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文脉，以史为宗。一部好的通史著
作能指引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日前，历时六载、全面系统记载滨州发
展历程的《滨州通史》终于出版发行。《通史》
共四卷，洋洋洒洒 110 余万字，由山东人民
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文史大家李学勤、安
作璋为学术顾问并作序。

《通史》全面记述了滨州自史前文明以
来 8000 余年的文明演进历程，填补了滨州
没有通史的历史文化空白。全书分为先秦
—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金元卷、明清卷、民
国卷，展现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弘毅进程，细
数滨州社会形态的第次变化，生动地呈现了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历
史人物，囊括着滨州历代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科技、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历史波
澜画卷。

通史编著是滨州人的寻根
之旅，找准文化坐标坚定文化自
信

每天行走在滨州大地上，我们对于脚下
这方土地的历史过往又了解多少呢？在我
们的记忆中，滨州很长时间以欠发达地区

“自居”，兄弟市地相聚只能“敬陪末席”，“追
赶超越”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主题。

打开《滨州通史》，穿越历史长河，你会
发现，滨州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书
写过众多浓墨重彩的篇章。她或曾是富庶

一 方 ，或
曾 是 独 领
风 骚 ，或 曾
是 通 衢 要
津。在滨州大
地上上演过许
许多多的历史事件，有些甚至被搬进了教科
书。然而，岁月流淌，风尘弥漫，曾经鲜活的
记忆慢慢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和故纸堆中。

如今，我们重读历史不是让大家再做旧
梦，而是踏上滨州人的寻根之旅，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所言，坚定起滨州人的文
化自信与自觉。

可以说，《滨州通史》的编著是一次漫长
的寻根之旅和圆梦之行。借助文献资料、考
古研究成果、民间传说、馆藏文物等史料，编
著者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来梳理从史
前文明到新中国 8000 余年的滨州历史，为
我们厘清了滨州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而也回
答了“从哪里来，现在怎么样，到哪里去”等
根本性问题。

只要找准了属于滨州人的文化坐标，深
刻地了解滨州人“从哪里来”，才能对“到哪
里去”满怀文化自信。

“文章要做百年想”，用足笨
功夫打造学术精品

“文章要做百年想。”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主编李象润数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

希望一百年后，子孙后人从学术上
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积极努力。”

“看到《滨州通史》较高的学术水准，我
眼前为之一亮。”对于《滨州通史》的出版，中
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教授很是激动。

能让这位当代史学大家“眼前为之一
亮”，这很不简单。全国300多个地市州盟，
能够写出通史著作只有极少数地市。之所
以难写与体制等因素有很大关系。“现在优
秀的文史精英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的高校和
科研单位，在地市一级编著通史著作着实困
难，尤其学术团队难以组织。”李学勤先生在
序言里直言不讳地说。

“打造学术精品很难，需要用足笨功夫，
需要搞好顶层设计，也要敢于班门弄斧。”对
于如何将《滨州通史》打造成一部精品，“操
盘手”李象润事后总结说。

所谓“用足笨功夫”，首先就是最大限度
汲取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同时将滨州高校、
县区、史志等部门单位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研
究和吸纳。

在《通史》编著过程中，编委及编审李沈
阳、王凤翔、刘宝德、张基地、侯玉杰、张卡、
张永军、徐清刚、王剑、李观伟等专家学者分
工负责，放弃周末、节假日的休息时间，不计
名利，甘于奉献。

除了花费笨功夫，通史的编著更需要
“顶层设计”：确立统一的学术标准和体例，
尽可能发挥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学术专长。

《滨州通史》的编著，学术水准上除借鉴

传统史志“通纪”“典志”“列传”体
例外，还参考了《中华文明史》《山
东通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著

