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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瑶山———湖南省隆回县西北
部的虎形山瑶族乡流传着一种呜哇山歌，
以其激昂高亢的天籁之音深深地震撼着
人们的心灵。 这是高高瑶山上独有的音
乐， 反映了神秘花瑶人独特的审美观念、
思想情感和民族心理。

花瑶呜哇山歌源远流长， 千百年来，
花瑶人独自居住在封闭的大山里， 过着
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 原始古朴的
自然风光给了花瑶人无限的激情和灵感。
呜哇山歌是花瑶人灵感的呐喊， 激情的
呼唤。 它产生于花瑶劳动人民中间， 人
们在山上砍柴、 狩猎、 伐木、 采草药、 挑
担及田间劳动时， 都会唱上几句。 或为
寻觅同伴以驱赶野兽强盗； 或为消除疲
劳对歌打趣， 或诉幽怨， 或泄愤懑； 或
表达男女爱慕之情。 内心的激情用山歌
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形成了腔调高亢
的呜哇山歌。

花瑶呜哇山歌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可分为历史故事、 风俗劝勉、 生产劳动
和男女爱情四大类， 情歌是其中最光彩
夺目的部分。 其演唱形式多样， 有独唱、
对唱、 多声部合唱， 多为成年男子演唱，
且以大锣大鼓伴奏， 曲调节奏自由， 声
音高亢嘹亮， 有较长的甩腔， 并用“呜
哇呜哇” 做衬词， 听起来给人以穿云裂
雾的感觉。

隆回虎形山草原村的初夏比别处更
迟一些。 5月初， 这里还延续着加长版的
春天， 映山红开得满山都是， 微喇叭状
的锦带花遍布每条小道。 除了偶尔有几
声摩托车鸣笛， 这个村庄鲜少被杂音打
扰。 正是玉米施肥时节， 83岁的陈世达
刚从玉米地出来， 他一边扛着锄头， 一
肩挎着装锣鼓的布包， 快到家门口时，
突然亮了一嗓子： “我打起来， 唱起来，
唱得青山翠鸟飞起来。 呜哇……唱得青
山树木颠倒长， 唱得河里石头浮起来，
少年乖， 唱得妹的脔心把根乖起来。 呜
哇……” 本是年轻人热恋的呜哇山歌，
在他演绎之下变得高亢激昂， 声音穿透
周围的小山， 在村庄里回荡。 听到他歌
声的村民像得到收工信号般， 不约而同
放下手中农活回家去。 “晌午了， 回家
吃饭。”

陈世达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呜哇山
歌歌手， 目前是省级传承人。 随后来的
是他妹夫戴思碧， 如今是国家级传承人，

还有他五弟陈世凡， 现为县级非遗传承
人。 而市级传承人是陈世达的小儿子，
他为了生计外出做事， 那天没有回来。
有趣的是， 这里会唱呜哇山歌的人都是
一家一家的人。 “不奇怪， 一家人耳濡目
染， 自然学会。” 见我们有些惊讶， 陈世
达用夹带方言的普通话解释。

据 《开梅山歌》 记载： “穿堂之鼓堂
壁悬， 两头击鼓歌声传。” 这是花瑶山歌
配锣鼓的特殊演唱形式， 流传至今。 清
末学者黄遵宪在 《山歌题记》 中曾写道：
“冈头溪尾， 肩挑一担， 竞日往复， 歌声
不歇。” 呜哇山歌最初是劳动号子， 在花
瑶聚居地集体劳作时， 为了加油鼓劲，
男性打锣鼓唱歌。 “在我们这里， 唱呜哇
山歌干活， 一天可以干两天的活。” 69岁
的戴思碧介绍， 呜哇山歌也是情歌， 是
传递感情的媒介， “谈情说爱就是唱呜
哇山歌的”。 陈世达和老伴到现在闲着无
事时还会唱当年的呜哇山歌调情。 “十
八妹， 后生妻， 怎配我郎给你绫罗绸缎
衣。 呜哇……” 很多类似“十八哥” “十
八妹” 这样的词出现在呜哇山歌中， 它
们有时候穿插着双关、 对偶、 比兴等修
辞。 呜哇山歌中“呜哇” 是个搭调， 往往
放在一句唱词的末尾， 还有衬词“溜溜”
“列列罗” 等， 这些衬词与曲调结合后有
很强的情绪作用。 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 虎形山这一带的人们耕种、 狩猎， 仍
然唱呜哇山歌。 “集体劳动时， 背锣鼓唱
呜哇山歌像值日， 轮流来。” 那时， 田间
地头“噢嚯嚯” “呜哇呜哇……” 不绝于
耳 ， 每当其他人一起合唱“呜哇呜
哇……”， 唱完一段便击鼓敲锣一番， 气
势磅礴， 声音响彻山岗。 对这里的村民
来说， 山歌可即兴而作， 唱山歌是当地
人与寂寥时间的一场对抗， 一种消遣，
也是一种更文艺的表达。

