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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寒儒，两袖清风，痴心荆河，为的传
承。 ”这是临澧县政协原副主席兼文联副主席、
国家级荆河戏传承人肖耀庭的真实写照。

2016年3月，在临澧县丁玲大剧院内，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传承人肖耀庭的抢
救性记录拍摄工作现场开拍。《孟良一家》《丁
兰刻木》两场荆河戏被完整拍摄。 81岁的肖耀
庭身高清瘦，虽年过古稀，但头发青青，青丝中
夹杂几根白发，说话声音宏亮，耳不聋，只是眼
睛高度近视，戴着1200度近视眼镜。

交谈中老人打开话匣子。 他说：“也许是命
运之神开了一个玩笶。 一场疾病———门静脉高
压脾切除发现肝硬化，将我从呼和浩特师专的
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失业青年， 回原籍临
澧。 在一次业余会演中表露了一点音乐才能，
得到县文教部门的关注，把我安排到县荆河剧
团乐队，得以与荆河戏乐宗师黄绩三老先生结
为师徒，从此与荆河戏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
就是几十年。 ”1983年落实政策恢复“干籍”，肖
耀庭担任县文联副主席、 县政协副主席职务，
他仍然在剧团当编剧，负责挖掘继承荆河戏剧
种及乐谱的整理创新工作。

“文革”期间，肖耀庭被批斗，到农科所劳
动改造……所有的资料抄家时被付之一炬。
“文革”后，他痴心不改，又抄录了劫余幸存的
部分唱腔，带领几个老艺人先后去石门、津市、
澧县、临澧四地组织流散艺人录音，录制了90
多个小时的资料，和易凤林、潘思林、刘世耀、
刘昌明等分头记谱整理，由肖耀庭主编了荆河
戏音乐《湖南戏曲音乐集成·常德卷》。2003年6
月，他们又开始编辑《荆河戏音乐集粹》，收集
了传统荆河戏南北路唱腔105段， 杂腔小调21
支，高腔一折，昆曲七堂。《古韵新唱》收集了戏
改以来新编唱腔14段，武场、弦乐、堂吹、词曲
牌407支，开创了荆河戏曲传承之先河。

谈到临澧荆河戏时， 肖老说：“60多年来，

我创作新编了《孟良一家》《双合印》《程咬金招
亲》《丁兰刻木》等30余部荆河戏，得了大奖，有
9部拍了电视剧，但我仍不满意。 退休后，我继
续创作，所用经费都是从微薄的退休工资里挤
出来的。 ”近几年来，肖老改编传统戏历史剧目
19部，大多是褒忠贬奸、惩恶扬善、弘孝批逆、
扶正驱邪的内容，受到城乡人民的喜爱。 随着
“政府买单，群众看戏”政策的推行，荆河戏更
加深入人心，传播了历史戏剧文化，活跃了城
乡文化市场。

剧团由于人少，收入低，加上大部分老艺
人年近古稀，缺人缺钱成了老大难问题。 肖耀
庭说，老艺人们多次向县委、县政府反映，要求
在有生之年组建科班，培养后备军，真正让荆
河戏得到传承，发扬光大。 如今这位年过古稀
的荆河老儒仍然为振兴荆河戏东奔西走，创作
耕耘不止。 他说：“把我放在荆河戏抢救第一人
的位置，责任重大。 ”退休后，肖耀庭省吃俭用，
坚持继续整理荆河戏资料，四处奔走，为振兴
荆河戏摇旗呐喊。

荆河戏是地方大戏， 其唱腔高亢粗犷，乐
曲柔情似水，剧情褒忠贬奸，惩恶扬善，注重教
化，深受观众爱戴。 肖耀庭虽然没有豪言壮语
的表白、惊天动地的创举，只是用自己点点滴
滴的真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图名不图
利，为振兴荆河戏剧种、荆河戏乐谱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实现他的无悔人生。

� � � � 肖耀庭简介：1935年出生于临澧县城
关镇杨家桥，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1年发表大型古装剧 《程咬金招亲》，先
后主编 《湖南戏曲音乐集成·常德卷》《荆河
戏音乐集粹》及为《中国音乐词典》荆河戏条
目撰稿，出版有《娲篆集》（获第七届丁玲文
学奖）《纪念丁玲百年文艺文献选编 今日武
将军》《荆河戏音乐研究》， 被文化部定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代表性传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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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爵