作编纂体例及语言风格方面
的精华，立志淬炼一部

学术精品。
李 象 润 提

到的“敢于班门
弄斧”，就是贯彻

学术民主集中制，
组 织 学 术 讨 论 沙

龙，大家就某一问题
相互争论启发，有时

甚 至 会 争 得 面 红 耳
赤。六年来，共召开编

委会议 50 多次，形成了
15多万字的会议纪要。“光

这会议纪要就足够出一本
书了。”会议纪要的执笔者刘

宝德颇为感慨和自豪地说。
此外，每遇重大困惑，团队

难有统一意见时就向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央文史馆、山东

大学等院校单位的专家学者请教
学习，特别是向学术顾问当代史学

大家李学勤、安作璋两位先生请益。
作为组织者，李象润表示，《滨州通史》

不但是写出来的，更是跑出来的，逼出来的，
讨论修改出来的。编著过程中，大家不光坐
在书房里写，还南到邹平於陵故城，北到北
海经济开发区帝赐街村，走遍滨州大地，实
地考察全市各县区、乡镇的文物古迹、遗址
等，甚至周边各地市的博物馆和有关古迹也
都去考察过,如为考察黄河变迁,专门组织专
家到江苏淮安和天津大沽实地考察。

《滨州通史》有两大创见，即
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
发祥地和源头；滨州位于我国古
代“东西古道”与现代中国“南北
干道”的交汇处

作为对滨州历史的第一次系统学术梳
理和著述，《滨州通史》的编著工作带有开拓
性和探索性。通读《滨州通史》你会发现它
有很多创见。其中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
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在中华民族历史“东
西交济”“自北至南”发展进程中，滨州始终
处于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和交汇处。

“种种迹象表明，姜太公建立齐国是从
中原地区，顺流而下，在济水下游，今黄河两
岸的滨城、博兴一带建国的可能性最大，而
从陆路到临淄直接去建国的可能性极小。”
李学勤指出。编者梳理研究认为，姜子牙落
脚地点选在位于古济水下游的薄姑故地，即
今滨州的博兴、滨城一带建都立国。滨州一
带遂成为齐国文化的发祥祖庭。

齐国前七世从战争到稳定建国的 240
年间曾两徙其都，先后立国营丘，然后在平
定“三监之乱”后迁都薄姑城。两者皆在薄
姑境内。到了齐献公时，其都城才开始由西
北的古济水下游的滨州一带迁往东南的淄
河西岸的临淄，而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
相应地逐渐由滨州一带转移到临淄一带。

“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自信地说，滨州
是齐文化源头，而不是之一。李象润很是坚
定地说,充满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随着商王朝的东进，至少到商朝晚期，
山东北部滨州境内便形成了三条横贯中原
与海岱地区的东西交通大道，滨州也成为这
三条“东西古道”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

古黄河及古济河作为贯通东西的两条
主河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这
两条水路也相应成为商人东进的两条主要
交通要道，也是商代晚期商人控制滨州一带
海盐资源的重要运输通道，进而使河济之间
的广大地区成为商王朝经济、文化最为发
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
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

至少到商代晚期，在河济古道的南边，
鲁中山区的北麓，开始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
与海岱之间的东西陆路交通大道。东西陆
路古道在今滨州南部的邹平礼参、长山等地
经过，与现在的胶济铁路线基本平行，略微
靠北。滨州邹平正处于这条“东西古道”的
中心位置。齐国建都临淄之后，这条位于鲁
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古道更是得到了迅速发
展，成为周王朝控制山东地区的主要经济、
文化、交通干道，也成为齐国从中原通向半
岛的主要军事交通线。

此外，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由北而南的
转移过程中，包括时至今日东部沿海隆起领
跑的新时代，滨州始终处于中国“南北干道”
的交汇处。

总之，《滨州通史》十年磨一剑，为我市
文化自信建设发力增彩。正如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在序言指出的那样:

“《滨州通史》的编著是滨州历史研究的里程
碑之作，填补了滨州没有通史的空白，是滨
州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编著《滨州通史》探寻滨州文脉

初识邵兄

第一次见邵兄，是在一九七二年“文革”
期间。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惠民地区组织全
区的文学爱好青年修改作品，大家住在地区
招待所东边靠北的一排平房。没过几天，山
东省著名作家王安友来了，头戴一顶农家大
草帽，一副庄稼汉的架式，对我们震动很
大。“看，人家是大作家呢，多么朴实！”我那
篇《盐碱窝里绘新图》，就经过他的指导，后
来收入《火花》小说集。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邵勇胜到来。怎么
来的我不知道，参加学习班的作者名单上没
有他。他正在我住的房前经过，同房的文友
告诉我：“那人就是邵勇胜，著名的农民作
家。”我读过他的《二爽赶车记》，脍炙人口，
于是赶忙扭头望去：较高的个头，白晢的皮
肤，英俊的脸面，走路挺胸昂首，沉沉的步
子，稳稳的神态，慢慢的话语，目不斜视。他
边走边与陪他的人说话，声音轻而稳沉，我
听不到。文友问：“你与他有无交往？”我摇
头说无。文友介绍：“他是高青县大邵村的
党支部书记。”

