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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区，以服务新区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经济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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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郭换行）日前，高速交警容城大队

教导员汪超带领民警巡逻至荣乌高速保定方向雄县

服务区附近时，发现一位男孩头戴着大耳麦，在高速

公路应急车道上行走，民警立即停车将其拦停。

经询问，男孩今年刚满18岁，廊坊人。问其因何

孤身在高速上行走时，男孩欲言又止。在民警的耐心

劝导下，男孩终于向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该男孩

今年高考不理想，在复读与否的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

分歧，于是一气之下坐上了廊坊至石家庄的大巴车，

在客车进入雄县服务区短暂休息时，故意错过开车时

间，就是不想让父母找到自己。期间，男孩的手机铃

声响起，他看了一眼便不再理会。民警顺势拿过男孩

的手机，发现来自父母的几十个未接电话。民警因势

利导，分析利害，终于做通了男孩的工作，并让男孩给

父亲拨打了电话报了平安。随后，民警在电话中告知

其父亲，到高速交警容城大队来接孩子。下午6时许，

父子二人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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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什么因缘让你走上

书画艺术之路？

孙居超：我对书画感兴趣，

是小时候看到家族中的老人写

春联开始的。后来，接触到许

多有造诣的老先生，我向他们

请教、学习。家族中有一位族

兄书法很好，我常去讨教。在

他那里，我见到了家族历代的

谱牒，誊写精工，图文并茂，给

我很大影响。看着那些精致的

小楷，我当时就萌生了要把字

练好的想法。读初中时，我便

经常参加县城的书画活动。上

高中，我学的是美术专业，后来

考上大学，也是选择了国画专

业。2008 年大学毕业后，我还

是按着自己的兴趣，以书画为

生，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书

画艺术的创作之路。

记者：作为孙奇逢的后人，

你是如何理解这位明末清初大

儒的？

孙居超：容城“三贤”系指元

初著名诗人、理学家刘因，明朝

嘉靖年间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

反被其害的兵部武选员外郎杨

继盛和明末清初学者、思想家、

教育家孙奇逢。孙奇逢是明清

之际学者，与李顒、黄宗羲齐名，

并称“清初三大儒”。在中国儒

学史上，孙奇逢的地位显赫，在

《清史稿儒林传》中，他被列在第

一位。他的一生著有《理学宗

传》《读易大旨》《四书近指》《书

经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

从学术角度来说，孙奇逢

“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

北斗”。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

我目前尚在学习研究阶段。但

是，他的学术之所以能够“起顽

励懦”，虽贩夫走卒听其一言也

“向上为人”，又有他极平易的一

面。可以说，这是他实实在在的

“治世之功”，正如他说真正的学

问在“日用饮食之间”，极其强调

日常的践履，是其学派一大特

色。而“躬行实践”是他学术的

着脚点。他的学术是主张亲身

实践，有着较强的体验性。

记者：请谈谈孙奇逢的思想

对你的成长产生了哪些作用。

孙居超：对于有着“金容望

族”之称的容城孙氏来说，无论

在过去还是现在，征君公孙奇

逢都是这个家族的灵魂人物。

以孙征君思想为主的孙氏家学

影响了本家族几百年，当然，还

会继续影响下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家族中

的老人及村中的耆宿在茶余饭

后，讲“三贤”的故事。13岁时

从学于族兄孙居容先生。他是

一位学问很好的老师。他的屋

里挂着一幅孙征君的画像，两边

对联“内圣外王无遗理，知先觉

后有馀芳”。他给我讲这画像是

祖先，这是康熙时容城知县孟长

安撰写的，讲容城的历史，讲“三

贤”。我一听就入迷了，由此产

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迄今为止，我有三个书斋

名，即：“续兼山堂”“识贫草堂”

“境会书屋”，可以说，是对孙征

君学术的学有所得吧。“续兼山

堂”是早年居容族兄所赐。他

给我写的一幅家联，上联“续兼

山堂传孝友”，取前四字作斋

名。“兼山堂”是孙征君在夏峰

的故居；孙征君特殊的经历，对

“贫”字讲得极多。我近十多年

客居在外，对事态的体察、生活

的经历，而理学家的书是“一剂

良药”，能使你很好的成长起

来，于是取“识贫草堂”为斋号

自勉；“境会书屋”的斋号则与

我本专业有关。孙征君有一首

诗《有会》，前四句是“学无究

竟，功无定程，身与境会，其性

自灵”。我觉得这和画论中的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相通

的。身与境，造化与心源是一

个画家永恒的话题。

记者：你认为孙奇逢的思想

对当今社会有何意义？

孙居超：无文化传承，无雄

安未来。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

离不开雄安文脉的延续。孙征

君有着“北方孔子”之誉，黄宗

羲曾评价说“北方学者大概出

其门”。如果我们顺着“文脉”

向上溯，你会发现，到了清初，

北方各地或多或少都会和孙征

君产生联系。比如颜李学派，

颜是师承王余佑的，王余佑便

是孙征君很重要的一位弟子。

孙氏的堂号为“孝友堂”。他以

孝友治家，写有《孝友堂家规》，

足见其对日用伦常的重视。我

想现在仍不乏实践价值。我们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

和谐，孙征君践行过的这些理

念，仍对现实有着其重要的意

义。而作为当地文化成就最为

卓越的一位先贤，无疑未来依

旧还会成为文化上的符号。

记者：请结合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谈谈在书画方面创作

的心得。

孙居超：我最初主要学习海

上画派代表人物吴昌硕，学的

是文人画的路径。著名美术家

陈师曾说文人画有四要素:人

品、学问、才情、思想。一个人

的成长，离不开优秀文化的陶

冶。书画也是传统文化中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书画的内容

与形式来说，讲求“诗书画印”

