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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年坚守，孜孜笔耕，编著出版《西

厢记》十部曲；不负使命，远涉五洲，

讲述中国爱情好故事……著名《西厢记》

文化学者雷建德，忠诚践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忠实守

护文化工作者的初心良知，为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助推实现中国梦想做出了突

出贡献。

乡情在心  圆梦《西厢》在家乡

唐代书生张君瑞和相国之女崔莺莺

浪漫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山西省永济市

蒲州镇西厢村头的普救寺。

元代王实甫创作的元杂剧《西厢记》，

把中华民族“愿普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

的美德传唱了八百年。

1957 年 4 月，雷建德就出生在这个

既有浪漫故事，又有美德传承的热土上。

父亲是一名医生，闲来无事总喜欢哼唱

蒲剧《西厢记》，雷建德从小也喜欢上

了《西厢记》。

桑梓情，使雷建德与《西厢记》结

下终身不解之缘。读西厢、抄经典，访

民间、集素材，雷建德踏上了研究、创作、

弘扬这一古典文化的人生旅途。此后，

他的工作地从永济到运城，再到太原，

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力行业文字工作者，

8 小时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他一直从事

西厢文化的研究创作和传播工作，而这

一干就是 46 年。

普救寺内，他冥思苦想；村巷口，

他躬身热聊；书房里，他笔耕不辍；异

国中，他探寻拜谒……为确保文字准确

无误，他对《西厢记》原著反复校验，

大胆“挑刺”；为实现《西厢记》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他乘船驶入新

西兰激流岛，拜谒诗人顾城夫妇故居；

又为寻找顾城情诗的答案，时隔七年，

他在斐济再度采访一对异国情侣……奋

笔疾书中，他将西厢故事跃然纸上。

韶华流年，不负青春。46 年来，雷

建德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厢轶事·民间

传说》《西厢记·电视文学剧本》《白

话西厢记·后传》《西厢记与普救寺·中

央电视台风光专题片》《西厢记·民族

交响叙事曲》《白话西厢后记·电视文

学故事》《普救寺小记·人民日报副刊》

《西厢记与罗密欧朱丽叶纵横向比较》《西

厢轶事·连环画》《雷建德西厢记研究

成果集锦》等《西厢记》十部曲。

面对硕果累累，国内外著名专家学

者画家王季思、吴晓铃、马少波、郭汉城、

赵寻、董寿平、田中谦二、伊维德、寒声、

王朝瑞、刘伟力、马文海、林羣子、田树苌、

裴希敏、贾起家、吴晓、董联桥、孙晓

光以及相关领导李雪峰、姬鹏飞、张维庆、

曹中厚、王大高、杨波、沈凤仪、高国俊、

王霞……欣然提笔题词、贺诗、作序。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

国青年报》《中国日报》《农民日报》《工

人日报》《中国质量报》《新闻出版报》

《文艺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文

艺界通讯》《中华儿女》《新西兰文学》《时

代人物》《中国水利电力报》《中国电力报》

《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企业管理》《脊

梁》《当代电力文化》《国家电网》《山

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

西经济日报》《三晋都市报》《发展导

报》《山西工人报》《山西政协报》《山

西青年报》《山西教育报》《山西文艺报》

《华北电力报》《记者观察》《火花》《山

西画报》《山西老年》《映像》《生活潮》

《山西文化》《青少年日记》《三晋儿女》

《运城报》《黄河晨报》《运城晚报》《永

济报》等报刊，央视影音网、新华社视频、

山西电视台、运城电视台、永济电视台、

万荣电视台、爱奇艺、腾讯网视频、好

看视频网、以及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

端、新华网、中新网、中广网、央广网、

中国小康网(求是)、中国文明网、中国网、

中工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知网、中旅网、

中经网、中华人物网、中视新媒网、彭

