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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郭沫若与桂林的“缘分”，早在他思念
妻子于立群的浓情中就已结下。

1938年11月，怀有身孕的于立群率先到达
桂林，郭沫若则在湖南再上南岳衡山，他将苦苦
思念化作浓情诗句，写下《在南岳避敌空袭寄怀
立群桂林》10首：

“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花朵虽凋谢，
花粉永不离。”“托魄幽崖隈，芳心逐岁开。闻风
谁共悦，相伴有苍苔。”“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
依。耳畔烦低语，归来莫太迟。”……

作为诗人，既会传情挚爱，亦可寄情山水。
郭沫若来到桂林后，除完成日常工作，自然也不
会错过游览“甲天下”的山水风光。

1938年12月18日下午，郭沫若、于立群夫
妇同友人一起乘坐木船，从桂林码头向阳朔出
发。刊登于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的《郭沫若
在桂林》一文记载了当时的场景：

“天下着蒙蒙细雨，一团团雨雾在漓江两岸
峭然挺拔……晶莹碧绿的江水缓缓地流动着，
在簇拥的群峰中迂回绕行，成群的水鸟也时不
时地前来凑趣……”

如此朦胧变幻的山水奇景，不禁让郭沫若

连声感叹。他在《洪波曲》中表达：“‘桂林山水
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我自己也能承
认，这两句话并不算夸大。”

从桂林到阳朔，郭沫若等人在漓江上漂泊
了一天一夜，他们唱戏咏曲、烹饪豪饮，从风景
到诗词、从生活到时局无话不谈。期间，郭沫若
诗兴大发，吟成《舟游阳朔》二首：

“茅台斗酒奚辞醉，宣室丛谈不厌多。暂把
烽烟遗物外，此游我足傲东坡。”“盈盈漓水碧罗
纨，万转千回尽异观。岸上斗鸡雕不就，水边游
象画应难。”……

第二天上午，郭沫若一行到达阳朔，在游
览了碧莲峰、西郎山等风景名胜后，乘坐汽
车回到桂林。12月 27 日，郭沫若、于立群夫
妇离开桂林，飞往重庆，开始新的“战斗”生
活。

改革机构、筹备复刊、动员演讲……从
1938年12月3日至12月27日，郭沫若一共在
桂林停留了25天。这25天，郭沫若奋力举起
抗战大旗，鼓舞着前线的战斗士气，激励着民众
的抗日信心，同时也不忘游览大好河山，留下动
人诗（词）句。

“桂林山水甲天下。”百年来，这句名满天下的诗句，描绘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奇山异峰与清莹江水相逢相融的绝美盛景。其实，桂林亦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
古城，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积淀，无数名人雅士曾在这里闪耀璀璨华光，留下永恒印记。

近日，记者在桂林游览时，“遇见”了出生于乐山沙湾的“文坛巨匠”——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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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秀峰区太平路，是一条车来人往、充
满生活气息的街道。街道上，坐落着一处被白
墙朱门所“隔绝”的小院。院墙上，一块醒目的
竖挂木匾写有“救亡日报社”五个大字，署名：郭
沫若。

在远隔千里的岭南，“遇见”蜚声中外的乐
山名人，记者顿时来了兴趣，于是透过院墙上的
木窗向院内凝望：阳光下，斑驳的树影洒落在一
栋两层木质小楼上，小楼的立柱挂有一书法作
品，题写“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目光沿着楼梯上到二楼，仿佛

“踩出”咯吱咯吱的历史回响——
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丧，大批知名文

化人和民主人士像候鸟一样，聚集桂林，让这里
一跃成为“大后方”的一处文化中心，史称“抗战
文化城”。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长期流亡海外的郭沫
若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他先与夏衍
等人在上海创办进步报纸《救亡日报》，并担任
社长，后又在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
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厅长。随着战
争时局的演变，救亡日报社从上海迁至广州，最
后辗转到桂林。

