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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洲

少时读欧阳修《采桑子·荷花开后西湖好》
一词，对于文字间描写的那种境况所洋溢的美
感，不仅羡慕得要死，甚而想问问欧阳公：这可
是真的吗？

2016年4月，黄永玉先生邀家乡弟子4人往他
在北京的万荷堂画荷。 接信后，我辈雀跃不已，曾
记少年时家乡文昌阁小学石桥荷塘， 花大如缽，
然离我家太远，难得一暏。 所幸我家附近小教场
早已荒废，山泉无人料理，地势低洼之处，积水成
塘。 也不知何时，有心人扔残藕于其中，竟至于长
出田田绿盖，尖尖莲菂。 两三年后，野荷满塘。 我
正捕蝉钓蛙年龄， 常与几个玩伴下水采摘红莲。
彼时只知顽皮嬉戏，哪里顾得上去观察研究。 及
至年长从艺，喜画花鸟，然对荷之形象生态认识
肤浅。 形既朦昧，神将焉附？

黄永玉师常教诲吾辈需深入研究对象。 此
次邀约，亦是促使我等深下功夫，用心良苦多
矣！

我们被安排住在万荷堂东院，五栋木楼以
迴廊连接，围绕一个硕大的荷塘。 院门一开，清
新的荷气扑面而来。 我自小长在山里，之后又
当知青多年，有太多的山上的见闻。 而这湖滨
的气息，使我有一种久违而又全然新奇的净化

身心之感。这荷塘的气息，使人舒畅爽洁。穿透
肌肤的意味有如月光，有如清泉，有如优美的
音乐……令人把灵魂也归置于明洁静怡的空
冥之中。

天刚刚露出一点曦微， 麻雀便叫醒了我。
荷塘尚有一摊雾气，灰色的围墙环抱着浓艳的
碧翠。 深碧的是荷叶的正面，浅绿的是倾覆的
叶的反面。 正面的叶脉是凹陷下去的，看似比
较深的颜色；背面的叶脉是凸起来的，似乎用
双勾法表现比较合适。 倾倒的叶，让人感到风
的力量，更有一些被风神之手雕刻过的残破的
绿伞，颇具沧桑美感。

绿浪翻覆间， 荷花静悄悄地从水中伸出，
我坐在廊上，有机会看着这些花蕾在阳光里在
微风中在露珠的呵护下，于不知不觉中变成了
朵朵红花。 端庄、妖冶、活泼、绚丽、潇洒、婀娜、
恣肆、娴静、别致、娇媚、窈窕、轻盈……各具一
格，拟欲用尽各种文学词汇，均不足以描写其
资质品貌，唯有用画笔方能娓娓道出其丽容风
姿。

说到风，倒是真要感谢这调皮的家伙！ 连
日守护在荷塘边， 对莲花生长的仔细观察，方
知它从花蕾到盛开的过程。 初绽时，每逢日暮
傍晚，这些花瓣都将依照原先排列的秩序收合
聚拢，翌日清晨又重新生长张开。 直至完全成

熟盛放，花瓣无力收拢而走向衰败。 而风，有时
会吹乱它们天生的秩序。 尽管每一花瓣的中
心，都有一脉较厚的柄，但因风的过分，某些花
瓣往往难以回归原位。 花儿肯定是难受的，却
不知正是风的不经意， 却成就了荷的千姿百
态。 正因于此，这种极其丰富多样的美，吸引了
多少眼光的注目， 吸引了多少流连的脚步，勾
起了多少墨客骚人的缕缕文思。 对它的反复歌
咏吟唱，以至成了中华文化浩浩文脉中一丝不
断的琴弦。

写生使我得以看到莲花的生命过程，看到
它最后的一片花瓣如何顽强地坚持到生命的
最后，像勇士一样苍凉地跌落。

生命多么值得尊重！ 我之所以爱画花鸟，
也是因了生命是我永远歌颂的主题。

万荷堂的荷池中，尚有若干不知名的水草
植物，鱼虾昆虫蛙类，继而引来若干的飞鸟，生
物链的宏大乐章在我们的眼前上演。 荷花在我
的眼前静静地展示生命的力量。

我陶醉在这红裳绿波的盛宴中。 4天写生，
得尺八屏纸七张，喜极！

依依惜别荷塘之余，又忆欧阳修的《采桑
子》：“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
后红幢绿盖随。 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烟
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 ”

尉迟

“我爱浯溪水亦香， 你也去看
过咧， 我也去游览咧， 浯溪风光令
人醉呀， 浯溪水亦香咧！” 这是湖
南省祁阳县84岁的蒋钟谱最近创作
的一首祁阳小调， 也是这位耄耋老
人50多年来致力于保护传承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缩影。 从上世
纪50年代开始， 他搜寻整理祁阳小
调曲牌200多种， 整理曲谱歌词等
笔记达90万字。

祁阳小调是明、 清之际发源于
湖南祁阳地区的古老民间曲艺， 其
词曲结合、 说唱结合的形式至今为
群众喜闻乐见， 2010年祁阳小调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
种小调主要分为坐唱、 走唱和表演
唱三种形式， 以弦乐伴奏为主， 表
演者手持小碟子等道具和着节奏边
击边唱。