我的琴房里，挂着黄定初先生的一幅画。 他
70岁生日那天，召集众弟子近20余人聚会，请我
奏琴曲二首，我弹了《流水》和《平沙落雁》，尔后
他请大家谈感想， 再依此讲到音乐和绘画的关
系，讲到诗文，谈到读书，貌似与绘画没有直接
关系的艺术和文学，乃至真正的山河大川，其实
恰恰是参悟艺术的重要部分。

现在想来，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他大约
是想以极抽象之古琴音， 启发众弟子的艺术想
象和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弦外之音，

这幅画是说我弹琴辛苦了，奖励给我的。 上
面用肆意纵横的笔意题跋：“高山流水抚琴音。
刘觉一玩，定初戏笔于长沙。 ”每次抚琴后猛然
抬头，看到画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琴者，
就想到魏晋风度，就想到嵇康、阮籍、陶渊明。 我
想，他心中的琴，心中的境界，大约就有魏晋精
神的逍遥、狷狂、率真的性情和大自在罢。

认识他是2006年，一个乐友引荐的。当时只
说他是一位境界极高的山水画家，淡泊名利，大
隐于世，可以一同拜访。 进他家门，拈香、观画、
喝茶。 他听说我弹琴并喜爱他的画，非常高兴，
当场作一扇面相赠。 不大的画面上山林氤氲，一
高士头戴方巾，双手背后，听坐于石上的琴者鼓
琴，神情跃然，呼之欲出。 先生说，“古琴之中，更
可以有天地山水之大气象 ，无边无际 ，无处
不在……”

他的画，整幅画面上的山、水、云、月、树木、
人物、江河与船，都仿佛是动的、活的，满纸烟云
似乎扑面而来，呼之欲出；他之画，许多人说不
易懂，有很多画，似乎画得很密；近看似乎有些
看不出究竟，往往是大大小小，枯湿浓淡的长短
线条，笔墨交织，似象非象；可是远观却发现一
切具足，想什么是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该有什
么就有什么；曾亲历大山水中的所有感觉，画上
都有，栩栩如生，不得不说神奇。 先生双峰人，于
家乡感情尤深，曾有一批画均是画家乡山水；其
画以湖南山水居多，南岳七十二峰、洞庭秋月、
武陵源、张家界、湘西等等多有所涉，山灵毓秀。
许是受了虹叟的影响，他画中题跋也是一绝，非
常耐品，有画之缘起，画之感悟，对中国山水画
的感悟等，信笔拈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字如
其画，煞是好看，更与山水、人物画面相得益彰，
大有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之感！

他曾说：“中国画， 既不是写生， 也不是临

摹，更不是临古，最高的境界，一定要写心，要画
自己内心中山水，心中的境界和感觉。 ”我想，这
恐怕就是他自己的斋号取为“写心斋” 的原因
吧。 他经常鼓励弟子在画画的过程中多观察，强
调要悟，要大胆，要敢于“破”，敢于把内心情感
表达出来。 强调一定要坚持，不要怕走弯路，一
定要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急功近利，慢慢画，坚
持画，要求我们多看、多读、多思考、多动笔，从
实际的山水中、 前人的画中寻找灵感， 从诗词
中、音乐中追寻境界，画真心和真性情。 这样画
才能不俗。

他说：“你是弹古琴的， 要在琴中加入山水
之大气象；先写书法，从黄庭坚入手；未来，在你
的古琴中，要有黄庭坚书法中那种千军万马，大
开大合、纵横恣意的开张，要有万水千山、独与
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于是，从读黄山谷开始，
我开始了书画旅途。 后来我着力于弘一体，师父
有一次说，“书法，绘画，要从自己的真心、内心
入手，写弘一，你写得不错，但那还不是真正的
你；一定要放开自己的心怀，写你内心真正想写
的书法，那时的字才可能是你的本来，是你自己
的真面貌！ ”一次，先生大病初愈，我去看师父，
特意书写了“仁者寿”，先生见字大喜，“好！ 有变
化，写开了，就这样写，不要有约束，写你自己的
感觉！ ”

又一次，我说：“师父，我准备画画了，怎么
入手？ ”他大笑：“你啊，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后
来他又说，“你以弹琴为主，书画上，完全可以根
据你参禅的感觉和审美情趣，画一些小的、禅意
的作品，以体现一种空灵、禅意的境界；对你的
琴，是很好的补充。 ”

