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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能

孔子好乐。 令其“三月不知肉味”的，是古代
“六乐”之一、虞舜时期的《大韶》。 这一点可能很
多人都知道。 美妙的“韶乐” 其实离我们很
近———就在浏阳。 这一点，估计知道的人就不
多。《韶》的美妙今人已无缘感受。 不过，国家级
非遗项目浏阳文庙祭孔音乐与《韶》代表的古
乐颇有渊源， 令人尚可窥见古乐的些许风

采。 今年87岁的浏阳人邱少求是唯一在
世的浏阳文庙祭孔音乐老传承人，不久前
他正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

单。
浏阳文庙祭孔音乐是在年代久远的古乐

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具有浏阳特色，故又称
“浏阳古乐”。 清朝道光年间浏阳人邱之稑用

毕生心血调查和研究， 复制出早已失传的
“匏”音，补齐“八音”之缺，依照古制创造了

一整套独具风韵的祭孔古乐器具和古乐
曲目，包括有特钟、编钟、特磬、编磬、镛
钟，箫、笛、埙、笙、匏、琴、篪、瑟等在内
的一大批仿古乐器和干、戚等舞具，这
就是浏阳古乐。 邱之稑通晓音律，所
制古乐比较完备， 声音和谐动听，加
之古乐正适合于清后期至民国时尊
孔崇儒的需要，一时间浏阳古乐名满

天下。 邱之稑被认为是浏阳古乐的创
始人， 曾组建浏阳文庙礼乐局， 招收乐

生、舞生习练，每年举行祭孔大典，从道光年
间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 目前大多数资料中的
“浏阳古乐”， 指的就是浏阳文庙的祭孔音乐。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亦用此称。

邱少求是邱之稑的后人。 1938年，他的父亲
将他送到浏阳文庙礼乐局学习浏阳古乐。 浏阳
古乐在形式上分为礼、乐、舞三个部分，舞生都
是小孩子，他一开始当舞生，随着年龄增长转为

乐生。 1949年， 浏阳文庙祭孔大典被取消。 从
1938年到1948年， 十年的学习时间令邱少求熟
悉了整个浏阳文庙祭孔大典。 他对各类乐器都
很感兴趣，当乐生的时候，曾特意向教习和一些
老乐生请教，对各类乐器都很了解。

因为种种原因， 浏阳古乐尘封数十年并一
度濒临失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浏阳展开了
抢救性的挖掘、整理。 邱少求是极少数尚能掌握
浏阳古乐的人，他凭借记忆重新整理，写成文字
材料，浏阳文化部门还派人向他学习浏阳古乐。
几经努力，王娜娜等成为了新的传承人，浏阳古
乐终于“复活”并得到良好传承。

2015年9月28日，适逢孔子诞辰2566年纪念
日，浏阳文庙内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 这也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浏阳第一次祭孔大
典，尘封67年的浏阳古乐也得以完整重现。 2016
年，这一祭典再次举行。 因为浏阳文庙启动修缮
保护工程，祭孔大典在2017年暂停。 近日，修缮
一新的浏阳文庙重新开放。 邱少求介绍，今年将
继续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祭孔大典。 不过，这类
活动已经不用邱少求出马，他的弟子即可完成。

“浏阳古乐可以说是‘国粹’。 ”谈及浏阳古
乐传承的意义，邱少求告诉我们，祭孔是古代高
级祭祀之一。 浏阳古乐始于清朝道光年间，但是
可以一直追溯到《韶》代表的古乐。 山东曲阜祭
孔仪式曾一度中断，恢复之初还曾到浏阳取经，
有“国乐古礼在浏阳”之说。 把这样历史悠久的
“国粹”传承下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年近九旬，邱少求身体还算硬朗，但他自己
感到精力大不如前。 他给记者展示了一本由他
编撰的《浏阳文庙古祭典礼乐舞》小册子，里面
详细记录了浏阳文庙祭孔大典和浏阳文庙祭孔
音乐相关内容，不仅有文字，还有很多图表、乐
谱，内容十分丰富。 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将这本
小册子正式出版成书， 把他整理的浏阳古乐资
料完整保存下来。

雷珏

《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 (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 )这样记载我的祖父 ： 雷恪 ，
（1881———1964）， 字恭甫， 晚号南郭翁， 长沙
人。 工花卉、 山水， 兼工篆刻……。 2003年湖
南文史研究馆编辑、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书画作品选》， 也刊登了我
祖父雷恪和伯祖父雷恺兄弟二人的书画作品及
照片。 对我祖父是这样介绍的： 国画家、 古物
鉴赏家。 长期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

