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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枚琼

算起来我与书画家黄元已有十多
年的交往了， 我形容那是种不新不旧
的意义上的往来， 即或多时难得见上
一面， 但彼此之间却不会因此而产生
生疏感。 偶尔见面一聊， 也多是听他
聊聊他的画， 或者他关于艺术的某些
体悟， 又或是他近期在读什么书， 在
琢磨一个艺术上的什么问题。 他本是
个讷于言的人， 我也不是个“话篓
子”， 一杯清茶， 散淡闲情， 觉得这
样挺好。 但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他
的创作。

他的一组作品题为 《彩墨和鸣系
列》， 共十幅作品。 顾名思义， 这一
个系列画的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
界， 每幅都是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
小小的花朵， 一大丛一大丛的， 有的
怒放争艳， 有的孕苞欲绽， 有的火
红， 有的粉嫩， 有的金黄， 有的紫
蓝， 一幅幅都呈现出缤纷之态。 说实
话， 我有些排斥那种大红大紫的花俏
画作， 但当我品读了黄元的这一组画
作， 却分明感觉到自己那种潜意识的
眼光已被画家笔下崭新的表达方式打
破了。

因为我看到画轴向读者们展示出
来的一份自然和美。 在画家仿佛不厌
其烦的、 甚至可说是琐琐碎碎的笔触
里， 描绘出一个让人惊艳却不俗套、
让人新奇却不刺目的花草景象。 他似
乎一点也不曾去刻意谋划画面的布
局， 每一幅画里举目无非皆是一丛丛
向上生发的花草， 由茂密的枝条擎起
一簇簇开得茂盛的花朵。 像一颗颗昂
扬的头颅， 睥睨着世俗的风风雨雨。
不知名字的野花野草， 人们司空见惯
到可以忽略其生存的卑微草木， 被画
家重新赋予了不同一般的意义。 画家
分明在告诉读者， 我们永远不要漠视
身边那些渺小的事物， 它们其实有着
并不平凡的生命力。 我至今还记得作
家赵本夫先生在一个讲座中敬告： 现
实生活中如小草一般的人物何其多
也， 比如在大街小巷里我们会碰上些
乞讨、 擦鞋之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物， 千万不要鄙视人家， 也许在他们
看似卑怯委琐的人生里， 掩藏着一缕
缕人性的熠熠光辉。

我暗揣， 究其实， 黄元不正是拥
有着那样的草木情怀吗？

他素不喜张扬， 淡泊宁静， 既不
会因为一技在身而炫耀， 也不会因为
众口称誉而自满， 更不会因为艺术上
的进步而狂妄， 他只管默默地“种好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读书、 习字、
画画， 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功课。
在急功近利且浮躁风盛的当下， 他不
跟风， 不盲从， 坚守一方纯净的心灵

水域， 在水墨世界里信步、 遨游， 自
得其乐而流连忘返。 他坚持在老年大
学教学多年， 一年的辛苦也许根本就
抵不上几场商业性质笔会的报酬， 但
他不在意不计较， 相反， 他认为从那
些老先生老太太身上学习到了更多宝
贵的人生经验， 使他感受良多受益匪
浅， 他沉下心来钻研博大精深的古典
国学， 与古人对话， 修身养性。

也许有人以为草木情怀是微不足
道的。 而我要说， 无论时代的风云如
何变幻， 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碾压，
我们都不能缺失草木情怀里所蕴含的
那种精神力量。

草木情怀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生命
之光。

王子道

有人曾请教沙孟海先生：“什么艺
术最难?”答曰：“书法。 ”本可以成为风
光艺术摄影师的朱正礼， 却偏偏全身
心地投入到了书法艺术之中。

打开这本小册子《路漫漫·朱正礼
书法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正
礼的书法脉络， 整体给人一种清雅高
逸、风流蕴藉的感觉。 楷学柳骨，颜亦
不废；行以《兰亭序》为主，兼临《拟古
诗帖》；草习王铎、张瑞图诸帖。

朱正礼，1964年出生，双峰县人，
现为中学美术高级教师。 2016年草书
《师说》入第三届湖南省国家公务员书
法展；2016年小楷《书谱选录》入首届
湖南省中青年书法大展。

正礼临池功底深厚， 法古而写己
意。 临写《兰亭序》时，心境若水，意念
如山。 在临帖时，从不做作，也不故弄
玄虚，如原帖中的涂改痕迹，在他的笔
下荡然无存， 这表明临帖是学古人之
法而不是照搬照抄， 是通过临帖而达
到继承和发扬的目的。

风格上， 正礼选择了以二王为宗
作为自己书风的表述，结体欹侧多姿，
大小间隔正侧交替，顾盼映带，有断有
连， 似不经意， 实则处处乃作者的匠
心。张旭谓“担夫争道”，指的是章法行
气要贯中有变，观其《沁园春·长沙》及
《师说》，方知章法之妙全在一争，有疾
有缓，有前有后，有浓有淡，有枯有荣，
错落有致，全篇既通畅自然，如行云流