我终于还是没能有勇气拿出一幅画向他请
教。 每次他给弟子改画，总是非常认真地将画挂
在墙上，端观良久，有时候，搬一张凳子坐下，面
画而观，时而用手放在自己的眼镜中间，似乎将
画做一个重新分隔组合， 时而用手指不断地左
右比划，然后取下来，非常认真地在学生的习作
上修改，时常对笔墨、结构、留白、浓淡、气息、线
条等作不同的说明。 神奇的是， 经他修改过的
画，整个画面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山似乎更高远
巍峨， 水似乎更流动绵延， 云似乎不断地在漂
浮，仿佛就在眼前……

秦少游曾在湖南写下千古名篇《踏莎行·郴
州旅舍》，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
去”之句，似乎正是对恩师黄定初一生高度艺术
成就和英年早逝的感叹和惋惜。

迟美桦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黑暗 ， 因为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光明 。 常常听别人
说起， 月亮是多么多么的美。 妈妈说，
月亮圆圆的 ， 发出银白色的光 ， 旁边
飘着如丝带一样的云彩 ， 照在院子里
的茉莉花上 ， 特别漂亮 。 妈妈还告诉
我 ， 水里也有一个月亮 ， 和天上的月

亮一模一样……我闻着茉莉花香， 根据妈妈
的叙述在心里拼凑着月亮的样子。

———摘自《慧玲音乐日记》

舞台上的慧玲一袭白色长裙， 长发披
肩， 看上去美丽而快乐。 她十指灵巧地在黑
白琴键上飞舞， 舞台灯光如皎洁的月色， 琴
声行云流水般穿透月色， 飘荡在座无虚席音
乐大厅。 慧玲用钢琴演绎着她的心中月亮：
《彩云追月》 《平湖秋月》 《儿时的月亮》
《水中月》 ……

2017年6月16日晚， 长沙音乐厅。 学了
十多年钢琴的慧玲在这里举行她人生里的第

一场独奏音乐会———“潇湘有琴———慧玲音乐日
记”。

当晚演出的14首曲子中， 有体现钢琴弹奏
水平的贝多芬和肖邦名曲， 但更多的还是为这

位“特别的孩子” 量身打造的乐曲———以月亮为主
题的原创曲子。 更有慧玲天籁般的歌声穿插在琴声
里， 她用琴声和歌声托出了一轮明月： “虽然没有
见过你， 但在歌里听过你， 都说你如诗如梦， 我可
以想象你有多美。 月亮啊月亮， 你究竟有多美……”

邓慧玲， 一个先天失明的女孩。 从出生起， 从
来没有见过这多彩的世界。 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她

在大街上听到了一串如流水般悦耳的声音， 被吸引了，
拉着妈妈循声跑去， 原来是一家玩具店里的玩具钢琴发
出的， 抚摸着玩具琴上的键盘， 轻轻一按， 立刻发出美
妙的声音。 母亲将它买下送给了慧玲， 从此慧玲便和音
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开始追逐她的音乐梦。

七岁那年， 母亲带她从家乡衡阳来到长沙。 慧玲一
边在长沙市盲聋哑学校就读，
一边投到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
导师匡勇胜教授门下学习钢琴。
慧玲学钢琴远
比我们想象的
难得多。 她看
不见谱子， 看

不见键盘， 她的手在钢琴上一个键一个键摸索着， 就像
一个还站不稳的孩子， 摔跤、 碰壁随时存在。 她掉在琴
键上的汗水和泪水一样多。 在匡老师和妈妈的扶持下，
慧玲咬牙坚持着， 一转眼已有十年。 教会一个盲人孩子
弹钢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慧玲妈妈和匡教授倾注的
不只是加倍的心血， 更有沉甸甸的爱。 不能视谱， 慧玲
的妈妈从头学起，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把五线
谱翻译成慧玲能理解的语言， 一个音一个音地学完了很
多的乐曲； 看不见琴键， 匡勇胜教授就让慧玲把手指放
在自己的手上， 弹给她听， 让她感受音乐的律动， 她对
音乐很敏感， 能很快就体验到音乐的内涵， 展示出音乐
的意境。 慧玲硬是把88个琴键生生地印在脑海里， 从开
始的一个键一个键地摸索， 到能灵巧自如地在琴键上飞
舞手指。