我默然，但充满疑虑。看他那挺挺昂昂
的气势，稳稳沉沉的神态，分明胸罗锦绣，说
大学教授也有人信，怎么才是个村支书！我
家在农村，入伍前当过本管区的团总支书，
跑遍管区所有的村庄，与许多村支书和大队
长们有交往，他们多被生活的艰辛累弯腰，
被风吹日晒曝黑脸，见面嘻哈吼喝，粗俗大
于文静，哪有如此白净、英俊、文质彬彬、胸

有城府的美男呢？

文友相亲

来匆匆，走匆匆，自此一别，竟然久未见
面。邵兄家在高青县，我在滨县工作，黄河
相隔。后来地区成立创作组，邵兄调来当组
长，我也调到创作组，学习、开会在一起。虽
说同在创作组，交往并不多，因为我到创作
组以后便参加了当时最为时髦的“三结合”
长篇小说写作组。

这是个精心挑选的三人小组，有“出思
想”的领导带队，有我这个退伍兵，还有高青
县的一位农民作者，三人三类型。

邵兄从小说创作规律上发表意见，说作
家写作是自身素材的积累与思想火花的迸
发，他离开大邵来到地区，觉得身边空荡，再
加当时强调“高、大、全”，脑袋里迸不出时代
的火花。我十分赞同邵兄之见，说创作是作
者思想的产物，不能由领导人“出思想”，尤
其是反对领导人“我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
这是典型的雇佣思想。

创作组解散以后，邵兄当了艺术馆馆长
（副馆长、副书记）。因为地区驻地在滨县境
内，我仍然断不了去艺术馆看望邵兄。邵兄
总是鼓励我，同时感叹当馆长事务太多，他
的脑袋静不下来思虑小说情节。我突然发
现：邵兄的创作之源不是这里那里去采访，
去体验，而是在他生活了半生的大邵村。他
离开大邵村，便断了文学艺术的生活之源！

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缺欠，就是听说哪位
作者出什么问题，也总是为其辩护：“人无完
人，责任不全归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情：邵兄外出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有一位自
称邵兄好友的年轻人来到大邵村他的家中，
说与他如何亲密交往。妻子认为真是邵兄的
密友，好一番招待。不料会议提前结束，他回
家来，发现这人他不认识。妻说：“这定是个
骗子，叫人抓起来吧。”邵说：“不可，他喜欢文
学，就是文友，天晚了，留他住一宿吧。”这人
自觉无颜，他却依然以友相待，与其好一番交
谈文学。读《大邵村纪事》以后，我才知这是
他家传美德！

原沾化县、现东营河口区文化馆长杨海

田，说起他文化站长由民办“转正”的事情，
感受最深：“我与邵兄没有过多交往，仅在学
习班上见过几面。可是，在转正的事上，听
说邵兄为我力争。虽然有人阻挡，那次我没
能转正，却知邵兄是个大好人。可信，可
交！”

文人相轻是文化界的一大顽症，邵兄却
有文友相亲的美德。正因如此，三十年后我
搞《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到惠民县、
无棣县、阳信县、邹平县、广饶县、沾化县、东
营河口区采访的时候，遇到那些已经头染白
发的文友，他们总是首先问候：“邵兄可好？”
不是一般寒暄，而是怀有真切的感情，都把
他当作可敬的兄长。

我久久地思考，一个人能长久地活在人
们的心目中，需要对朋友付出毕生的精力，
需要用正义、用真诚去精心地栽培、浇灌，日
久天长，才能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这
些，邵兄都做到了。