拜网、今日头条、凤凰网、新浪网、搜

狐网、网易网、东方网、环京津网、中

电新闻网、亮报 - 国家电网头条、山西

政府网、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客户端、

山西晚报客户端、黄河新闻网、国学网、

市场信息报、兰州新闻网、太原新闻网、

世界晋商网、运城新闻网、运城市文化

旅游局网、永济市人民政府网、永济市

广播电视台、临猗新闻网、永济大小事

等百家媒体先后对雷建德的《西厢记》

十部曲予以报道评介。

退休后的雷建德被聘为“山西普救

寺景区文化顾问”，还先后被评为永济

市首届“十大新乡贤”、运城市“优秀

新乡贤”。

为《西厢记》而骄傲，为《西厢记》

而痴迷，为《西厢记》而创作，为《西厢记》

而奔忙，雷建德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雷

西厢”。他与《西厢记》的情缘既缠绵

执着，又深沉炽烈。

　　

爱心在国  卧薪尝胆颂《西厢》

“可以不要英伦三岛，但必须要莎

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英国听

到这句话后，雷建德不禁感叹：“为何

在西方《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此深入人心，

而对《西厢记》却知之甚少？”细心的

雷建德发现，莎士比亚在著作《罗密欧

与朱丽叶》中，有部分笔墨与《西厢记》

如出一辙，对此，雷建德认真研究，将

17 世纪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与 13 世纪中国的元杂剧《西厢记》

这两部世界公认的反封建反礼教作品做

纵横向比较，从两者的题材、体裁、主

人公思想性格、作品悲喜剧因素等方面

进行同中见异、异中有同的比较研究。

“莎士比亚在写作之前必定读过《西

厢记》，且受到了一定影响。”雷建德认为，

“但时至今日，获评的‘世界七大爱情

圣地’中，作家莎士比亚家乡英国斯特

拉福德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故

乡意大利维罗纳各占一席之地，而《西

厢记》故事发源地中国永济普救寺居然

情倾西厢 使命五洲
——著名《西厢记》文化学者雷建德的家国情怀

未能入围，不能不让人遗憾和费解。”

他表示，今后将竭尽所能，早日将普救

寺推向“世界第八大爱情圣地”的宝座。

2013 年秋，雷建德顺应时代发展，

采用“互联网 +”的方式，带领团队创

建“西厢记网络展览馆”，通过系列文字、

图片、声音、视频及三维动画、虚拟现实、

卡通动漫等，多角度呈现《西厢记》相

关珍品9000多件，推动古典名著《西厢记》

文化的数字化进程，进而促进《西厢记》

优秀资源共享，使西厢文化传播集思想

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观性、

互动性于一体。

2017年1月27日，雷建德工作室“西

厢记网络展览馆”一组 6 件作品，以中

法两种文字入选《法国邮票印象——中

国殿堂级艺术家篇章》，让富有中国特

色的西厢文化登上了法国邮票，亮相“浪

漫之都”巴黎，意义非凡。展出期间，《欧

洲时报》《中荷商报》《澳大利亚时报》、

亚洲（中国）新闻网、印度旅游网及新

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国

内外媒体对此争相报道。

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11 日，雷建德

受邀专赴马来西亚新山市，参加由马来

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主办的“2018 国际儒

商论坛”暨孔子学堂挂牌仪式，并作了

题为《轶闻趣事——儒商的成功与否与

其后院文化息息相关》的讲座，受到来

自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等地与会学者、企业家的高度

评价。同时，雷建德近1.2万字的论文《中

国古典爱情名著轶事趣闻》，几乎全部

录入大会《2018 国际儒商论坛手册》，

又一次成功地将故乡的《西厢记》爱情

故事推出国门。

谁能想到，40 多年前在普救寺苦思

奋笔的毛头小伙儿，今日能作为山西唯

一代表受邀登上世界盛会，传播中国爱

情经典文化。北京著名学者、教授马文

海欣然赋诗称赞：“西厢爱情薄今古，

陀院独享凤求凰。常使建德食不甘，尝

胆卧薪入典藏。”

2020 年元旦，由雷建德“西厢记网

络展览馆”展出的“西厢记网络海内外

珍品 2020 鼠年挂历”亮相。此举力使古

典爱情文化《西厢记》鲜活起来，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2020 年 5.19 中国旅游日前夕，继雷