那天，陈世达刚刚锄完两亩玉米地的
草，裤腿还未放下，戴思碧从镇上上完呜
哇山歌的课回来，还未来得及擦脸颊的汗
便回去换服装了。 我们行至半山腰，山底
下是一片蜿蜒曲折的梯田，三位呜哇山歌
的传承人看着眼前景象唱了起来。 陈世达
把随身带的锣鼓系在腰上，鼓声一响，“呜
哇呜哇……”唱起来，那边戴思碧拿出一
面锣，和着鼓声开始发出“嚯、嚯、嚯”的吆
喝声，陈世凡手拿烟枪，放开歌喉。 他们的
山歌除了高亢，还能听出这个地方的原生
态。 他们仨的“呜哇……呜哇……”在迭起
的石山下久久回荡。

艺术的高妙
杨福音

中国艺术的高妙，非西方艺术可比，试举几例。
西方画家塞尚，和毕加索、凡高齐名，称为结构派艺术大师。 他

的惊人之处在，通过他的刻画，将一个圆苹果画成了方苹果。 中国
画家齐白石也画苹果，他无意将圆苹果画成方苹果。 他只是在专注
他的笔墨，一笔笔下去，苹果自是圆中带方，方中带圆。 而且新鲜欲
滴，十分可爱。 再看塞尚的苹果，坚硬如铁砣，吃不得。 西方人画画
讲塑造，讲刻画，涂来改去，费力不讨好。 中国人画画讲触到，讲捕
捉，讲一笔下去，什么形的问题、神的问题一并解决。

如今欧美一些人到中国来学京戏，他们发音却还是美声的，音
量大，浮在外面，脖子上青筋直暴，费力不讨好。 中国京戏讲究声音
捂在里面，瓮着，含而不露，像浸水罈子。 不揭开则已，一揭开，香气
四溢，悠远绵长，韵味十足。

西方的诗歌说，冬天过去以后，春天还会远吗？ 这个句子就没
一点味，是在讲道理，是科普常识，不是诗。 中国古人说，有些残雪，
好去踏青。 它正好触到了冬去春来那一瞬间的场景， 画面情趣毕
现，这才是诗。

西方艺术总是在讲一个道理，故难得一“趣”字。 中国艺术是设
一个谜团，让你去领悟，去猜，故情趣盎然。 最有味的是白居易的句
子，“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
无觅处。 ”我小时候就读过，直到如今也不知白居易说的是什么，但
就是觉得有味。

小木

和王琼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 那时他从部队
转业到地方搞美术工作。 初次见面， 第一印象是身材
魁伟， 典型的军人形象。 随着岁月的推移， 他的新作
源源涌出， 历届全国美展版画展都有他的作品， 不少
作品还多次参加国外展出， 并出版或被收藏， 成为湖
南省卓有成就的著名版画家。 他热爱版画事业， 数十
年孜孜不倦地思考、 探索、 创作。

他爱生活， 洞庭渔村和湘西苗寨都曾是他深入生
活的基地。 丰富的生活积累， 使他的作品紧随着时代
的脉搏， 健康清新， 让人感到美的闪烁， 春的信息。

他最擅长的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水印木刻。 《雨
濛濛》 是他的代表作， 画面表现细雨飘飞的湘西山村，
一条小道旁几棵生机盎然的树木直插天空， 几个草堆
预示着丰收年景， 一位苗家妇女挑着丰收果实迎面走
来， 大群飞翔的鸟儿使平静的山村平添了音韵。 景色
虽简单， 但通过水印技巧的恰当运用， 那画面似雨，
似雾， 静听无声， 沾衣欲湿， 把生活中萌动的美呈现
到你面前， 任何人看了都会动情。 1981年“中央美术
学院师生版画艺术展” 在瑞典展出时， 这幅作品被瑞
典国家艺术博物馆一眼看中， 收为馆藏珍品； 1990年3
月在台南、 台北展出， 选入“大陆百人名版画家联展”
画册中。