复刊，是救亡日报社同仁来到桂林的头等
要事。1938年12月3日，郭沫若来到桂林，他一

边处理第三厅机构调整等事宜，一边与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交涉，为报社争取到每月
200元的津贴，表明报纸获得中央机关的支持。

社长郭沫若努力的同时，主编夏衍等人也
四处奔走，为报纸复刊筹集经费。1939年1月，
《救亡日报》在桂林成功复刊，这份颠沛流离的
四开小报不仅获得了新生，后来发行量一路从
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远销四川、湖
南、江西、广东、香港乃至南洋，在宣传抗战、鼓
舞抗战、团结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
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地
反抗……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是具
有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在桂林期间，郭
沫若频频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场合，广泛进行
抗日宣传。上述这段演讲，便是他在广西大学
所做，题为《战时教育》。

《桂林雁山园——岭南历史文化名园》一书
记载，郭沫若来到广西大学当天，师生们排着长
队夹道欢迎，礼堂内座无虚席，前来聆听演讲的
各界人士达1000多人。1938年12月19日的民
国《广西日报》报道称，这次演讲“对于中日战争
新阶段的前展、运扬极为详尽”，对于“日本之必
然崩溃，我国抗战之必获最后胜利，建国之必可
完成等方面，分析极为精密。”

寄情山水留佳作

“换了人间”故地游

毛明祥，1946年出
生，乐山人。毕业于四
川美术学院，国家一
级美术师、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四川省
美协山水画会委员、
乐山市书法家协会名
誉主席、嘉州画院顾
问、乐山市有突出贡
献的拔尖人才。

毛明祥对家乡的灵
山秀水怀有一种特殊的
情感，在风景的写生绘
画中，更增添了对嘉山
嘉水国画艺术传承与创
新的使命。他“师法自
然”，寄情山水，不倦的
足迹一次次地踏访峨
眉，创作出一大批描摹
峨眉山的国画作品，其
中，《峨眉山十景图》便
是他最为难得的一套力
作。

纵观《峨眉山十景
图》，构思巧妙，虚实
详略，以形写神、气韵生动，赋予了峨眉山更多的灵性与诗意。一
幅称为峨眉十景之冠的《金顶祥光》，创作于 2012 年岁末，画家运
用居中取势构图，当实之处形象饱满，当虚之处则舒展空灵。一番
笔墨浓勾淡抹，皴擦渲染，凸显出金顶山崖主体的磅礴，将峨眉金
顶日出的壮观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危崖耸崎群山之巅，寺庙群
体恢宏错落，旭日东升红霞满天，如此精彩纷呈的画面，正是峨眉
仙山神奇的精灵所在。读其画，无不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抹
祥光画不成，三峨山形极纵横。琳宫绀宇尘缘绝，胜似蓬莱顶上
行”的美妙诗意。

欣赏《峨眉山十景图》，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毛明祥的绘画
风格与内在意趣，仍然传承着中国山水画言志抒怀的特点，通过对
峨眉山风景的体察和感悟，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交融。
其笔触起伏跌宕，充满激情和个性，其中不乏如《金顶祥光》率意天
成的神来之笔，表现了作者对故土山川的一种乡情眷恋和人文关
怀。

在多年的国画艺术创作实践中，毛明祥已经具备了山水写真的实力
和娴熟的笔墨技巧，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的笔墨是刚健的、质朴
的，感情是充沛的、真挚的，正如他在《创作随想》中有一段话：“中国画可
贵者为之‘笔墨’。有人说笔墨之美包含力度美、节奏美、韵律美、动态
美、意趣美、性格美，这是极中肯的。”

毛明祥：

金顶祥光耀峨眉

年轻一代在外成家立业、辛勤
打拼，父辈祖辈安土重迁、难离故
土，老年人没有和子女共同居住生
活，是时下许多家庭的现实情况。
除了情感羁绊，老人们的生活、健
康、安全状况如何，时刻牵动着年
轻人的心。为了解老人们的生活，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长辈家
中安装智能监控设备。小小的摄
像头，让远方的家人“近在咫尺”，
架起了新的沟通桥梁。