祖父兄弟雷恺(清末举人)、 雷恪、 雷悦三
人， 曾被艺术界和学术界称为“湘史三杰”，
又有“雷氏一门三绝” 之称 (三绝指诗、 书、
画)。 艺坛赞之曰： “八法能兼六法通， 丹青
篆刻一门工。”

文史资料中只有这样一些抽象概括性语
言， 然而在我记忆中， 祖父却是一个视艺术为
生命， 最为善良、 最为宽厚、 内心世界也最为
丰富的人。 童年记忆中的祖父常和父母、 亲戚
朋友谈及的老者形象重叠在一起。

祖父曾与清末名画家何维朴、 沈翰交往颇
多。 沈翰为山水画名家， 出任过湖南通判， 为
祖父前辈， 曾指导祖父绘事， 祖父得益良多，
他们实际上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祖父工山水画， 晚年兼工写意花卉及人
物， 篆刻。 山水画初学清石涛及“四王” 之
法， 精于摹仿清初大家之作。 但他法古而不泥
古， 能汇前人笔墨、 丘壑、 气韵、 文法而独辟
蹊径， 自成一家。 晚年变法， 构图新奇、 布局
超脱， 笔墨雄健纵恣， 技法多彩， 运笔细腻，
对传统之皴、 擦、 点、 染、 勾等基本技法有独
到功力， 为后起的湘中画派奠定了基础。

祖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任教于华中美术
专科学校、 日新衡粹女子艺术学校等长沙几所
艺术专业学校， 与学生关系十分融洽， 从事教
育几十年， 桃李满艺苑。 流光易逝， 著名画家
刘迪耕及中央美院教授周令钊均曾列于门墙，
昔日莘莘学子今天健存者已如凤毛麟角。 为发
扬开拓艺术事业， 祖父曾发起成立潇湘书画
社， 组织湘中艺术名流交流经验， 切磋技艺，
定期举办书画展。 他曾编撰 《续画史录传》
稿， 交付友人刊行。 但时值抗战， 兵戈扰攘，
时局动荡不安， 原稿几经周折， 最终失落。 解
放后虽经多方探询， 至今未明下落。

祖父又是收藏家、 鉴赏家， 绘画、 碑帖、
金石、 砖砚、 书籍等收藏丰富， 有深厚的专业
修养及丰富的鉴定经验， 当时湘中文物收藏家
多求教于祖父， 经祖父过目便能真伪分明， 赝
品难逃慧眼。 解放后， 每当长沙发现古墓及出
土文物时， 人民政府必邀请祖父临场考证、 诠
释、 解说。

老人家一生淡泊， 终生鬻画讲学。 不嗜烟
酒， 却爱饮茶。 每日黎明即起， 去湘江畔或天
心阁散步， 然后至茶馆小憩饮茶， 与朋辈谈诗
说画， 视此为无上乐事。 他一生孤寂， 我父亲
刚满月时祖母因病去世， 祖父终身未续娶， 独
自将我父亲带大。 诗、 书、 画、 金石、 孩子成
为他生活的全部。 他生性乐观旷达， 然而每当
夜晚， 孤独也常会让祖父怃然兴叹， 写下诸如
《寒斋独坐忆内有感》 这样的诗： “卌年曾坐
雉朝飞， 孤馆凄凉泪欲垂。 但把闲情寄黄土，
伤心人去几时归。” 诗中流露出祖父的孤独情
怀、 对祖母的深深爱恋及自己的寂寞与无奈。

1938年文夕大火， 长沙全城皆焚毁， 祖父
及兄弟避难乡下。 待返回长沙， 打开收藏书画
的铁箱， 只见数十年收藏的书籍和字画全部化
成灰烬， 祖父不禁失声痛哭， 曾为此写诗 《题
面城楼图》 悼念： “面城楼阁小， 远接麓山
天。 藏得诗书画， 悠然歌涌弦。 弟兄长聚乐，
朋旧亦流连。 可怜一夕火， 尽数化云烟。”

1951年， 祖父被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委员， 1953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生
活安定， 从此纵情书画， 颐养晚年。 当时政府
为弘扬艺术而举办老艺术家画展， 祖父常应邀
参展。 至今我们家保存了1960年10月的 《新
湖南报》， 刊载有“八十高龄老画家当众挥
毫———省、 市美协等邀请老画家雷恪、 雷恺举
行国画技法表演” 的报道， 及老人现场挥毫表
演的图片。

记忆中， 祖父除了泼墨作画， 便是靠在竹
躺椅上吟诗颂文。 有时我会看到祖父手捧线装
书， 读着读着， 老泪纵横， 不知是为书中人物
的命运， 抑或是想到自己？ 读诗抄诗是他每日
必做的事。 祖父有诗 《阅旧抄书有感赋此》：