的融合统一。这就给学习者提

了一个很高的要求，需要不断

地自我提升，不断地思考与实

践。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优秀

传统文化涵养的过程，气质变

化的过程。书画除了专业技法

之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品格，

这种影响不会是具体的一笔一

划，而会在画面中反应出来。

我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在

画面上题一些乡邦前贤的诗

句，如我曾画一幅梅花，题上孙

征君诗句“天于霜雪含春意”。

一次游览白洋淀后，我作了一

幅水墨荷花，题上鹿伯顺先生

（鹿善继，定兴人，明末清初著

名学者）的诗句“馥馥莲芳入梦

来”，一是对此文化的体察理

解，二是这些前贤都堪称楷

模。这些诗句不但丰富了画面

内涵，还有乡愁的寄托，古今的

沟通，文化的认同。

记者：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和

画家，未来有哪些期待或打算？

孙居超:多年来，书画创作

成为我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对书画一如初

心。雄安新区设立后，各种文

化活动丰富多彩，令人鼓舞。

我也经常受邀参加。

目前，我正在篡修《容城孙

氏族谱》，是孙氏自明代创谱以

来第十八次递修。这是一项很

大的工程，幸赖合族齐心协力，

指日可待。同时，我与一些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整理发掘一

些乡邦文献，不定期举行读书

会，研习“三贤”文化，相信我们

的活动会持续进行下去，也期

待更多的人加入。雄安的建设

发展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

以反映家乡文化为主题的创作

会多起来。家乡的优秀文化、

自然景观、一草一木，都是自己

熟悉的，都可入诗入画。我未

来将进行主题展览，展示家乡

的文化。

——对话容城籍青年学者、画家孙居超
□记者 王渊

他是“容城三贤”之一孙奇逢的后
人，受其影响，从上学到现在，一直研
习其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他幼年学

画，终成为一名青年画家，寄托乡愁，融古今
文化于一体，始终在书画艺术创作之路上勇
于探索。他就是容城县籍青年学者、画家孙
居超

观影现场观影现场。。

容城高速交警
救助出走少年

本报讯（通讯员李丽）为庆祝新中国国成立70

周年，大力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容城县委

宣传部、县委组织部、县总工会近日联合组织观看

电影《古田军号》。该县部分县级领导干部以及各

乡镇、各部门党员干部群众500余人观看了电影。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观看《古田军号》，我们跨

越时空与革命先驱和那段历史深情对望，从而获得

对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启示。开展这一主题教育

活动，对于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红色基金、深刻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丰富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表示，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在白洋淀畔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在每年
的中元节放河灯，以寄托着对逝者的思念。在端村古
镇，每到中元节都会举行盛大的放荷灯仪式，盏盏荷
灯，排列淀中，随波上下，青光荧荧，祭祀先祖

全国第四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河北雄

县赛区近日在清河公园小广场举行了第二次实

地健走及健康讲座活动。图为行进中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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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银行业
创新服务支持小微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仝鹏飞）借助雄安新区建设发

展“东风”，新区银行业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科

技实力和普惠能力，大力支持小微特别是民营小微

企业发展。

多家银行创新信贷产品和模式，积极搭建依托

线上手段、大数据等新型信贷服务体系，以国有大

型银行为代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水平和质效有

了大幅度提升。截至二季度末，新区5家大型银行

河北雄安分行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6.46亿元，较年

初增加0.24亿元；当年累计发放贷款381户、3.78亿

元。建行“惠懂你”、农行“微捷贷”“纳税易贷”、工

行“经营快贷”和交行依托“雄安信时代”金融科技

平台的系列金融服务都已初见成效，而且大多数新

产品新服务还具有先行先试、先驱引领的功能。

传承文脉寄乡愁

容城
组织观看《古田军号》

乡愁是一种情结，是一种文化记

忆，更是一种发展变迁的历史积淀。

在每年的中元节，在白洋淀畔，人

们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放荷

灯。小小荷灯寄托着对逝者的思念。

据了解，中元祭扫在白洋淀一带的

村庄由来已久。这天，人们“事死者，

如事生”，都以一份虔诚之心祭祀先

人。有诗为证：“白洋水淀胜壶天，火

树琪花今灿然。芰荷红玉云霞外，玉

盘清晖碧空悬。荷灯缥缈诸天道，笙

管迷离一色禅。中元普施幽魂鬼，娑

婆八苦竟谁怜？”

记者在白洋淀畔的安新县端村古

镇了解到，每年的中元节，这里都会举

行盛大的放荷灯仪式。盏盏荷灯，排列

淀中，随波上下，青光荧荧，以千百燃

灯，祭祀先祖，超度亡灵。

中元之夜，在端村古镇，端村音乐

圣会的成员们，品笙操管，梵歌钟磬，行

街下淀，奏乐祈祥。伴随着《撼动山》

《乐太平》等诸曲音乐响起，以中正平和

之音，助天地合和之美，在礼俗中也成

就了祛邪消灾、降福迎祥、束修自好、积

善余庆的人生大义。

置身活动当中，感受到这种浓郁的

乡愁，是白洋淀人的一种情怀。它记录

着雄安的历史人文之美。透过这种乡

愁，看到的是未来，让人们更加了解雄

安、热爱雄安、祝福雄安。这也充分反

映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方水土，表现

出人们对“未来之城”雄安的美好期许。

——安新端村古镇安新端村古镇中元荷灯印象中元荷灯印象

留住水乡的留住水乡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
□记者 孙文宾孙文宾 霍少轩霍少轩 摄影摄影 赵克琪赵克琪

“““““““““““““““““““““““““““““““

放荷灯放荷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