水印木刻“渔光曲” (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是另一
件体现作者艺术风格的佳作。 淡淡的月光下， 万籁俱
寂的洞庭夜色一片宁静， 几叶小舟互相依偎着靠在一
起， 这是梦和诗的境界。 近处一叶扁舟， 一位渔夫还
在忙碌。 他手提一盏马灯， 粼粼碧波中的灯光倒影把
沉睡的小鱼儿惊醒， 围着灯光倒影嬉戏。 这一巧妙艺
术细节的构思， 是画家长期在渔村生活中得到的灵感，
它使宁静的夜无限生动起来， 变得更美丽， 更动人心
弦。 这张作品中情与景、 动与静、 曲与直、 刀味和木
版的肌理效果等各种相互关系的处理， 都显示出作者
深厚的功力和对艺术完美的苦心追求。 这幅作品被日
本收藏家高价收购。

在几十年的创作道路上， 王琼始终记住他的导师、
老版画家李桦的教诲： “人民需要艺术， 艺术要为人
民。” 他说： “我赞成艺术流派的多样发展， 但我不随
波逐流， 坚持自己反映生活， 反映时代的创作宗旨，
我要不断加强艺术实践， 博采众长， 探索版画的民族
特色、 地方特色， 创作更多有自己风格的作品。” 王琼
拿出他正在创作的作品草稿给我看， 还是洞庭湖的题
材，题为《暖冬》。 冬雪过后， 一位勘探工人从小舟上下
来走向远方的工地， 雪地上留下长长的一行足迹， 预
示着改革开放将给洞庭湖区带来更美好的春天。

木华

“心中暗含千言万语，不如放声四海。 ”《朗读
者》第二季继续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与
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选出精美文字，邀请嘉宾
用平实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作为过去一年
来“全民阅读”风潮的荧屏引领者和推动者，电视节
目《朗读者》掀起了一阵持续的文化热浪。 5月5日,
全新升级的第二季节目回归，再度引发热议。

首期节目中，主持人董卿与作家贾平凹、清华
大学副校长薛其坤、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企业家
宗庆后、守鹤人徐卓等一同带来了一场以“初心”为
主题的朗读。 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看到了第二季节
目的一些新变化。 比如嘉宾身份更多元， 除了科学
家、企业家、文化艺术大家，还有体育界、互联网界更
多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也纷纷出现。 节目主创团队介
绍，第二季节目的读本也更为丰富，将会出现中小学
课本里的篇目、畅销书以及相对严肃的文学作品等。
此外,第二季节目的话题开合度更大，不仅有与第一
季一样的温情话题，还会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
的社会话题，例如环境保护、器官捐献等。

作为新的尝试，第二季节目在对读者的舞台呈
现方式上也更加多样。读者将不局限于只身一人在
舞台中央朗读，也会有和远在非洲的世界著名动物
保护专家之间的跨时空朗读，作家贾平凹和他的朋
友们及读者以朗读会形式一起直抒胸臆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人生路上，每到重要的
转折关口，很多人都会停下脚步，回想一路走来的
那份“初心”，才能更坚定地继续走下去。 董卿说，
《朗读者》节目的初心很朴素———“用最真挚的情感
和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

节目中的嘉宾们对“初心”也有着他们不同的
理解。对姚明来说，初心是能够让更多人认同、让大
家可以去模仿和喜欢的东西。姚明表示：“体育本身
就是竞争，每个人的成功都淘汰了无数人，正是那
些离开的人成就了我们，包括和我们竞争的对手。”
姚明以一篇海明威的《天真的高贵》献给体育爱好
者：“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而支撑薛其
坤拿下无数科研成果的，也是他对科学最朴素的向
往。 2012年，薛其坤带领自己的团队发现了“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在全世界引发轰动。谈起科研的奇
妙，薛其坤显得颇为兴奋，直言科研会让自己忘记
时间、忘掉烦恼，薛其坤用《礼记·大学》节选致敬指
引他们科研初心的前辈。

除了延续上一季的温情色彩， 看得出第二季的
《朗读者》 从朗读方式到嘉宾与读本等内容的选择
上，都尝试做出改变。比如与第一季中规中矩的朗读
不同，第二季中增加了双人、多人乃至跨时空阅读的
形态。舞台上的薛其坤与清华物理系的十多名专家、
学者跨越时空同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贾平凹的
朗读环节，则变成了和他的朋友及读者们的朗读会。

