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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永州摩崖石刻大放光华

在张京华的办公室， 有一本上世纪40年代长沙出版的
由杨殿珣先生撰写的《石刻题跋索引》，书中统计，当时全国
北宋前诗词石刻共344种，其中湖南省最多，有64种，居全国
第一，而湖南的这64种全部分布在永州。

近几年来，张京华的研究统计表明，唐代石刻，永州占全
省的50％至56％；宋代石刻，永州占全省的65％至66％。

南国摩崖石刻多。沿湘江-灵渠-漓江一线，在苍梧南北
密集分布，尤以湖南永州、广西桂林最多。永州摩崖石刻创兴
于唐代元结，经宋元明清民国，绵延不绝，迄今批准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阳华岩、朝阳岩、浯溪、月岩、澹岩、玉
管岩、月陂亭7处，其余省保、市保达数十处，内容多为诗文、
题记、榜书之类，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价值独特。张京华考察
后提出，永州摩崖石刻的总量近2000通，这个数字也表明，
永州摩崖石刻总量名列全国前茅。

张京华介绍，以摩崖石刻为研究重心的金石学，自宋朝
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学术前沿。到了清代、民国，金石名家传
承不绝。王昶、瞿中溶、宗霈、宗绩辰、陆增祥、何绍基、杨翰、
刘沛、叶昌炽、柯昌泗等，都曾探访永州，这一连串如雷贯耳
的名字，构成了一部永州摩崖石刻的研究史。

从唐宋元结、颜真卿、欧阳修、赵明诚直到民国，永州足
可写出一部摩崖石刻学术史。然而，遗憾的是，多年来，永州
的摩崖石刻研究却一直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这些年，在张京华的呼吁下，研究、宣传和保护摩崖石刻
成为永州文化界的主流声音。 永州潇湘意文化公司斥资1300
万元，筹建永州市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拟于近日对外开放。

“永州摩崖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提上永州市委、市政府
议事日程；一部新纂的《永州摩崖石刻精选》也即将出版。

永州的摩崖石刻，由点而线，由线而面，成体系存在。经
过张京华等人的挖掘研究，这些遍布“蛮荒”之地的石刻，所
具有的历史文献意义，文物档案意义，文学、书法意义，哲学、
义理意义，逐渐被“挖出”向社会呈现。丰富的诗刻、记文、题
刻、榜书，足以弥补纸本文献的不足，堪称“石刻上的文学
史”。基于此，张京华与同事今年初在《光明日报》撰文，在学
术界首次提出“摩崖文学”这一概念。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位处永州的这些摩崖石刻，无
论完好或是残缺，每一块摩崖石刻都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这
个寒假， 张京华及其团队正着手对永州摩崖石刻做一次全面
的普查工作， 同时准备申报世界遗产。“下一步我们计划协助
当地政府申报世界遗产，永州有几十处摩崖石刻景观，可以同
时打捆申报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张京华兴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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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平尚 林泽红

1200年前，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结乘一叶扁舟，来到
虞舜南巡之地———湖南永州，在体察民情之余，徜徉于
湘山楚水，留下了《大唐中兴颂》等千古名篇，“大书深
刻”在永州之野的悬崖峭壁之上，引来了历代文人雅士
纷纷题崖追仿，从而形成了祁阳浯溪碑林、江华阳华岩、
零陵朝阳岩、宁远九嶷山等多处摩崖石刻，汇聚成由7个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构成的南国摩崖石刻群景观。

1200年后，生长于北京，在北京大学读书、工作20
年，人称“愚教授”的张京华，应聘南下到湖南科技学
院，来到“永州之野”教书育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
永州的摩崖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开启了一场与古代
圣贤跨越千年神交的旷世之约。

以石刻为媒，与古人结一场旷世之约

“我与永州摩崖石刻结下不解之缘， 纯属偶然因
素！”2月13日，张京华说起永州摩崖石刻，满怀深情。

张京华介绍说， 现年80岁高龄的金春峰先生，是
海内外知名学者， 是开辟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冯友兰
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2006年4月，张京华邀请金先生
等人到永州，参观位于永州古城零陵的朝阳岩。

站在朝阳岩的石壁前，金先生盯着摩崖上的石刻，
一字字看，一行行读，神情极为专注和痴迷。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时间不早了，可是金先生仍然
是慢慢悠悠，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等得张京华很是
焦急，却又不敢催促。无奈之下，张京华不好打扰，只好
走到另外一侧，也去读岩上的碑刻。突然，他的眼睛一
亮：“邢恕！这不是河南的邢和叔吗？”