水，又跌宕起伏，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

诗词歌赋

张梦泽

《中国诗词大会》激活了诗词的记忆。 一
时间“飞花令”也在网上成了热搜词。 人们在
感叹选手涉猎之广的同时，也不由发问，“飞
花令”究竟是什么?
� � �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
来罚酒助兴的酒令。 不过，它比“五魁首、六
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
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
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 最基
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
“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 这
些诗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 行令
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

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 例如：“花
开堪折直须折”， 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
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
是花……以此类推。

当然，登上《中国诗词大会》舞台的“飞
花令”除了“花”之外，诸如“月”“酒”等都曾被
用作关键字； 对诗句要求也没有这样严格，
选手只要背诵含有关键字的诗句， 即可过
关。

以“飞花令”为代表的饮酒行令，历史由
来已久。 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
谓的“当筵歌诗”“即席作歌”。 从射礼转化而
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 由此
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好的酒令不但令人赏心悦目，也能道出
行令人的心境。 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
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
是必不可少的游戏。 陈询说：“轟字三个车，
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 ”朋
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
君更尽一杯酒。 ”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
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人生失
意莫不酸楚， 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
算是苦中作乐吧!
� � � �不过，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
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
文字游戏。 唐代传奇《申屠澄》中记载了一则

关于诗酒令的故事：
布衣秀才申屠澄赴任县尉， 被风雪阻

途，夜投茅屋。 好客的主人烫酒备席，申屠澄
举杯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 这是引用
《诗经》所行的雅令。 话音刚落，主人之女就
笑着说：这样的风雪之夜，你还能到哪里去
呢!说完，少女看了申屠澄一眼，脱口出令：风
雨如晦，鸡鸣不已。 申屠澄听后，惊叹万分。
他知道少女是在用《诗经·郑风·风雨》里的
句子，隐去“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巧妙而含
蓄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 于是，申屠澄便向
少女的父母求婚，两人最终喜结良缘。

“飞花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
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
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

是什么

艺苑掇英

黄元的草木情怀

墨润潇湘

笔墨无言写己意

黄元《草木》系列作品之一

翰墨飘香

诗词书画的合体之美

启功《兰花图》

黄莽

齐白石在金石书画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
他说：“我的诗词要高于书画雕刻”，充分显示了
其国学功底和自信。 还有一位是国学大师启功，
他说自己“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 沈鹏，
这几年不是忙于书法创作，而是闭门研究诗词。
这些大家为何都这样？ 我认为，艺术需要文化来
支撑，到达一定的高度时，更需要文化去延伸，
通过诗词艺术和技巧艺术传达思想、情感，家国
情怀等，再加上品格的修养，才更能体现一位艺
术家的精神财富。

自古以来，书法和诗词最脱离不了关系。 诗
词在书法中能更加畅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或奔
放、或飘逸、或古朴，充分发挥了技巧艺术和文
学艺术之美，这会使得其书法作品被后人崇拜。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书法， 而是通过自身的文学
艺术在技巧艺术上展现出来，两者结合，相得益
彰。

苏轼的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帖》系元丰五年
（1082） 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
首。 诗句沉郁苍凉而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
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
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了“心手相畅”的几近
完美的境界———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
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
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
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
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
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

把这两首诗放在苏轼3000多首诗词中，并
非是上乘之作。 而当作者换用另一种艺术形
式———书法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淋漓多姿、意蕴
丰厚的书法意象酿造出来的悲凉意境，遂使《黄
州寒食诗帖》成为千古名作。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王羲之的《兰亭序》、黄
庭坚的诗书、毛泽东的诗词书法等等。

唐寅诗书画兼善，三者交融，绘画之余，他
题诗入画，诗书画三位一体，构成了布局更为完
美，内容更为丰富的优美画卷，题诗入画后，绘
画的主题得以升华，意蕴得以扩展，其画境尤具
诗意，增强了画之韵味，使观者赏画、品诗、观书
并举，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观赏性；在为画题诗
时， 又将绘画技法溶于诗法之中， 将绘画的色
彩、线条、布局用于题画创作，建构了一幅幅五
彩缤纷的诗中画，他在题画诗中构造画境，并闯
进画面点缀风景，以“有我之境”显“我在”精神，
张扬了他的个性，成就了他独特艺术追求，使观

者赏画、品诗、观书并举，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
观赏性。

还说说我们湖湘的齐白石吧。 他许多画作
都有题诗， 似有通过诗来表达画面中的不足之
意或更淋漓地表达情感。 如《不倒翁》题诗：“能
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 头上齐眉纱帽
黑，虽无肝胆有官阶！ 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
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
如题《紫藤》：“半亩荒园久未耕，只因天日失阴

晴。 旁人犹道山家好，屋角垂香发紫藤。 ”如题
《白菜》：“朱门良肉在吾侧，口中伸手何能得？ 是
谁使我老民良，面皮变作青青色！ ”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诗词的魅力，我
们也看到诗词与书画的结合，相辅相成。 通过
文字增强画面感和画外之音， 通过画用诗词
表达情感， 起到了图文并茂、 声情合一的效
果。 也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与见解，起到了双重
艺术效果。

� � � �齐白石《题紫藤》 � � � �唐寅《落霞孤鹭图》局部

� � � �朱正礼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