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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75万字，工整蝇头小楷，耗时10年，石
门县壶瓶山镇85岁的覃正岳一笔一画抄完
整本《三国演义》后阖然离世。8月21日，《翰
墨留香———抗战老兵覃正岳楷书 〈三国演
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最
具特色、令人动容的《三国》版本。新书首发
式上，众多文化、新闻出版界人士齐聚长沙
一起讨论该书价值。

覃正岳19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入伍，官
至中校后起义投诚， 回家务农又被打成历史
反革命，到年近60岁才得以平反昭雪，失妻无
后。 这样一位历经坎坷、 备受命运嘲弄的老
人，75岁高龄时萌生抄写完整本 《三国演义》
想法，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陪伴老人的
是纸、笔、墨和那本厚厚的《三国演义》。

爱写字，村民公认的“文化人”，心若止
水， 当年， 覃正岳面对众人的质疑平静而
答，“这种抄抄写写的活我已经适应了。 如
同愚公移山， 抄这部书多抄一字就会少一
个字，总有抄完的一天。 ”

这位古稀老人，生前平淡无奇，死后留
下四大卷手抄本《三国演义》，给活着的人

们带来心灵的冲击和精神的震撼。 翻阅手
抄本《三国演义》，严谨工整的小楷赏心悦
目，有力度，有章法，一撇一捺丝毫不见马
虎。 写字难，写小字更难，写75万蝇头小楷
难上加难。看着从头到尾都很工整的字体，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何满宗表示，能
够一丝不苟地将75万文字用蝇头小楷写
完，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充分考
验着作者的功力、毅力和心力，缺一不可。
覃正岳老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书
写，以其执着的精神将一种艺术延续下来，
在当今着实不易。

老同志文选德则认为， 这本书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两点：对出版界而言，《三国》多
了一个手抄版，来之不易，“唯一性”决定了
它的价值；对现代人而言，作者平和宁静的
心境是世人所向往和羡慕的， 这种坚韧不
拔、锲而不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值得世人推崇和学习。

无声的手抄本《三国演义》，有声的心
灵撞击，翻阅此书时，我眼前浮现了覃老伏
案专注书写的背影， 耳边也响起了老人生
前说过的一句话，“事在人为。 ”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21日上
午，“翰墨湘韵———湖南芙蓉画院画家6人
作品联展”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展。本次展
览由湖湘文化交流协会主办、 湖南芙蓉画
院承办，旨在促进湘、鲁、黑三地国画艺术
家间的学术交流。

据悉， 此次参展的画家包括湖南画家

刘铁臂、夏悦、王子国，山东画家张荣华、张
全胜，以及黑龙江画家张苦僧等6人。 共展
出书画作品近180幅，涵盖了人物、山水、花
鸟3大画种，题材丰富、形式各样，体现了不
同地域的人文特色和文化底蕴。3地各具特
色的绘画艺术同台展示， 也为爱好国画的
市民提供了鉴赏和学习的机会。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是中
国传统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来
自长沙40多个精品社区的300名单身青年
相约长沙望城千龙湖度假村， 参加由湖南
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 “2012芒果Radio·祥
和中国节（第三季）七夕活动———约会我们
吧”大型男女相亲活动。

在活动方策划的现场互动游戏中，“谁
牵了我的手”、“ 我在银河那边等你”、“眉目
传情·心有灵犀” 等互动游戏让参与的青年

们乐在其中，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在
晚间进行的椰岛七夕浪漫舞会上，帅气小伙
化身优雅绅士， 可爱姑娘们变为高贵公主。
一曲曲动人的乐曲中，心与心的距离慢慢靠
拢， 这也是七夕节晚上长沙市参加人数最
多，规模最大的七夕舞会。 通过舞会上的勇
敢表白，不少年轻人幸福牵手，在现场放飞
写有“爱的宣言”的孔明灯，配对成功的情侣
们也获得了中国望城第四届农业休闲与乡
村旅游节惠民优惠券。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陈薇）由上海木
偶剧团创作的大型魔幻人偶剧《阿里巴巴与
四十大盗》 将于9月8日来湖南大剧院演出。
这部作品曾于2009年荣获首届上海国际木
偶艺术节最佳剧目奖，选材于世界经典童话
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当中的《阿里巴巴与四
十大盗》故事，主人公阿里巴巴聪明、机警、
正义、幽默诙谐的形象风靡了全球。

据介绍，整台剧目情节跌宕，悬念迭起，
观众的情绪也被融入到了剧情和人物的命

运之中， 小朋友们既为阿里巴巴的机智庆
幸，为阿里巴巴的勇敢鼓掌，也为阿里巴巴
的胜利欢呼。 剧情最后，阿里巴巴还将带领
全场观众喊出开启勇敢 、 善良之门的呼
唤———“芝麻开门”， 把全场的气氛推到高
潮。 该剧演绎手法多样化，除了人偶之间自
然的切换外，还把黑影戏、歌舞、小魔术等艺
术手法运用到剧中， 使整台剧目色彩斑斓、
形式多样，充满童趣，梦幻和现实融合在一
起，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和想象空间。