打开 APP 查看实时画面和回
放，滑动指尖切换镜头角度，点击
按钮陪老人说话聊天，还可以把画
面分享给其他亲属……与手机等
终端相比，智能监控无需老人过多
操作，时刻在线的特点也让人们在
面对突发状况时能更快响应，令人
心安不少。这种实时动态的数字
陪伴，帮助在外的游子与家人、家
乡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

互联网平台上，不少人分享自
家监控中记录到的日常：外出归来
的奶奶事无巨细地分享自己的见
闻；老人在庭院里打扫卫生……
饱含真情的互动，充满生活气息
的画面，带给亲人们慰藉，也以其
真实的力量感动了无数网友。通
过镜头，人们更细致地观察老人们

的生活，也更直观地体会到老人们
的不易。

技术的发展不断为人类社会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智能监控为
陪伴老人提供了一个新选项，从增
添跌倒监测预警功能的摄像头，
到具有双向视频功能的智能屏，
设备持续更新升级，不断丰富着
使用体验。不过，智能并非万能，
技术终究只是辅助。情感上的需
要，很难通过一根网线完全纾解；
线 下 的 陪 伴 ，也 难 以 被 屏 幕 代
替。在镜头扫到和扫不到的地
方，老人们面临的一些养老问题
仍有待解决。与此同时，一面承
载关切，一面意味着对隐私的部
分让渡，智能监控存在的个人隐
私保护问题也无法回避。如何更
好平衡关心和尊重，值得我们思
考，也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启示我们，无论是制定养老计划
还是设计养老产品，都应该更加重
视老年人的需求。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
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近年
来，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力
度持续加大。我们期待技术进步
带来更多可能性，也期待全社会
一起努力，携手打造更加友好的
养老环境，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
晚年。

“隔屏陪伴”，爱在身边

19631963年年33月月，，广西历史学会在南宁召开成广西历史学会在南宁召开成
立大会立大会，，郭沫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应邀参加于立群夫妇应邀参加。。会后会后，，
他们于他们于33月月2424号到达桂林号到达桂林，，故地重游故地重游。。

这一次这一次，，郭沫若夫妇在桂林游览了芦笛岩郭沫若夫妇在桂林游览了芦笛岩、、
七星岩七星岩、、叠彩山叠彩山、、独秀峰等景点独秀峰等景点。。今昔对比今昔对比，，不不
禁让郭沫若产生禁让郭沫若产生““换了人间换了人间””的感慨的感慨，，他在游览他在游览
芦笛岩时芦笛岩时，，填下填下《《满江红满江红》》一词一词：：

““换了人间换了人间，，普天下普天下，，红旗荡漾红旗荡漾。。歌跃进歌跃进，，山山
林胜迹林胜迹，，同看解放同看解放。。芦笛岩头枷锁破芦笛岩头枷锁破，，桃花源内桃花源内
仙灵唱仙灵唱。。电灯光电灯光，，照耀辉煌照耀辉煌，，翻新样……翻新样……””

湘江北去湘江北去，，漓水南流漓水南流。。公元前公元前218218年年，，秦始秦始
皇为统一岭南皇为统一岭南，，派史禄在今桂林市兴安县境内派史禄在今桂林市兴安县境内
开凿灵渠开凿灵渠，，打通兵马粮草运输水道打通兵马粮草运输水道。。