张京华曾在河南洛阳“伊川故里”，读过宋明理学
奠基者程颢、程颐的书，知道“二程”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大弟子叫邢恕，字和叔，人称“邢七”，河南人，同王安
石、司马光、邵雍、黄庭坚等人相交甚好。史称他“博贯
经籍，能文章，喜功名，论古今成败事，有战国纵横气
习。”是当时的“大名人”。真没想到，邢恕也到过永州，
而且，他留下的一大片字迹，还是那样清晰、那样隽秀，
完好如新地刻在青白色的石面上。“这可是邢恕的真迹
啊， 而且和‘二程’ 的老师周敦颐的亲笔真迹相距不
远。”这一刻，在张京华的眼里，这些“破石头”，和石头
上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字迹，全都活了起来，串联起
来成了一个个有温度的活体。

张京华真正关注朝阳岩，关注摩崖石刻，便从这时
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毗邻潇水的朝阳岩又称零虚山，
苍苍半山，如在水上，当其晓烟初生，可以远视，可以独
游，可以静观。朝阳岩内有流香洞，泉水流出岩腹，色如
雪，声如琴，气如兰蕙，可饮可濯。朝阳岩和湖南科技学
院只有一墙之隔。自元结始，几百年来，历代文人名士在
此留下大量诗文墨宝，这里是一个书法与文学的宝库。

这些文学、书法俱佳的石刻，不正是研究学习的最
好活教材吗?张京华索性将自己给学生开设的“古代汉
语专题”课搬到朝阳岩，全班49人在这里上了一个学
期的课。一个学期结束，授课的结果是，他的2个本科
生各自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零陵朝阳岩小史》《零陵
朝阳岩诗辑注》。在各类期刊网，还刊发了张京华师生
团队撰写的100多篇关于永州摩崖石刻的论文。近日，
110万字图文并茂的《湖南朝阳岩石刻考释》也正式出
版，这是近现代以来国内第一部朝阳岩摩崖石刻全编。

用辛勤的汗水，唤醒沉睡千年的石刻

近代著名史学家、金石学家柯昌泗曾说，“宋元碑可
遇而不可求。”“或在危崖绝巘人迹不到之区，赢粮裹毡，
架梯引絙，然后得之。”古贤将诗文镌刻在风景瑰丽的摩
崖上，要访寻它，还确实不易。

“这些年京华教授像钻山豹一样，带着学生在人
迹罕至的洞穴山崖间爬来爬去， 保护永州摩崖石刻；
又像掘地鼠一样， 挖掘永州摩崖石刻的各种珍贵史
料。他还广泛联系，多方联合，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研
究永州摩崖石刻的机会和条件。在永州摩崖石刻保护

与传承方面，张教授创造出了令人想象不到的业绩。”
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用形象的比喻，对张京华痴迷研
究摩崖石刻给予赞赏。

这几年，张京华以炽热的人文情怀，探索、研究隐于
山野的摩崖石刻。冬日涉寒水，夏日扛木梯，以书生之躯，
行劳苦之事。寒来暑往，坚持不懈，用辛勤的汗水，唤醒了
沉睡千年的石刻。

江华阳华岩洞中，溪流横穿而过，测量绘图只能站在
竹筏上进行。 水上竹筏漂浮不定， 必须有人站立水中扶
持。时值寒冬，张京华穿着防水服，在及腰深的冰冷溪水
中扶筏作业，常常长达几个小时。

道县月岩绝壁上， 由于石刻位置较高， 需要搭建木
架，再架上木梯，团队中多是瘦弱女生，扛木头、梯子的粗
活就由张京华和男生包揽。 无论炎炎夏日， 抑或数九寒
冬，洞中都留下了他挥汗扛梯的身影。岩里最高的一幅摩
崖“太极岩”榜书高达10余米，为此他专门搭建脚手架，
但凡有一点草率或不小心，便有可能铸成大错。张京华一
边工作， 一边鼓励大家：“我们可能是几百年来第一批爬
上去捶拓的人。”

位于永州城郊石山脚湘江边的拙岩， 创自明代文人
沈良臣、沈良佐。这里荒草丛生，荆棘密布，无路可访。近
百年来几乎被人遗忘，逸出文物部门视线之外。张京华及
其团队依据网上得到的一点线索，10多次克服困难前往
探寻、勘察，先后发现石刻32通，其中诗词26通。无论诗词
题刻，都是绝世珍品。勘察结果一经公布，拙岩即被文物
部门申报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田野考察大多是趁寒暑假进行的， 最令张京华难忘
的是2015年寒假。为组织田野考察，张京华的弟子们从
各地赶了回来，有自四川大学、中南大学而来，有自深圳
大学、中山大学而来，也有湖南科技学院的本校学生。一
行10余人，历时7天，爬洞穿岩，共勘得宋元明清民国时
期石刻63通。这次经历，正如考察团队成员所言：“一生之
中，或许只此一次。”