学校每年一度的“艺术之星” 评选， 慧玲都榜上有
名； 学校每年一度的学生“艺术节”， 慧玲都是积极分
子； 慧玲参加了学校“翼之梦” 艺术团， 梦插上翅膀飞
上更高的蓝天。 2009珠江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慧玲
获湖南省一等奖， 2008和2010年连续参加全国“星海
杯” 少儿钢琴大赛分别获得湖南赛区二等奖和特等奖，
2009年参加长沙市“三独” 比赛 （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
的针对长沙市中小学生独唱、 独舞、 独奏的权威比赛）
获一等奖……2011年， 她应邀参加湖南卫视“百姓春
晚” 节目， 弹奏 《彩云追月》， 更多的观众通过荧屏认
识了盲人女孩慧玲。 慧玲的音乐梦想在悄然绽放。

“潇湘有琴” 音乐会的后半部分， 匡勇胜教授和慧
玲同台演奏 《莫斯科之夜》， 这是匡教授独创的旋律。
听着他们倾情演奏， 令人心生美丽的忧伤， 仿佛听到他
们师生间这样的问答： “美丽的姑娘， 你可见到这一地
的月光？” “是的老师， 月光如水。” “快乐的姑娘， 你
可见到这一地的紫丁香花？” “是的老师， 丁香花就像
结着愁怨的姑娘。” ……

梦想着， 有一天能和匡老师一起上台表演， 那该多
好啊。 跟着老师学琴十年， 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个盼望
已久的幸福时刻来到了！ 而双鬓染霜的匡教授为了慧玲
这场音乐会， 准备了几年。 从选曲、 作品创作、 改编，
围绕中西文化交融， 以钢琴这一西方乐器承载中国传统
音乐文化， 以一个盲人女孩的单纯心灵向世界展示中国
传统文化之美。 接下来省内乃至全国的巡回义演， 是慧
玲的心愿。 仅6月就安排了6月28日在星城监狱、 29日

在长沙市工读学校义演。 她希望以她的音乐感恩
并回报社会， 这是她最大的梦想。

艺苑掇英

黄定初作品

艺苑风景

听月亮的女孩

师生同台演出

林常君

鸡在我国民俗中一直有着独特
含义、特殊位置，作为吉祥象征元素
极具家庭伦理与五德精神， 被画家
们所钟爱。 国画家聂运省也不例外，
他也爱画鸡。 画家写“意”是写他心
中的“意”，表达着关于宇宙、人生、
自然的精神境界， 这是一个人的秉
性， 正如他自己所言，“画鸡如画自
己”。

仔细品读他的作品， 大都渗透
着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意境，别
有一番味道。 这种味道是智慧文化、
人生历程， 将传统水墨文化借助生
活中的物象作忘形写心式的表达，
传递着一种艺术人生见解。 虽然历
来画鸡的画家中画得好的很多，但
我觉得聂运省的鸡有他自己独特的
味道，有“生活”，有“哲理”。 品读他
的绘画作品如同阅读悦目赏心的生
活散文。 生活是源、是根，画家观察、
体悟的水准决定艺术作品境界的高
低。聂运省师古并不泥古，他知道艺
术不能闭门造车， 离开生活就没有
了激情，画也会慢慢变得单调乏味，
也就没了情感与价值。 他经常深入
农村去观察鸡的习性， 捕捉鸡的神
态， 造型能力与水墨功夫都有了提
升，特别是对鸡的眼、爪、嘴、羽四处

表达得很是传神。 由于他细致入微
的观察和体验，总能在鸡的飞逐、嬉
戏、争斗、欢唱、重鸣等活动中捕捉
它们的动态与神韵，并赋予感情，于
是便有了亲情系列《言传身教》《母
爱》《严父慈母》《相伴》《繁衍生息》
《育子图》，和瑶山情系列《石径无灯
凭月照》《沐晨光兰溪为伴》《江村
图》《勾蓝古城门》……画面素朴，布
置紧凑，构图大胆而巧妙，细处
含蓄创新，浓浓的生活气息使你
仿佛身临其境，画中的景物呼之
欲出，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鸡
元素”展现出来。

他那生动的“一鸡一世
界”画面，不但给人悦目赏
心的审美趣味，而且能激活
观众很多内心涟漪与共
鸣。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
生活面前 ， 朴实无华 、独
具匠心的聂运省用笔
流畅简练 、水墨深纯 、
变化多端地描绘着他
内心独自的心象。 他把
自己的心灵体验、
机缘顿悟注入到
画面的细节中，塑
造出的多是“平民
英雄 ”鸡 ，一个个
接地气的“吉鸡”。

一鸡一世界
画坛拾趣

聂运省作品

为谁流下潇湘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