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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自信的回响
王彦

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电视优质节目集中诞生，并非一蹴而
就。中华文化的底蕴藏在我们山川大
河的每一个褶皱里，如今，这片土地
上生生不息的文化，被时代激活了。

今年以来，荧屏上忽如一夜春风
来。 央视的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
者》、黑龙江卫视的《见字如面》等一
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
目几乎开播一个走红一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
节目的春天从何而来?北京大学文化
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有如是观
点:“源头肯定是优质的内容。 纵观这
些节目， 从传统诗文到名人书信，无
不是被时光挑选、考验过的精品。 其
次， 贴近时代的视听技巧与传播方
式，其本身也是创作者对于优质内容
成竹在胸的自信彰显。”归根究底，真
正走红、刷屏的，是我们愈发坚定的
文化自信。 亿万观众渐渐意识到，优
秀的传统文化是自己不能离别的精
神家园。

道是歌诗动人，因为它唤醒了人
们血脉中流淌的本土文化基因。96岁
的翻译家许渊冲在上《朗读者》之前，
并非街知巷闻的人物。但在节目播出
次日，他翻译的著作上了图书网站热
搜榜。 通过节目，大家已知晓老人能
把“床前明月光”意译为“月色如水，
乡愁亦如水”；大家更想瞧瞧这位“诗
译英法第一人”还曾把雅驯的汉语翻
译成怎样信达雅的美文。有网友在微
博上写下节目的观后感 :“爱汉字，因
为阴阳平仄，能书写最动情的心事。”

道是诗歌动人，因为它唤醒了人
们血脉里流淌的本土文化基因，而这
恰是文化类节目走红的典型路径。

这些年， 因电子设备介入生活，
提笔忘字、 词穷嘴拙成了多少人的
“现代病”。 因而，当《中国诗词大会》
玩起“飞花令”，许多沉浸在表情包里
的年轻人被带进了另一片广阔天地。
诗词类节目打开的绝不是新天地，而
是激活了固有记忆。

《见字如面》拆过中国最早的战
地家书，揭秘过柳宗元致友人的“贺
信”，在或惠风和畅、或广譬曲谕的尺
书里， 观众发现中华文字的无限精
妙。 这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
识，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一旦
被好节目点亮，便与当下生活息息相
通。

可贵的是，荧屏上的优质电视文
化节目不止于文字类、文学类，中华
传统文化浸润在多种主题中。

中国教育电视台 《国风和畅》与
内蒙古卫视的《开卷有理》中，理论、
格言、名人家训次第展开，诸葛亮“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我以我血
荐轩辕”，这是思想在闪光；北京卫视
《非凡匠心》 展现几代人一脉相承的
工匠精神，这是大善大美的匠人匠心
叩开心扉；湖南卫视的《中华文明之
美》寓教于乐充满童趣，它激发了青
少年对民族美德的热爱；而东方卫视
的 《二十四节气》《人间难得几回闻》
分别将中国农耕文明的精髓落地于
当今的都市生活，让二胡、古琴、笛子
等民族音乐的一篇一章奏响在荧屏。
与其说这些节目各自为谋， 毋宁看
作—————从汉字、诗歌、建筑、音乐，
它们合围成圆，是当代人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深情拥抱。

如此看来， 现在的荧屏文化节
目，只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里撷取几
瓢水就绘成了绚烂篇章。当观众在习
以为常的文化元素里寻找到中国人
最富生命力的精气神，“草木蔓发，春
山可望”， 属于优质文化节目的生机
正盎然。

张曦微

“家住麓山湘水间，绿荫掩舍未遮天。 江声云气
听来去，不信红尘无乐园。 ”

这是胡昌华自题居室的一首诗，“麓山”“湘水”
“绿荫”“江声”“云气”，可见居室的外在环境之美，真
堪养目怡神。 其实，胡昌华之乐更多地来自于他内
心世界对书法艺术的喜爱和孜孜以求。