张京华在朝阳岩研究摩崖石刻。（资料图片）
周平尚 摄

� � � � 祁阳浯溪碑林，有被称为江南第一的“圣寿万年”石
刻。整幅高10多米，字径2.3米，镌刻于30米悬崖之上。（资
料图片） 周平尚 摄

让更多学生
就近入学
株洲今年将新增

学位1.5万余个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李永亮

王亚）连日来，尽管阴雨连绵，但株洲
市南方中学新校区以及市一中、三
中、八中的功能用房建设仍在如火如
荼进行。其中，南方中学新校区按计
划将在今年10月主体封顶、 明年秋
季开学，可提供学位3600余个。该校
原校址将用于举办义务教育。

近年来， 株洲市持续推进教育
硬件设施建设，全面保障学位、园位
资源，努力让每个孩子接受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该市去年出台的“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三年行动方案”提
出， 争取到2020年全部消除大班
额。近两年，该市新建、扩建中小学校
30余所，2018年消除超大班额班级
319个，实现超大班额“清零”；消除
大班额班级795个， 大班额占比从
2017年底15.67%下降到7.83%。

为增加学位， 让更多的学生就
近入学， 株洲市今年将再改扩建中
小学30所， 新增学位1.5万余个；推
进茶陵县、炎陵县“芙蓉学校”建设；
通过实施乡村教育振兴计划， 改善
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
条件； 建设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175所，其中包括48个教学点，标准
化率达到80%。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欧阳倩 陈文美）“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
流出一首赞歌……”今天是长沙市中小学开学的
第一天，上午10时，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旋律，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第六都校区1200余名
学生，身穿校服、手持国旗，从各个教室依次走出，
聚集到学校篮球场，以快闪方式深情合唱，表达出

新学期美好心愿以及对祖国的祝福。
这是雨花区学子新学期的“第一课”： 全区

100多所学校10万师生，在不同空间、同一时间，
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据了解，今年，雨花区
教育局将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从不同角度
深入开展如“小雨花红色行”等系列爱国活动，增
强学生对祖国的荣誉感、使命感及责任感。

雨花区10万师生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2月18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小学，中国好人代表邓学东给孩子们讲
述发生在身边的感人事迹。当天，开福区开展“学习好人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春季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激发学生在新的一年里努力拼搏，争先创优。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谭云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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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佳蕊

2月15日， 郴州市教育局发出向王晨
同学学习的倡议书。

2月11日下午2时50分， 郴州市一中
高二年级720班学生王晨由妈妈和姐姐开
车送至校门口， 准备参加下午3时30分开
始的田径训练。

刚下车的王晨， 突然发现左前方一位
头戴帽子、 身着厚实棉睡衣的七旬老人颤颤
巍巍地踏上路边台阶， 由于重心失衡， 落脚
不稳， 一头栽倒下去， 肩膀以上部位恰巧掉
入路边一台正在缓慢行驶的面包车底。

此时的面包车司机浑然不觉， 就在这
千钧一发之际， 王晨一个箭步冲上去， 用
双手死死拽住老人的肩膀， 用全身力量一
把将老人从车轮下拉出来， 一场惨剧得以
避免。

这一幕， 正好被校门
口的交通监控摄像头全部

实拍了下来。 “当时我和他姐姐看见他冲
上去时， 都大喊危险， 可是他完全没有停
下的意思， 若是动作慢一点点， 后果不堪
设想。” 王晨妈妈在谈到儿子救人时， 依
旧心有余悸， 声音颤抖。

事后采访王晨时， 他只说： “我当时
根本没有多想， 但我知道若是没有把老人
救出来， 我会后悔一辈子。 这一次， 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救了人， 我感觉很幸运。”

王晨的班主任张一元说 ,他的救人之
举既是意想之外， 又是意料之中。 王晨同
学是体育特长生,平时的专业训练非常刻
苦， 文化成绩在专业生中也算是优秀的。
在学校， 他乐于助人， 学校的团队活动、
志愿服务等他都能积极参与,同学和老师
们都喜欢他； 在家里， 他从不娇气， 从小
爱做家务， 是妈妈的好儿子。

高中生车轮下救出七旬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