20002000多年后的灵渠景区多年后的灵渠景区，，繁茂翠绿的树影繁茂翠绿的树影
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漓水上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漓水上，，与透过枝叶的阳光与透过枝叶的阳光
一道一道，，缓缓缓缓““流淌流淌”；”；状元桥头状元桥头、、鲤鱼州上鲤鱼州上、、尚武亭尚武亭
下下，，一块大理石碑巍然耸立一块大理石碑巍然耸立，，碑上镌刻有郭沫若碑上镌刻有郭沫若
所填所填《《满江红满江红··灵渠灵渠》》一词一词：“：“北自长城北自长城，，南来至南来至。。
灵渠岸上灵渠岸上，，亲眼见亲眼见，，秦堤牢固秦堤牢固，，工程精当工程精当。。闸水闸水
陡门三十六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有天平小大，，溢溢
洪流洪流，，调分量……调分量……””

这首这首《《满江红满江红》》是是19631963年年33月月2828日日，，郭沫若郭沫若
前往兴安县游览灵渠后所写前往兴安县游览灵渠后所写。《。《郭沫若在桂林郭沫若在桂林》》
记载记载，，游览当日游览当日，，郭沫若与当地干部郭沫若与当地干部，，在飞来石在飞来石

景点还有一段关于峨眉山的打趣话景点还有一段关于峨眉山的打趣话：：
““兴安县委副书记王多祜介绍说兴安县委副书记王多祜介绍说，，……开凿……开凿

灵渠时……因为有一名叫猪婆精的妖怪来捣灵渠时……因为有一名叫猪婆精的妖怪来捣
鬼鬼，，堤岸屡修屡崩堤岸屡修屡崩。。一天夜里一天夜里，，猪婆精又偷偷出猪婆精又偷偷出
来破坏堤岸……突然风雨大作来破坏堤岸……突然风雨大作，，从四川峨眉山从四川峨眉山
飞来一块巨石飞来一块巨石，，将猪婆精死死地压住了将猪婆精死死地压住了。。此害此害
一除一除，，民工们……才将秦堤修好了民工们……才将秦堤修好了。”。”

““郭沫若笑着说郭沫若笑着说：‘：‘你刚才讲到峨眉山你刚才讲到峨眉山，，我这我这
个峨眉山下的人还没上去过呢个峨眉山下的人还没上去过呢！’”！’”

““桂林市委负责同志说桂林市委负责同志说：‘：‘郭老郭老，，您现在登上您现在登上
了飞来石了飞来石，，不就是上了小峨眉山了不就是上了小峨眉山了？’”？’”

““听到这里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大家都笑了。”。”
…………

““水水””为情为情、“、“山山””为誓为誓，，两地之缘两地之缘““人人””来续来续。。
时光荏苒时光荏苒，，郭沫若与桂林的缘分郭沫若与桂林的缘分，，早已尘封在一早已尘封在一
块块石碑块块石碑、、一幅幅题字一幅幅题字、、一首首诗词当中一首首诗词当中。。然然
而而，，乐山与桂林乐山与桂林，，两个著名旅游城市的缘分两个著名旅游城市的缘分，，却却
不止于此不止于此：：20192019年年99月月66日日，，桂林桂林、、乐山签署文乐山签署文
化旅游区域合作协议化旅游区域合作协议，，加快构建资源共享加快构建资源共享、、市场市场
共建共建、、渠道互通渠道互通、、产品互售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产品互售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
发展新格局……发展新格局……

如今如今，，不少乐山游人来到桂林不少乐山游人来到桂林，，均会在雁山均会在雁山
园园、、古南门古南门、、七星岩七星岩、、桂林中学桂林中学、、桂林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桂桂
林图书馆等地林图书馆等地，，与老乡郭沫若与老乡郭沫若““相遇相遇”。”。

“文化城”中担旗手

19631963年年，，郭沫若在叠彩山郭沫若在叠彩山
参观参观。。陈亚江陈亚江 摄摄（（图据图据 20212021
年年88月月1818日日《《桂林日报桂林日报》）》）

刻有郭沫若《满江红·灵渠》的石碑

桂林古南门，匾额为郭沫若题写。

救亡日报社旧址

灵渠景区（南渠）景观

毛明祥《金顶祥光》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