我眼中的《大邵村纪事》

邵兄虽然成名很早，但作品不多，因为
他的创作旺盛期正值“文革”。进入老年，才
能静下心来，慢慢地梳理早年往事。这便有
了《大邵村纪事》。我接到赠书，立即拜读，
真真领略到醉人的乡风民俗、美妙的田园风
光、传统的伦理美德。尽管有人说三道四，
我却认为此书乃邵兄的文墨精华，闪烁着中
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光彩。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强调文艺的民族
性。翻开《大邵村纪事》卷一，便是大邵十
景：邵氏家庙、棋盘街、邵家寺、刘家湾、廪生
胡同、上马台、李家胡同、南大门、叫花子坟、
南墓田，短则千余字，多则二千余字，十大景
致仅占了二十个页码。无有刻意雕琢涂彩
粉饰，皆平平地叙来，但让人觉得津津有味；
再加后面的济水、竹马、京剧班、庙会、油房、
清明、春节等记实，描绘出大邵村在渤海平
原的整体座标。

《大邵村纪事》具有很强的自然美。尤
其是《乡土情怀》一卷，二十多个人物，笔者

“俯拾即是”，且皆“著手成春”。譬如《庄稼
汉们》中名叫“峰”的这个人：“是住亲戚家才

来到大邵村的，是一筐一担的家产，是真正
的白手起家。”他家离水井远，“担着水他要
思考，因而也就形成了吸旱烟较勤的习惯，
也可能是缺火柴吧，或许那个年代根本就没
有火柴，他把半着半灭的烟核磕在扁担的平
面上，把装好的旱烟再对准半着半灭的火
种，于是新的一袋旱烟又点着了……日久年
深，担过多少水无法知道，他的扁担上有一
浅浅的烧糊的坑。那是一个创业的纪念，一
个陪伴星星走路的标志。”

真实，是《大邵村纪事》的又一美。“大邵
风情”也罢，“乡土情怀”也罢，“家族人物”也
罢，“乡里余梦”也罢，一篇又一篇，皆以“我”
的所闻所见一一道来，是中国传统的实录笔
法。写那位启蒙老师绳武哥，没有隐瞒老师
的五音不全，唱起歌来“像老和尚念经”，土改
时自己错估形势吓跑，以致闹出一生的坎坷，
让人悲悯。写村支书邵祥阶，既写他三十年
稳坐书记宝座的清正廉洁，“文革”中的高风
亮节，又写他挨饿时犯的错误：他“以晚上看
仓为名，十二点过后，煮一顿地瓜干吃，还派
一人在门外放哨。‘小四清’时他带头做了检
讨，每人赔偿瓜干三十五斤”。

尽管《大邵村纪实》用实录的笔法，语言
朴实，白描无饰，却也篇篇蕴理涵德。最可
说道的是“祖父的精神”。为了全村免遭土
匪火烧，祖父冒死前去给土匪送馒头送肉；
为了全村的吉祥，祖父不怕得罪人，接了“泰
山会”的账房之职；盼望子女出人头地，却又
不让子女读书，说是“念书耽误过日子，越念
越不下力气干活，更不知道地咋种。”祖父会
治家，以女人为主纺线织布，男人为主开粉
房，用勤劳的汗水赢得全村的赞扬。土改分
地，祖父坚决不要，说财产还是靠自己挣，只
有创业才知道守业，不然后代出败家子……
祖父的这种正直、本分、勤劳、善良，也有点
儿固执、愚昧，充分体现出中国乡民千年传
承的仁义之“道”。“文以载道”，正是中国传
统文艺美学最大的民族特色。

美哉，美哉。邵兄的美文来自美德，堪
为我等楷模！

（作者：段剑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
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研究馆员，是黄河三角洲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出版长篇小说及民间
文化研究著作多部，曾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美哉，邵兄
——怀念著名作家邵勇胜

段剑秋

近日出版发行的《滨州通
史》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
化的发祥地和源头；滨州位于
我国古代“东西古道”与现代
中国“南北干道”交汇处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光磊

2016教师节期间，李象润看望李学勤先生（左），
并汇报《滨州通史》编著工作。

2010年邵勇胜。拍摄于家中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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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邵勇胜在部队服役时，第
一次学着投稿，便投中了，1957年12月
份的《解放军战士》杂志发表了他的第
一篇文学作品，题目叫《话说45号》。

这是他当时在烟台拍摄的照片。

1964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全国
选出12名优秀作者到北京学习两个月。
这是邵勇胜在北京八大处学习时与同期
学员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邵勇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