然而， 这个民间曲种曲调繁
多， 人们口耳相传的曲牌就有300
多种， 没有现成的曲谱。 蒋钟谱从
30岁开始潜心研究祁阳小调。 50多
年来， 他拜访民间老艺人100多位，
搜寻整理祁阳小调曲牌200多种，
并誊抄在纸上， 以备传阅。 如今，
蒋钟谱整理的笔记已达90万字， 编

著出版了 《祁阳小调音乐集成》
《欢歌笑语满禾场》 《祁阳民歌集》
三集等10多套书籍。 他还将自己创
作的300多首曲目整理成书， 供后
人传唱。

这些年， 蒋钟谱还带了50多位
徒弟， 传唱祁阳小调。 祁阳小调爱
好者谢彩艳希望自己也能像老师一
样成为优秀传承人。 “蒋老师不怕
辛苦， 在民间收集优秀的祁阳小
调， 我们跟蒋老师学习祁阳小调有
30多年了， 希望能把这个文化艺术
传承下去。” 她说。 祁阳县委宣传
部部长陈莉介绍， 祁阳小调的风格
和唱腔是从本地山歌、 灯调、 民歌
等基础上衍变而来。 受现代文化影
响， 民间艺人越来越少。 祁阳每年
都定期举办祁阳小调培训班， 开展
祁阳小调进校园活动。 但是， 祁阳
小调要传承和发展， 需要更多像蒋
钟谱这样的传承人。

蒋钟谱目前是祁阳小调省级传
承人， 荣获“全国艺术科学领导小
组” 颁发的文艺志书编纂成果一等
奖。 1984年荣获祁阳县人民政府立
功奖一次， 2011、 2012年分别荣获
永州市人民政府和祁阳县人民政府
颁发的突出贡献奖， 2017年被评为
永州市第一届文化艺术名家。

钱海源

我毕生有两大爱好: 一为美术，
二为书法。 且接触书法在前，对美术
产生爱好在后。 爱好美术是天性使
然，是发自内心产生对美术的爱好，
并心生长大后要当画家的梦想。 但
爱书法写汉字， 则是被父亲和教私
塾的先生逼出来、打手心打出来的。

我6岁发蒙读私塾，念“四书五
经”。 最初学习写大字是描红，之后
是临习颜真卿的碑帖。 凡写得好的
字， 先生就用红笔在字上划个红圈
圈，红圈圈多，说明大字写得好。 若
字写得不好， 不但要遭受先生的训
斥，而且要被打手心。 我就是这样在
先生的逼迫下，学习书写毛笔字的。

父亲教我写大字和小字也要求
极严。 每天要写A4纸那么大的两版
大字，还要在例如“天、地、国、亲、师”
等大字旁，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
滿滿的小字。 若做不到，也同样要挨
打受骂。这对于当时贪玩又调皮的我
来说，简直是受罪。所以，我学习写毛
笔字，爱好书法，最初是从童年时期
被逼出来的，后来字写好了，得的红
圈圈越来越多，便逐渐对书法有了兴
趣。 1958年考取广州美术学院附中
后，著名书法家青华三先生给我们上
书法课，对汉字和书法作为中华五千
年文明象征的精髓及其深刻意义，我
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自广州美术学
院附中至今， 我能坚持间常临古代
碑帖，习毛笔字，一直到现在年近
8旬。 我至今一直记得父亲和私塾
先生的谆谆教诲:写好字，好比一户
人家的大门好不好，有无品位和格调
那样， 一个人的字就是自己的“门
面”。人家从看你写的字怎么样，就知
道你这个人的性格、气质和整体的文
化素养怎么样……这亦是我在过去
人生几十年中， 能够坚持不丢掉毛
笔、能够坚持日常练习写毛笔字的原
因所在。

实话实说，我自幼学写毛笔字，
并没有产生长大后想当书法家的梦
想，也不敢自称自已是书法家，从来
沒有产生想混进书法界去弄个书法
家协会理事当当。

看过报纸刊登的一则新闻：某
省书法家协会换届， 竟然有不少连
毛笔写字都写不好的省部级、 厅局
级官员“放下官架子”，争相到行政
级別是“处级”的省书法家协会去捞
个副主席或副秘书长当当， 省书协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竟
然有60多人。新闻当然是真实的，这
让我觉得十分好笑。

至今记得私塾先生经常教训我
们：“正楷字还沒写好， 就想鬼画桃
符写草书！ 就如同小孩学走路还不
稳，就想跑步一样，必然会出问题，
摔得头破血流！ ”可现如今就有不少
人连正楷字都写不好， 却鬼画桃符
写草书。 更有甚者， 有些人竟敢说
“只有会写草书者，才可称之为大书
法家”云云。

应当承认， 写草书有助于充分
表达书家的胸襟与情怀。 从王羲之、
怀素到毛泽东写草书， 就是很好的
典范。 但被当今某些所谓的书法家
不屑的“恭格体”正楷字，从欧阳询、
到颜真卿到何绍基， 也都在他们的
正楷书法作品中， 充分表达了他们
的胸襟和情怀。

