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妻携手48年
“军功章有她的一半”

余秋雨三十年前就
感觉魏明伦潜力难测：
“评论者们面对他，不像
面对一个已可大体度量
方圆的池塘，而是面对
着一条不知今后走向的
河流。”的确，当时人们
估计魏明伦会沿着《潘
金莲》的“荒诞”戏路走
下去。不料他一戏一
招，换出宏大叙事，文学
品位典雅的剧本《夕照
祁山》。人们只知他是
戏剧领域急先锋，不料
他忽然跨行，兼作杂文
闯将。人们议论他是戏
剧第一，还是杂文第
一？谁料他又换大招，
三箭齐发，开掘已经断
裂了的古典辞赋碑铭文
体，成为现代骈文的拓
荒者！

川剧名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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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成都
安仁中国博物馆小镇中心，
魏明伦文学馆隆重开馆。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有
文学馆！”2012 年初秋，魏
应邀到安仁镇去策划一台
民国风情的旅游戏剧。戏
没搞成，竟促成一桩文化良
缘。成都市国资委所属文
旅集团，联同大邑县政府，
把博物馆小镇民国风情街
上一栋现成待用的新楼改
建为魏明伦文学馆。毗邻
刘氏庄园、建川聚落、刘文
辉故居、崔永元电影传奇
馆、钱幣博物馆，以及二十
七所保存完好的民国老公
馆。集中文化，丰富景点。

安仁镇锦上添花，魏明
伦意外增辉。文学馆占地
二千余平方米。两层楼房，
四个展区：戏剧芳华，杂文
锋芒，辞赋春秋，鬼才道
路。馆前有蜀籁楼戏台，

《磨盘赋》石碑；馆内有书苑
明伦堂，宽大阳台，小巧庭
院。展厅拥有大量珍贵展
品。实物、手稿、作品、剧
照、影像、信函、证件、奖品、
名人书画、老旧照片、仿真
场景……展示魏明伦大半
生多方面的文学成就。

魏明伦接受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采访时，十分感
谢成都、大邑和安仁有关机
构对他的器重。“国内美术
馆甚多，文学馆甚少。如今
还健在的作家建成文学馆
的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莫

言、王蒙、贾平凹、陈忠实、
贺敬之等大作家有此殊
荣。小鬼我竟能尾随其后，
真是幸运。”

文学馆匾额请韩美林
书写，蜀籁楼匾额请陈忠实
书写，明伦堂匾额请莫言书
写。魏笑着向记者解释：

“明伦堂，是历代孔庙的符
号。大成殿，明伦堂，非孔
夫子莫属，谁敢以此命名？
我斗胆，因为我是魏明伦，
名副其实！“他有意恭请莫
言、陈忠实分别题写匾额。
前者代表作《红高粱》，后者
代表作《白鹿原》。”红白两
部杰作双喜临门，红白喜事
一起办！“不料一语成谶，三
年后陈忠实仙逝，魏明伦沉
痛哀悼。他对莫言倍加敬
重，“祝福莫言创作长青，新
篇飙红。”

开馆那天，京沪群贤毕
至。文学、戏剧、影视、音
乐、美术、舞蹈、曲艺，各界
百位名家致函题词贺喜。
当天早晨恰逢地震，有惊无
险，化险为夷。央视著名主
持人陈铎宣布：“魏明伦文
学馆在惊天动地声中开
馆！”歌唱家李光羲高唱《祝
酒歌》。后来作家王蒙专程
参观魏明伦文学馆，大书四
字：“感天动地！”从2013年
开馆，至今五年半了。文学
馆接待观众约 17 万人次，
平 均 每 年 约 有 3 万 人 参
观。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魏明伦文学馆
在“惊天动地”中开幕

魏明伦笑着回忆：“1994年
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要和辞赋
打交道。忽有一头牛偶然闯
来，迸出我的火花，从此燃烧下

去了。”那年夏天，深圳蛇口四
海公园塑立巨牛铜雕，高28米，
长 30 米，重 100 余吨。由北京
韩美林工作室设计施工。此
前，韩美林曾在山东济南设计
建造高15米，长7米，由启功先
生题字的铜牛，冠名“天下第一
牛”。紧接深圳之牛后来居上，
比济南之牛体积更大几倍。韩
美林特邀好友魏明伦为巨牛命
名，并撰写碑文。魏明伦灵感
来潮，迅速写成以骈为主，骈散
结合的文言碑铭《盖世金牛
赋》。这种消失已久的文体，以
崭新面貌出现，引起社会反响。

“我这种文体，不算严格意
义上的赋，是归属于辞赋大类
中的骈文。汉唐辞赋，六朝骈
文，历代辉煌。到民国淡化。
1949年后湮灭。在白话文时代
里，古体诗词并没有断裂，真正
断裂的是辞赋骈文。没有人写
了，即使有人自娱而写，也没有
影响。辞赋如同物种湮灭，被
称为文学恐龙！但我通过《金
牛赋》《饭店铭》《会堂赋》的实
践效果，证明这种文体可以在
现实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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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因此带头尝试，促进
“文学恐龙复苏”，为当代文学大
观园增添一个小品种。如今他
已应各地之邀撰写60余篇骈体
赋文，绝大多数刻石立碑。碑体
最大是《金川赋》，位于甘肃镍
都。碑文带标点 1200 字，碑体
花岗岩，碑高6米，碑长60米，估
计是目前体积最大的中文碑。
采访中，魏明伦还向记者展示他
的碑文集。其中一种版本相当
精致。线装书，宣纸竖排书法
版。汇集他十几年来为岳阳楼、
望海楼、宁波月湖、成都廊桥以
及首都中华世纪坛、北京抗战雕
塑园等名胜撰写的碑文。