作为高校专职书法教师，胡昌华在湖南师大文
学院教授书法已近30年了。 他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
法教材和字帖，春风化雨，惠泽了无数学子及书法
爱好者。 在学习书法上，他付出了常人难及的努力。
胡昌华出生在湖南怀化的一个偏远山村，中学班主
任李元松老师字写得好，他就跟着模仿，如此而已。
与书法结缘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因一次放牛的时候
在草丛当中捡到了一页字帖，黑底白字，以前从未
见过，后来知道那是柳体字。 那页字在草丛里闪光，
他被字的美震撼了！ 于是捡回那张字，擦干净泥土，
准备了笔墨就临摹起来。 他竟然在当年就获得了学
校毛笔字比赛第一名。

胡昌华说冥冥之中一页字帖使他与书法结下
了不解之缘。 后来，他在当地名胜芙蓉楼里见到了
很多完整的书法碑刻。 芙蓉楼在怀化黔城镇内，黔
城古称龙标，是当年王昌龄被贬谪的地方，芙蓉楼
是为纪念王昌龄而修建的。 名楼离他家大约有四五
十里路，他多次步行去那里，用纸张和铅笔把碑文
摹拓下来，回家一遍遍悉心临写。

在湖南师大读书以及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较长
一段时间内， 胡昌华常常参加老一辈书家颜家龙、
胡六皆、史穆、邓先成诸先生开展的笔会活动，用心
观察他们的运管挥毫。 长沙清水塘是当时老先生们
开展笔会最多的地方。 如今诸老大多已经谢世，当
年淡泊纯正的笔会之风再难以寻觅了。 胡昌华对颜
家龙执弟子之礼，亲近请益较多。 颜老在湖南书画
院举办书法展览时， 胡昌华是展览筹备组成员之
一。 展览期间，他自带被褥，搬进展厅，晚上一个人
帮颜老看护作品，趁这个机会他细心体会学习颜老
的书法艺术。 他对颜老的书法有深刻领会。 早在
2003年他就撰写了题为《论当代湖湘书法家颜家
龙》的学术文章，发表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后
来《书法导报》全文转载，体现了他对颜书的深刻理
解和见识。

近30年来， 胡昌华广泛临习历代名碑法帖，一
是考虑到教学的需要， 将自己切身的体会讲解出
来，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书法；二是在广泛临习中，
发现最适合自己心性的碑帖， 集中精力重点学习，
最终形成自家面貌。

胡昌华的书风整体而言属于平和中正一路，平
和中见清雅，中正间见婀娜。 这种风格的形成，源于
他的平和雅正的天性。 他于唐楷下过很深的功夫，
尤其对颜真卿、欧阳询用功最勤，并由此上溯魏晋
“二王”书风。 同时这也是依据师范技能中“三笔字”
雅俗共赏标准的需要。 他著作的书法教材和字帖
中，很多范字都是他自己写的，每个字都端庄雅健，
自得风流。 他的很多书广受各大专院校及书法爱好
者欢迎，有的一再出版，如他1996年编写出版的《教
师书写技能》一书，2000年作了修订，今年湖南师大
出版社再次改版重新出书。 20年来该书一直不断发
行，原因很简单，实用，学生学习后见效快。

其实，端庄平和、雅俗共赏是一种高境。 追求的
是根植于大众但又引领大众积极向上的现世情怀。

一个雨过天晴的夜晚，胡昌华在岳王亭的长廊
里吹箫，旁边一女生听得禁不住泪流满面。 她说箫
声让她感触良多，也让她领略到了某种难以名状的
美。 为此胡先生曾赋诗一首以记其事：“雨后潇湘夜
色新，流泉碧涧沁芳心。 凤箫转调低吟处，月下美人
泪满巾。 ”

将书法置于宏阔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上，他大
量阅读儒释道经典著作，深入学习历代书论、画论
和文论。 在传统诗词方面他认真学习前人佳作，创
作了不少诗词对联。 他学习和教授书艺几十年来如
一日，可见其“专”。他心态平和，“我手写我心”，心游
万仞，可见他在艺术上乐此不疲、精益求精的追求。
翰墨世界真可谓他的红尘乐园。