我认为， 汉字和书法， 是我们
先祖创造的文化艺术顶尖级的瑰
宝，是最优秀的抽象艺术！ 我从几十
年坚持练习书法中获益很多， 我觉
得自己在绘画和雕塑中， 都借鉴了
临摹古碑帖中的有益文化和艺术元
素。 我对汉字和书法艺术一直怀着
热爱和敬畏之心， 至今仍然保持着
幼时先生和老父亲教我写毛笔字的
心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踏踏实
实，去抒写每个字，去体悟中华民族
文化艺术的精髓。

活到老，学到老。

木华

黄自元是湖南安化人， 清同治
七年的“榜眼”， 清末著名企业家、
教育家、 书法家。 其楷书博采颜、
柳、 欧各家之长， 自成黄体， 被誉
为“字圣”。 黄自元流传最广、 影
响最大、 让人评头品足的几本楷书
字帖， 原本就是字范， 是课徒的蒙
本， 是写字教材。 单凭他对 《间架
结构九十二法》 的传播， 加上在楷
书创作上的成就， 他对书法艺术的
贡献就将永载史册。

原创古装花鼓戏 《字圣回乡》
最近在长沙实验剧场首演。 这部以
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为主角的花鼓
戏， 体现了书法艺术进入寻常百姓
家、 中国书法传娃娃的文化传承。
剧中黄自元的形象和对安化人杰地
灵的描述， 给人深刻印象。

《字圣回乡》 由安化本土作家
曾绍祥、 赵建华编剧， 益阳市资阳
区皇家湖艺术团团长王建军执导，
国家二级演员王剑雄扮演黄自元，
剧本历经3年创作完成。 在由湖南

省文联、 湖南省戏剧家协会、 湖南
省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剧本评奖活动
中获评“优秀剧本奖”。 这部戏讲
述时任宁夏知府的黄自元因丁母忧
回安化的故事： 安化县东坪街上有
三个酷爱毛笔字的“下里巴人”，
均是黄自元的仰慕者。 一天上午，
黄自元来到了东坪街， 于是这“东
坪街上三支笔” 和黄自元之间， 发
生了一连串的喜乐趣事……

作为一台花鼓小戏， 《字圣回
乡》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 可圈可
点的是融入了安化民俗、 戏曲述
事、 民歌舞蹈等元素， 洋溢着浓郁
的生活气息， 如同一幅风俗画，
带给观众新颖有趣的观看感受。
开篇一曲 《安而化之兮》， 充满
安化味道： “安而化之兮， 东坪好
地方。 红薯脑壳好呷哟， 包谷黄又
黄。 山里麻古山里佬， 毛笔字我比
你的强！ 咯些些那些些， 豁落豁落
亮把戏， 安化话你学不像！ 黑茶好
哟黑茶香， 擂钵里的擂茶欠得你的
口水丈把长！” 优美的唱腔， 令人
沉醉。

王恩超

回顾自己简短的版画创作之路， 很有意
思。 用一位美术界前辈的话说： “你是闯进版
画世界的一头牛， 乱啃， 乱撞！” 起因是因为
自己是画油画出身的， 学习版画即是缘分也是
兴趣使然。 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版画专业的，
整天和他们厮混在一起， 时间久了， 机缘也就
来了。 纵观自己的作品， 有些杂乱， 不论是在
题材还是画面形式上， 探索的东西多， 版画技
法和艺术积累性的东西少了。

从事艺术创作的人， 都渴望从生活中丰富
自己的艺术感悟， 找寻自己在艺术创作方面的
突破口， 从艺术家本身来说， 艺术就是生活。
然而， 艺术的生活化却极少人去践行。 归其原
因， 生活态度的漠然、 对于艺术的执着性不
足、 人生中的艺术境界低俗。 现代社会中生活
节奏的加快， 人性关系的淡化， 商业利益的冲
击， 人们都在盲目的疲于奔命。 我们的生活追
求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心归何处？ 自己究竟想
要什么样的生活？ 满足、 失望、 疲惫、 觉
醒……有些人为艺术至上， 有些人另谋出路，
有些人成了艺术界的佼佼者。 使命感、 虚荣
心、 挫败感同时弥漫在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
生活教给了我们什么？

艺术世界需要生活的锤炼， 方能璀璨升
华。 酸甜苦辣是生活赋予我们表达情感的权
利， 面对生活我们应当积极主动的亲近它， 试
着找寻生活本来的样子， 感触生活的脉搏， 只
有在生活的海洋里畅游过， 才可能在艺术创作
中迸发出灵感的火花。 只有当我们的灵魂在生
活中锤炼成型， 艺术创作才会被赋予生命， 赋
予真正的含义。 艺术是生活感悟的结晶！

现实生活中因为有艺术的存在， 才会多姿
多彩， 精神世界才会富足。 生活中会有很多无
奈和不足， 艺术在很多层面上填补了空缺， 艺
术是精神生活高度的提炼。

艺术与生活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艺术在
生活中成长， 生活在艺术中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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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钟谱创作的“祁阳小调”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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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超版画作品《生存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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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圣”入了花鼓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