魏明伦自述，他的碑铭是
现代骈文，对古代骈文有所变
革。活用对仗而放宽声律，驱
遣形式而服从内容。切忌晦涩
艰深，追求行云流水。适当引
进时尚辞汇，甚至化用网络语
言。例如《邛海湿地赋》中：“画
眉呼唤美眉，柳丝吸引粉丝。

燕翔静海，雌雄比翼男闺蜜？
鹰击长空，巾帼单飞女汉子！”
另有，“空调流动负离子”对“网
络传递伊妹儿”；“禅宗已开博
客”对“菩提也有粉丝”；“游龙
曾经沧海”对“神马岂是浮云”
等。文采焕发而畅达易懂，格
调高尚而雅俗共赏。

碑文内容思辨色彩浓，忧
患意识重。歌颂真善美，谴责
假恶丑。赞美不溢美，报喜更
报忧。例如《岳阳楼新记》，登
斯楼也：喜巴陵纯净，青螺碧
水；忧海域污染，酸雨赤潮。炎
炎地球变暖，冷冷人心变寒
……最恨硕鼠害人，更忧人变
硕鼠 ；牢记方舟靠水，警惕水
覆方舟。 在《华夏陵园诔》《纪
信广场赋》《灶王碑》《法治铭》

《磨盘赋》等名篇里，他“反思历
史，不为尊者避讳；针砭时弊，
多为弱者代言。”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 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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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所写的《金川赋》。

魏明伦13岁主演《望娘滩》。

更多口述历
史，更多名家故
事，扫码上封面新
闻看精彩视频。

魏明伦与妻子丁本秀。

魏明伦文学馆展厅结
尾有一栏目《患难妻子，得
力助手》。魏明伦告诉记
者，他出席各种会议，参加
各种活动，老伴丁本秀照例
随行陪护。有一次海南笔
会，《十五的月亮》歌词作者
石祥，亲睹“秀才娘子”护理

“秀才”，无微不至。秘书、
护士、摄影师、录像师、保洁
员……一妻多功能。石祥
感慨，在扇上书写《十五的
月亮》歌词赠送明伦夫妇。

“军功章上有你一半，有她
一半！”名不虚传，我们到魏
家采访，见女主人忙里忙
外。“老秀才”只动口，动手
跑腿全靠“娘子”。她从书
房满壁图书丛中准确取出
老伴需要的书刊，在客厅取
胰岛素给老伴注射，到厨房
榨水果汁给老伴零吃，还熟
练地配合采访，替老伴帮腔
补白……看来，真是鬼才的
得力助手。

1970 年，落难才子魏
明伦，与贫家少女丁本秀有
缘。“年龄相差八岁，婚前只
见一面。男方朋友作媒，女
方父母作主。先结婚，后恋
爱。先共苦，后同甘。我这
娘子文化不高，相貌不丑，
脾气不小，心肠不坏。她勤
快，能干，聪明，俭省，但不
顺从，很好强。我两口子三
天两头为小事争执。大风
大浪相依为命，大红大紫相
伴为乐。小吵小闹怎么也
吵不散。老夫老妻四十几
年了，居然到高雄补办了一
次华丽的婚礼！”

2015 年夏，魏明伦夫
妇赴台北参加两岸四地笔
会。时值他俩结婚四十五
周年，就在高雄一处名胜补
办婚礼。仪式奇特，文友满
座。结婚大照片空白处，骚
人墨客补笔。王蒙书写

“在场目睹”，作家林清玄书
写“明伦本秀伉俪心心相
印”，诗人郑愁予书写“明伦
本秀，爱是永远灿烂的”，作
家蒋子龙发表《鬼才的佛

缘》记载这段佳话。
再过两年，这老两口就

要迎来金婚了。功成名就，
儿孙满堂。长子魏来，次子
魏完，魏家好事没完没了。
孙子小时候，相貌酷似儿子
魏来，取名魏如来。现在已
经身高一米八，刚从美国学
习回川。记者试问：“如来
这名字像佛祖，是不是太巨
大了？”魏明伦当即出示他
的旧作《我家如来》。“如来，
即如实道来。金刚经曰：无
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
来。佛经认为：芸芸众生
心内都藏有成佛的因素，
这叫做‘如来藏’。如来

‘藏’在众生万物里，如来
无所不在，无所不容。岂
不闻偈语警句‘一花一世
界，一叶一如来’么？既然
一草一木都可以称作如来，
我家孩子未尝不可取名如
来呢？ ”

记者又问，“你的孙女
叫魏如飞，也有寓意吗？”魏
明伦笑着回答：“我家祖先
魏源诗云‘恒山如行，泰山
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
’。晚辈我再改填一句——
蜀山如飞！”

魏家客厅长期悬挂一
张魏明伦怀抱白猫的照
片。他疼爱小动物，认为养
小动物可以唤出人的爱心，
没有功利的爱最纯洁。他
家猫儿狗儿已成他的亲人
了。白猫咪咪长寿，活到
19岁。从《盖世金牛赋》开
始，案头白猫就是他作品的
第一个读者，陪伴他写作近
二十年。白猫咪咪，黄犬美
美，相继去世。魏明伦十分
哀伤，特别在一位雕塑家朋
友的工厂后院给咪咪、美美
建墓立碑，落款“魏明伦泪
笔”。现在，魏家还养着16
岁的老猫和 3 岁的小狗。
看着两个小动物在地板上
打闹玩耍，魏明伦脸上露出
了孩童般的笑容……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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