许志群

“爱莲啊、线头不能露在外面，要
这样……” 奶奶在一旁细心地教导
着。 爱莲是何娟的小名，她出生在上
个世纪70年代末。 10岁上下，当村里
同龄人还在尽情玩耍时，何娟却在奶
奶和妈妈教导下，一刀一剪、一针一
线、 有板有眼地跟着学做着口水珈、
凉帽、背带和肚兜兜等物件，梦想着
将来有那么一天，也能和奶奶、妈妈
一样成为的美丽绣娘。

她大学毕业后，走上了南下的路
途，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她仍趁着
闲暇做着自已喜爱的小物件。

一天，她下班回到自己的小出租
屋里，习惯地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
一针一线地绣着那即将要完成的口
水珈。“哇！ 真漂亮。 ”一位雍容华贵
的中年妇人走了过来，对她手头的物
件爱不释手，连声称道：“这么漂亮的
东西，还是小时候见过，看到它，就会
想起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便也坐了
下来， 缠着要做完后送给她作纪念，

何娟也不吝啬，便答应了。 那位太太
拿到何娟送她的口水伽时， 如获至
宝，连声致谢，眼睛里闪着亮光。那一
刻，就像一颗火种，将何娟内心的拼
布绣梦想又一次点燃，心想：不行，我
不能就这么一直打工下去，我要去实
现自己的梦想，我要做绣娘，我要把
拼布绣传承发扬起来。

2008年冬，她怀揣着梦想又回到
了家乡。 她筹借资金3000元，便开始
了拼布绣“梦之旅”。 万事开头难，由
于当时拼布绣几乎是重新投胎，真是
“养在深闺人未识”，做出的产品几乎
卖不出去，而买针、线、布等原材料，
对当时的她来说，都算是一笔巨额开
支。为了学到更多更全面的拼布绣技
艺， 她虚心地向当地民间艺人讨教，
一点一滴地学习、收集、整理。 酷暑
天，山里没有空调，手上的汗总是沁
到布上， 为了不影响画面的美观，她
就不停用冷水洗手， 擦干继续绣，晚
上，舍不得用大功率的灯泡，就在昏
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反复练。在掌握
了传统的拼布技术后，又不断摸索创

新，融入时尚元素，注重装饰效果，逐
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创造
了“回旋针法”等新针法。 2009年秋，
她耗时一个多月精心制作出了自己
第一幅大型拼布作品《待嫁的新娘》。
该作品获得湖南省大学生“挑战杯”
创业设计大赛银奖，极大地鼓舞了在
艰难中创业的她。

2011年，为了保护“大布江”这个
富有特色的地理名字，她便给拼布绣
注册了“大布江”商标。 随后，大布江
拼布绣被列为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 作品《琴韵》和《观音》分别被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和省工艺美术馆
收藏。作品《时机已到》获得文化部第
七届国际文博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
赛铜奖。作品《过大年》荣获五个一工
程一等奖。 2013年，大布江拼布绣成
功申报为省级非遗项目。2014年她被
评为大布江拼布绣省级传承人，并入
选湖南省第十二届妇女代表。 2015
年，“大布江拼布绣” 荣获首批湖南
“最美珍稀老手艺”称号，还被评为湖
南省十大最具发展潜力的民间传统
技艺之一，入选湖南省文化厅对外文
化交流项目。 2016年何娟被评为“湖
南省最美基层文化人”称号。 2015年
10月和2016年4月，她代表湖南带着
自己的拼布绣作品，走出大山，赴澳
大利亚和法国参加国际民间文化交
流和巴黎国际博览会。