建德在法国巴黎 2017 年发行《西厢记》

一套六件珍品邮票之后，今年在中国邮

政发行《西厢记》集邮珍藏册中，又一

次取材于雷建德46年来收集的《西厢记》

当代六件珍品，尽心尽力倾情让《西厢

记》这一经典爱情佳作，通过方寸天地，

走向四海，誉满八方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统而优秀的

西厢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瑰宝，也是全

人类爱情故事的典型代表。文化学者雷

建德在走访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

国家之后，一年多来接着走访了澳大利

亚、新西兰多地，多形式、多渠道地将《西

厢记》带入国际视野。

2018 年 12 月 31 日，雷建德访问悉

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图书馆，考察海外

评价《西厢记》的情况；2019年 1月 1日，

雷建德在悉尼歌剧院观看歌剧，思量如

何促进由其创作的《西厢记·民族交响

叙事曲》在此上演；2019 年 1 月 8 日，

在墨尔本市，雷建德到访维多利亚国家

图书馆，并向图书馆赠送了由他编著的

《白话西厢记·后传》和《西厢记·民

族交响叙事曲》；2019 年 2 月 7 日，雷

建德继续探寻《西厢记》的海外评价情况，

向奥克兰市国家图书馆赠送了《西厢记

网络展览馆·资料》和《白话西厢记·后

传》……雷建德将《西厢记》这一古典

名著赋予“爱情 + 责任”这一新的时代

内涵，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这一文化理念，深入异邦。

使命在肩  五洲四海传《西厢》

熟悉雷建德的人都知晓，他一次次

肩负使命、背负《西厢记》远赴海外。

　　早在1999年 6月 15日至7月14日，

带着强烈的好奇与自信，雷建德告别家人，

前往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等欧洲国家，迈出他海外传播的第一步。

雷建德欧洲之行，就将《法国大百科全

书》对《西厢记》评价进行了采集：“十三

世纪中国戏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在

元曲中是篇幅最长的一部浪漫主义杰作。

这是爱情的诗篇，整个故事自始至终贯穿

着一对情人的悲欢离合，充满了迷人的情

趣。”同时，雷建德发现，法国里昂大学

文学博士徐仲年、法国里昂大学中法学院

文学博士陈宝吉、法国汉学家巴赞、法国

现代世界观察家莫朗等知名学者在其作品

中，对《西厢记》均给予高度评价。1927

年，由近代导演侯曜执导的改编自《西厢

记》的同名电影早已在法国巴黎上映，为

国外首映的中国古装爱情（武侠）片。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套画册

《风月秋声——西厢记》，是清代画家

费丹旭在清道光二十六（1846）年的作品，

全册共 12 幅，长 26 厘米、宽 21 厘米，

笔法清秀，口碑极佳。这些盛赞让雷建

德颇感欣慰，艺术无国界，文化需交融，

享有“爱情文化鼻祖”美誉的《西厢记》

更应走出国门，蜚声海外。

此后 20 多年间，雷建德甘当西厢文

化使者，远涉重洋，先后赴美国、日本、

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斐济、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缅甸及俄罗斯等 59 个

国家，进行国外大百科全书有关《西厢

记》的探寻考察，同时应相关单位邀请，

雷建德将其创作的《西厢记》主题系列

著作赠予对方，一次次将《西厢记》爱

情文化推向世界。

“疫情过后，我将远赴罗密欧与朱

丽叶的故乡——意大利维罗纳，进一步

推动西厢文化向世界传播，让海外朋友

感受中国传统爱情文化的魅力，并能到

永济来触摸现实中的‘西厢’。”面对

笔者，雷建德不无憧憬地说。

对西厢文化这一美的向往、美的追

求、美的创作、美的传播，并始终贯穿

和影响其一生的雷建德而言，西厢文化

并不是短暂的烛光，而是一支辉煌的火

炬，他不仅现在举着它，而且要在传给

后人之前，让它尽可能燃烧得更明亮些。

（本报记者 杨万福  通讯员 张辉 

王开芳 李青英）

雷建德在新西兰奥克兰国家图书馆考证并赠送《白话西厢记》系列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