虽然首期读本的选择上，并未出现通俗易懂和

耳熟能详的篇章，甚至显得有些高深，但不少观众
认为，读本“高而不冷”。节目播出后不久，相关朗读
片段涉及的美文也在网络广泛传播。有观众这样写
道：“很感谢董卿坚持做了它，终于发现并捡起了自
己丢失已久的东西，感受到快要被自己忘记的语文
素养在一点一点地回归。 ”有观众盛赞节目：“让人
沉静，给人反思，触人心怀；笑之坦然，动之心肺，流
泪不伤。”还有网友认为：“嘉宾们来自各行业，无论
是著名作家、学者、世界冠军还是环保工作者，个人
部分的问答朴实本真，用故事本身感动人而不是煽
情，非常符合这期的主题‘初心’。 ”“这些有丰富人
生经历的人，对生命的感悟是厚重的。而且，这种厚
重是通过平实的言语来表现的。因此，每次看《朗读
者》都能让我这浮躁的内心稍微平静一些。 ”

“阅读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但朗读不是。现在
的人们已经少有时间和精力会去停下来认真地将
书本上的文字朗读出来。如今《朗读者》唤醒我们读
书的意识。 第一季的问世，激发了多少人回归书本
的欲望，第二季卷土重来，文化底蕴更增，涉及书本
更深，面向群体更广。”不少观众承认，因为受《朗读
者》的影响，接受朗读并开始朗读。

在众多学者、专家看来，《朗读者》的成功面世，
让“阅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档节目唤醒了大
众内心的朗读热情，也激活了普通老百姓通过读书
提高修养的文化诉求。

“朗读”正成为一道靓丽的全民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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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高宇

如果说，沈从文在闯荡北京（20岁）之前，其在文学创作前期所用
心去读的只是夫子自道的社会这本“大书”，可在书法方面，他很早便
倾情于一些在书史上分量不轻的“小书”了。 不妨先看看下面一段文
字:
� � “听说可以过四川去，我自然十分高兴……背了个小小包袱就上
路了。 我那包袱中的产业……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
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
庙堂碑》……”（《沈从文散文选·从文自传》）

当时的沈从文正年稚位卑， 只是以一员文件收发员的名分随军
入川。 当部队在川东的龙潭驻扎之后，他写了这样的话：“差弁房中墙
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中却贴满了自写的字。 每个视线所及的角
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锺王，压倒曾李。 ’因
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锺王两人，活着却有曾农髯和
李梅庵。 我以为只要赶过了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 ”

就凭着这点壮实懵懂的豪气， 于是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
里》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不可思议”。 黄永玉这样提道：“去年，我从
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文
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 字体
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 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是不可思议；要
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是1921年，那时（他）19岁整。 ”
尽管我们一时不得而知19岁左右的沈从文的书法风貌， 但以摆

在我们面前的这通章草函札为例，从笔致气息看已然当得起“神风透
脱之极”。 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依稀可见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所述
及的那几种碑帖的神采意蕴，尤于褚、虞的典雅蕴藉，经过沈先生柔
和的腕底，直漾出一派温婉可人的风致。

须提及的是，沈从文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个“书法家”。 记得上世
纪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沈从文的权威、哈佛大学的金介甫博士在与
我言及沈从文先生的书法高度时， 礼拜的虔诚一如对于沈的人格与
文学的尊崇， 那份诚挚的迷醉真给我留下了一个长久的、 惊讶的印
象。 几年后， 金介甫在一篇回忆沈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不幸的是，
1983年沈从文患了瘫痪，半身不遂，不能清晰地说,也不能执笔写字。
沈从文生命的又一部分失去了———也是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在他的
晚年，他已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书法大师。 ”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件章草。 沈从文的书风一如其文， 亦如其
诗，温婉而敦厚，洒洒脱脱，情致特别动人。 他不归属于以风格示人的
人，或者说着意于“新”，他是在行为与艺术上一致追求“经久”与“深”
厚的山民艺术家。 他的诗笔、 文笔和书笔皆充满了山野的素朴与散
淡、清幽的作风。 换句话说，他是将某种忧伤、激越甚或亢奋概以平淡
之笔出之， 结果便别开了具有沈从文符号似的生面———一种不同于
某些没有深度的平淡和种种缺乏节制的宣泄的面目。 也许，如沈先生
般有卓异天赋和成就的人物， 并不拘潜心于何种行业， 必是在一个
“博”的基础上来“收”，由博返约，“收”出经验、成果或者说风格，根基
不移，乃见深含与博大。

朗读， 一道靓丽的全民风景
影视风云

沈从文书法作品

艺林风景

书法中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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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凡、 陈世达、 戴思碧在隆回县虎形山草原村的半山腰上唱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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