近几年，大布江拼布绣作品越来
越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当地党委政府
支持下，她建立了3个固定传习所，设
立了4个固定展厅。2015年初，在永兴
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她又开展了“非
遗传承进校园”活动，一改往日一对
一带徒学艺的方法，在学校中开设了
大布江拼布绣课，并逐步向全县各中
小学校推广。2015年3月，又与永兴县
特殊学校签约，在该校建立了“爱心
传承基地”， 免费为聋哑儿童传授拼
布技艺，她希望，把特殊教育学校作
为孵化点，让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传统
手艺的过程中，也能把拼布绣作为一
项谋生技能，代代相传，让拼布绣这
项传统艺术，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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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坤习惯地坐在画室的落地窗
前，已经熏得焦黄的手指夹着香烟，注
目画桌上满铺的一整张宣纸，思考良
久。 这是他创作激情在奔涌———就如
他当初创作鸿篇巨制《长江溯源》一
样，倾情投入，全然忘我。 夫人郑小娟
老师悄悄告诉我：此时此刻，你们千万
不要讲话，这种静谧是先生的最佳状
态，灵感往往就在此刻喷薄欲出。

当姜坤用饱蘸水墨的画笔在宣
纸上画下第一笔时， 我们屏气凝神，
静静地观看先生落笔，猜想着他的笔
下风情。 在我们的惊叹声中，先生大
笔磅礴，一气呵成，只有一个上午，水
墨淋漓的吊脚楼几乎把画纸铺满一
丈六尺宣纸！ 这让我目瞪口呆!
� � � � 画完后， 郑小娟要大家都来观
看， 她对先生的作品极为欣赏爱惜，
称“有神来之笔”。 等水墨稍干之后，
我们几个人架着梯子将画挂在墙上
细细品读，感觉到画境与桌上见到的
全然不同。 只见缥缈不定的云水间，
白墙灰瓦的南方民居浸润在春绿之
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湖湘已在春色
中，一种全新
的笔墨语言，

表现出画家惜春的情怀。 再细读画
面，在水墨之间，树影婆娑，似有芳草
美女点缀其间， 其境若潇湘之野，沅
澧之滨，令人捉摸不定，遐想无边无
际。

问姜坤所画何处，他答曰：“此画
乃云梦泽国，梦里潇湘。 ”又问此画要
画多久才能算完成？ 他想了想， 说：
“大胆落笔，小心收拾，梦境是艺术的
梦境， 若把梦境画到太现实的景象
中，那就是败笔。 ”

再次来看画，一座座月型拱桥也
悄悄地搭好了，我数了数桥墩，为自
己在寻找那份童趣开怀不已。画幅太
大，他每画完一个场景，便将画挂在
墙上， 这时也是他最放松的时刻，他
躺坐在可以升降的椅子上， 四肢摊
开，唯双目炯炯有神，像盯着刚出生
的婴儿，细细地看，品读，酝酿，然后
提笔继续。

一幢幢的吊脚楼画好，旁边的树
在先生的笔下生长，一棵、两棵，终于
连成一片，也有从吊脚楼那边偷偷伸
过枝条来的，画到细节处，他会轻轻
对我们说：“现在不能和你们说话，这
里要细心。 ”于是，我们便

会看到， 他在已画的
水墨形态韵律节
奏中， 添加了不

同形态的生命之树，树的枝蔓相互呼
应，在春风中摇曳摆动，使画面生机
盎然；桥上款款走来几个挑着春色的
女子，她们似快乐的山雀，把春天闹
醒；远处，还有一座简易的木桩桥，应
该是木桩桥罢？ 几头健壮的水牛，勤
劳的农夫牵着是去春耕么？一年之计
在于春，农夫微驼的背脊扛起一家的
希望； 走在他身后的小伙精神抖擞，
向春天打着唿哨，是在向春姑娘问好
么？ 远处的湖面一叶小舟划来，挥桨
的女子在唱渔歌么？少女的两筐山果
一定能换来一身美丽的花衣裳，也许
是去城里会相思已久的情郎？少妇背
上襁褓中的娃娃便是她的未来，她今
生的希望； 吊脚楼里倚着春闲的女
子，远处的空灵引起她无边无际的遐
想……

姜坤笔下，生命鲜活，气象万千，
春天的表情如此清新。我曾经问过他
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画
画。 ”他说。

那一日，这幅作品终于完成。 我
们欣喜地看着姜坤在作品的左上角
写下遒劲潇洒的题款：梦里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