本报记者 李国斌

节目：砸赝品“砸”出风波
2006年， 由演员王刚主持的

电视鉴宝节目 《天下收藏》 开始
走红。 和其他同类节目关注藏品
价值高低不同， 《天下收藏》 因
更专注辨别藏品真假并且设有
“砸宝 ” 环节而显得与众不同 。
不过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
《“假” 如这样———真 “假” 藏品
对比展》 却把该节目推上风口浪
尖。

今年5月 ， 首都博物馆展出
名为 《“假” 如这样———真 “假”
藏品对比展》 的展览， 展品全部
为瓷器， 由首都博物馆提供40余
件瓷器真品， 与北京电视台 《天
下收藏》 栏目组从被砸掉的300多
件 “赝品” 瓷器中选出的30余件
藏品， 放置一处对比展出， 给广
大收藏爱好者提供比对真品与赝
品的机会。

3个月来，这个集知识性与观
赏性于一体的展览吸引了不少人
学习取经。 然而近日，收藏家姚政
宣称，反复观看展览后认为，该栏
目“砸掉的‘赝品’不少是真品，并
且不乏珍品”。 鉴定专家宁玉新甚
至表示：“‘赝品’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真品，而且三成是珍品。 ”经
媒体报道后，引起各方关注。

就在各方说法争执不下时 ，
8月21日下午，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官方微博 “北京发布” 作出
回应， 称经北京文物局派出的专
家鉴定， 王刚所砸的所有文物都
是赝品。

争鸣：赝品也分三六九等
尽 管 如 此 ， 关 于 王 刚 砸

“宝 ” 的争论 ， 仍在继续 。 《天
下收藏》 栏目组解释说， 王刚之
所以现场 “砸宝 ”， 是为了告诉
别人， 仿品背后是一个骗人的行
为， 希望通过 “砸” 起到警示作
用。

长沙市收藏协会会长彭军表
示， 砸赝品本身无可厚非， 是你
情我愿的事情， 如果是花大价钱
买的， 赝品所有者也不太可能在
鉴定后一砸了之。 在他看来， 产
生真假之争， 说明古玩鉴定行业
太乱了 ， 很多人都自诩为专家 ，

他们说被砸的是真品， 其实也没
有进行严格鉴定， 有可能只是借
此炒作出名而已。

而反对者认为， 古玩本身没
有真伪之分， 所谓真， 无非年代
久远 ； 所谓伪 ， 不过是年代太
浅。 “砸宝” 看似体现保护文物
毅然决然的举动， 其实是对文化
和艺术的一种鲁莽态度。 也有观
点表示 ， 无论珍品还是仿制品 ，
都经历了一个制作过程， 既要尊
重古代工匠的技艺， 也要珍惜现
代工匠的心血。

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专家李
智勇告诉记者， 他几年前看过一
期 《天下收藏 》， 之后再也不看
那个节目， 原因在于那期节目在
鉴定一件民国画作时 ， 不论新
旧， 只论真假， 很不严肃。 他表
示， 从古至今， 学书画都从临摹
开始， 一些临摹的作品也具有一
定的艺术价值， 如湖南省博物馆
藏有唐代一位书法家临摹王羲之
《兰亭序 》 的作品 ， 现在是国家

一级文物。
李智勇说， 湖南仿古字画仿

得比较多的是齐白石的作品，“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 看一千件齐白
石的作品，难得看见一件真品，现
在是看一万件， 也很难看到一件
真的，难道都撕毁烧掉？ ”他认为，
赝品也分三六九等， 告诉收藏者
辨别预防就可以，没必要毁掉。

观点：真假之争
实是利益之争

近些年来， 中国掀起全民收
藏热。 收藏热的背后，是赝品的泛
滥成灾。 关于民间收藏乱象的文
章屡屡见诸报端，家具拼装、瓷器
作旧、 书画造假……制假售假拍
假成了流水线。 今年3月，有媒体
经过调查后公布了我国文物造假
地图，一时舆论哗然。

赝品到底有多少？ 记者走访
了湖南古玩城和长沙天心阁古玩
市场的几位古玩经营者， 他们告
诉记者，古玩市场的赝品、仿制品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估计至少
超过一半的是赝品和仿制品。

文物鉴定专家、 老文博工作
者杜鼎华谈起假冒古代陶瓷时表
示，他从2005年起就在长沙市博物
馆负责文物征集工作， 在鉴定征
集文物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假
冒陶瓷。 这些假冒瓷器大多来自
江西景德镇， 当地元明清瓷器高
仿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关于王刚砸 “宝” 的真假之
争，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其
实是民间收藏是否有 “宝” 的争
论，归根到底是利益之争。 他说，
民间藏家们始终认为民间散落大
量文物珍品， 而大部分专家学者
则认为流落在民间的文物珍品比
较罕见，民间藏宝以“赝品”居多，
两者观点截然相反。 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例子是关于民间是否有元
青花的说法， 相较学术界公认的
全世界存世量约三四百件， 民间
有意见认为有两三千、 甚至两三
万件。 差别之大令人咋舌。

■文化视点

古玩赝品，该不该砸
近日，北京电视台的收藏类电视节目《天下收藏》，因砸赝品

而“砸”出风波，引起一场争论———

古稀老人手抄《三国》心寻“静”

湘鲁黑6画家作品在长沙展出

七夕，约会在“芒果Radio”

上海木偶剧团下月来长演出
■文化大观园

漫画\吴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