我生夙有抄书癖， 三十余年皆陈迹。
垂老手颤不成书， 或是眼花错行格。
观古堂空复谁佣， 面城楼内无遗籍。
伏生藏壁亦徒然， 秦皇一炬空叹惜。

邹正

我的书法源于我的家乡，我的家
乡在长江支流和洞庭湖之滨，碧水蓝
天之间。 江水的汹涌澎湃，洞庭湖的
潮起潮落，大自然的雄浑浩气，给我
的童年印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我
的书法始终如一地追求雄浑浩气的
美。

30多年来，书法的热潮未减，我
作为书法的参与者，也曾为一些敏感
的问题困扰。我不断地发出对书法的
反思和追问，对书法的传承和发展秉
承着一种使命感，默默地进行了数年
的艰苦探索，以求对书法作出全新的
诠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面对
的是对现代文化的构建。历代的古典
建筑、唐诗宋词、文学艺术都达到了
难以复现的光辉顶点；历代书法大家
已将书法艺术创造性地完善到了不
可企及的高峰， 后人再也难以逾越。
既然历史已把现代书法艺术的文化
定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承载历

史文化，继承传统；如何在继承与发
展的观念上释放想象力， 开启创造
力。“原点出发”，是我们构建现代人
的民族文化灵魂的精神动力。

“原点出发”，促使我毅然决然地
回归家乡。 幼观乡亲挥锄挖地，力在
挥运之功，沉稳力健，入土深尺。联想
东汉蔡邕“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
之丽。 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
遏”。 从而找到“从哪里来，将到哪里
去”的连接点，如何对传统书法经典
进行吸纳以及对现代书法准确把握
和构建，怎样把书法准确生命运动和
思想情感确定为我书法的朴厚苍茫、
雄浑浩气的内在精神，凸显穿越时空
的书法灵魂。

“和古人对话，与未来人通话。 ”
我的这一思想理念产生，源于数十年
来，行万里路。从家乡的长江支流、洞
庭湖， 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河大海大
山，探求书法艺术的大美、大生命。博
览天地大观，大道与天地同和共存。

我的书法， 是童年播下的种子，

勤劳朴实善良的乡亲常常引起我对
家乡美好的回忆，长期以来保持我书
法艺术的青春活力。身在异乡，“乡亲
不见无传语，一纸云烟寄故人”。今回
到家乡定居已经四年多，每日种花种
菜，读书习字，觉神清气爽。

我的书法作品大都用自作诗。如
《田园问答》：

“问余何意佳，
心远种桑麻。
垂钓西湖里，
归来带晚霞。 ”

如《苗王寨山中行》：
“路远乘舟行，
林涧众鸟鸣。
问山何得趣，
两岸水回声。 ”

如《种菜》：
“安能体健养容颜，
物外非君易睡晚。
若动心声逍自遣，
老翁乐在两分田。 ”……
原点出发，我心安然。

肖欢

湖南卫视 《少年说》 于6月11日晚开播，
这档节目定位是： 新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心
理释放表述节目。 节目不仅出现了多张勇敢
喊话的少年面孔， 还包含了“培训班” “别
人家的孩子” “零花钱” 等与学校、 生活息
息相关的青春话题。 节目引发许多关注， 有
观众称： “希望年少时没说出的话， 能被新
时代青少年说出来。”

首期节目中， 小学生梁锶涵讲述了“被
花式争宠” 的感受。 她不仅把“被争宠” 归
结于自己人生中“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自家
宠物狗“大吃飞醋”， 更语出惊人， 质问爸
爸： “你的温柔都给了狗么！” 同样是为了争
回宠爱， 袁璟颐、 刘栩溪也先后对自家妈妈
提出了“孩子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好” “不要
再对爸爸撒娇了” 的意见。

“吐槽” 起老师， 谢宇星、 刘星宇、 宋
皓君三位同学更有发言权。 前两人统一将
“矛头” 指向刘胜廷老师， 一个声势浩大地
“追讨” 着有借无还的洗衣粉， 另一个隔空邀

歌想要送老师“出道”。 而大眼萌仔宋皓君更
直言过于优秀的郭老师给了自己不少压力，
一板一眼的正经发言十分逗趣。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
们的声音虽然稚嫩， 却是他们对这个时代所
发出的最真实的回响。 节目中， 有吃了两千
多个苹果、 五百多个鸡蛋的无奈男孩， 也有
被“别人家孩子” 全面压制的无辜学霸， 有
帮老师征婚的操心学生， 也有勇扛“坑” 姐
大旗的亲妹妹， 更有“00后” 职业赛车手。
欢乐、 温情、 励志的故事将逐一登台。

艺苑掇英

我的祖父雷恪

听泉图轴。 雷恪 湖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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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