年后一百年

后，作品的价值就会显现，写出作品的人也许就是满族

文学史上的第二个老舍。他是吉林的，是中国的，也是

世界的。

他是一位湖南人，却发自内心地热爱吉林这片土地，不仅大

半生奉献在这里，而且牵挂吉林的一切……

8月8日早晨，我接到彭治平老师的老伴郭育新老师的电

话，得知彭老师今天清晨静静地走了，如同闷雷震耳，悲痛的泪

水不禁流了出来。彭老师、郭老师与我们之间经常通电话，就在

五天前，我还曾电话过去问候，得知彭老师一切如常，想不到就

这么几天，他竟与我们永远离别！

我与彭老师认识是在省社会科学院刚刚成立时对我的考核中。

彭老师和另几位老师以谈话方式对我的专业基础、学识、能力进行了

解，因为人和蔼、亲切，我本来的紧张感、拘束感渐渐消失，回答问题

也自觉轻松、顺畅。这之后不久，我就被告知可以调入社科院了。

彭老师是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在交代

工作时，他告诉我，你以研究人员调入，进研究室，但同时代理一

年资料室工作。想不到，这一年的资料工作，竟是我开始研究工

作的最好准备，我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内涵有了比较深刻的

了解，还集中读了一些书，从一名教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这种过度真是顺理成章、得天独厚。

彭老师对我的成长关怀备至，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他当我

面修改的。我深深佩服他思想的锋锐，也为他借此指导我步入研究

领域煞费苦心而感动。他告诉我：思想是文章的风骨，研究与创作

不是码字凑数，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点、新鲜度、独特处，要给人以

启示与收益。这些话，如铭文般镌刻在我心里，我庆幸自己遇到彭

老师这样循循善诱的引路人，能让人高瞻远瞩，眼观全局，而非枯守

田亩，抱残守缺。这是年轻人最珍贵的偏得与恩惠。

当年对语言文学所的研究方向，彭老师也是胸中自有乾坤，

围绕院里总体“东北历史与文化”之一的研究战略，他尊重年长

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经历与轨道，鼓励他们向着本专业的顶尖地

位冲刺，并给予便利的研究条件。而年轻研究人员和一些有科

研经历尚未确定主题的老研究人员，则始终把满族文化、东北文

化作为研究重点。这样的一些题目都很快成为省和国家重点规

划项目，后来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不仅成果丰收，还培养出

可贵的人才队伍。令人惊奇的是，他对每一个人的研究专业、重

点与现势都熟悉，常发表一些内行而尖锐的看法，从来不隐瞒自

己的观点，不在意别人的喜恶，却常常给人以启示与动力。

调入北京之后，作为原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党委书记的

彭老师，既是学者，也是官员，但凡是与之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学

者影像浓厚，而不是谈权弄术的“官人”。他不讲派头，平易近

人，温文儒雅，总是带着笑容与你交谈。

更感动人的是他退休以后，仍然关心着研究、出版的大势前

景，对青年一代真诚关心。我惊叹他的记忆力与关切度，一次谈

起曾经的文艺理论的论争事件，他不仅对当时的各种观点、细节

如数家珍，而且对今时的发展动向也了如指掌，并且有自己鲜明

的见解。我曾经把自己的著述陆续寄给他，他很快电话我发表

自己的看法，并给予鼓励。几个月后，我去京出差，事前没有告

诉他，因为挂念便抽空去看望他。我发现自己的书就陈放在他

书房案头，有的还有折印与划痕：他真是在读啊！这种视晚生后

辈如亲人一样的关怀，让人心中翻江倒海，感激由衷。他对人真

诚、宽容，胸怀如海，每次见面或通话，都要打听曾经共事的老同

志，从专业到身体，看得出没有一点虚饰与假意，而是真心希望

别人好，生活幸福。这种情感一握，精神携手，即使远隔千里，默

然无声，也能动人心弦，让人震颤、温热不已。

与一些熟悉彭老师的人说起来，对彭老师怀有感恩思想的

不是我一个人。只要与之来往过的人，都能说出彭老师指点、帮

助自己的感人故事。在商品社会里，人际关系越来越讲实用性、

物质化，势利而为、一把一利索等交往见多不怪。而与彭老师这

样长情往来，每一次见面都如同一种精神享受的情形，多么珍贵

难得！而人在

欣喜若狂或悲苦

笼罩的时候，我想

到的需要倾诉的第一

个人往往就是彭老师、

郭老师（曾是我大学文

艺理论教师），这是你最信

赖、最尊敬的人。爱戴是人

的悲喜所系，生死所依，师长

与朋友是生活中最温暖的阳

光。

彭老师是湖南人，却发自内心

地热爱吉林这片土地，不仅大半生奉

献在这里，而且牵挂吉林的一切。只

要是吉林来人了，他都要打听那里的发

展，那里的人们，从经济、社会到文化，细

细了解。吉林是他的第二故乡，却是他一生

中魂牵梦萦的地方。

只要时间久了没看见、听见彭老师、郭老师

的消息，就免不了思念与怀想。情感的丝缕柔韧

而有弹性，人分别愈久，它拉得愈长，其反作用力也

愈强烈。我为倏忽间与恩师天人永隔而心痛不已。

2014年底，我曾和一位中学同学，他也是彭老师

当年机关里的下属，共同拟写了一帧条幅，把两位恩师

名字嵌在其中，以表达对他们多年辛勤的教诲、培养与激

励的无限尊崇的情感：

治学春深勋作育，

平师秋华叶弥新。

锋锐如针 宽容似海
——深切怀念恩师彭治平

□吕钦文

关注满族作家关注满族作家
书写新时期吉林故事书写新时期吉林故事

——谈汉语语境下的满族作家谈汉语语境下的满族作家

□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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