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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申炅灵

古往今来， 一个汉字在书法中可以有多
少种写法？

4月下旬，见到田其湜，他自豪地向记者
展示他编纂的两套书法工具书———《六体书
法大字典》《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在我编
纂的书法大字典里，同一个汉字，最多提供了
160种写法。 ”田其湜乐呵呵地说，很多字的写
法，和记者的独家新闻一样，仅此一家有。

田其湜，曾是麻阳新华书店的仓管员，现为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怀化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编
纂这两套书，田其湜倾注了整整26年心血。 2018
年8月，《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正式出版；该书在
全国大中城市新华书店发行，还销往海外。 田其
湜的两套书均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仓库管理员爱上了书法
书法的六体，是指大篆、小篆、隶书、楷

书、行书、草书。《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出版
后，受到了书法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书
法界的一大盛事”。

中国书协副主席刘洪彪先生说：“上、中、下3
册，可称巨著了，是很成功的编纂工具书。 ”

“该书字体齐全，字储量大，涵盖了甲骨
文、金文、古文、汗简、陶文、钱币、楚竹简、秦
汉简帛、汉印文、铜镜铭文、汉唐碑额篆、隶、
楷、行、草等书体60余种。 ”知名书法大家李铎
说，编者的惊人毅力和敬业精神令人感佩。

“该书范字多，信息量大。 包括古代书法
家和现代书法家的同字不同写法，汇集古今，
彰显了每个书法名家的特征风格和书法面
貌。 ”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杨广
馨评价说。

记者翻开《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看到
“鼠”这个单字就有29种写法。 字头由田其湜
用楷体书写。 知名书法家李立用“飞白篆”体
写的“鼠”，书写风格可谓“密不容针，宽可走
马”。 知名书法家王超尘用隶书写的“鼠”，字
体继承了秦汉隶书的风格。 甲骨文的“鼠”为
象形字，该字看起来像一只老鼠。 田其湜在该
字下面标注“屯3847”，意为取自《小屯南地甲
骨》，其在其他工具书中是找不到的。 此外，该
书还收录了王羲之、苏轼、齐白石等名家书写
的风格迥异的“鼠”字。

田其湜与书法结缘，始于1980年。 当年，
田其湜进入麻阳新华书店工作,担任仓库管理
员，需要在包书纸上用毛笔写“贴头”，记录书
籍的书名、出版时间、出版社存书量等信息。
为了把工作做好，他临摹古人的字帖。“一开
始只是把书法作为工作助手， 后来发展成了
兴趣爱好。 ”田其湜说。

两年后， 田其湜遇到了他书法的启蒙老
师滕明瑞、张鸿初先生，之后又相继拜知名书
法家李立、颜家龙、符阴闿为师，学习楷书、篆
书、草书和篆刻。

田其湜生活上很节约， 但购买书法书籍时
毫不吝啬。 1984年，他花了近一年工资300多元
购得《小屯南地甲骨》，并视为“珍宝”。 2011年,田
其湜和妻子滕明慧去北京、天津、南京、江西、长
沙等地进行了近一个月时间的“采稿”，一次就购
买了3万多元的书法书籍共80多本。

1992年，在学习刻印时，田其湜需要找书法
工具书。“为了找一个字，我查找了很多的相关书
法书籍，发现很费力。 ”田其湜说，当时受元代书
法家赵孟頫的《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启发，心想：

“如果能编写一部上档次的书法工具书，给广大
书法爱好者学习、创作和书法研究提供方便，那

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由此，他确定了
《六体书法大字典》的选题。

坚持26载编出两套
书法大字典

“哪有个人编纂大型工具书的？ ”
田其湜这个“选题”推出后，没有得到亲

友的认同。 他们觉得大型的工具书，需要专业
团队才能完成。

当时，李立先生非常支持他，家里相关书
籍、资料借给他用，还给他补写了很多范字，
并给出版社推荐。

田其湜介绍，《六体书法大字典》 稿字的来
源，以出版物为主，以及请书法名家补写范字等。
田其湜有个习惯，他平时喜欢集字资料，哪怕只
有一个字，一张图片，他都积攒起来，作为素材。
现在，《六体书法大字典》中很多字都是“查无存
稿”。 如，“鹤”字，其“南宋刻石”是个很独特的小
篆，有象形文字趣味，又有装饰性、变形美等多种
元素。 该字是田其湜平时阅读时收集的，在别的
工具书中找不到。

经过11年不懈努力，在曾主陶、黄楚芳、
廖铁3位出版界人士的相助下，2004年7月，

《六体书法大字典》正式出版。 该书收集单字
字数共4856个，重文总字（含字头）共计12万
余字， 填补了我国汉字六大字体归纳汇总方
面的空缺。

书出版后，田其湜经常不停地翻阅，不是
找自豪感，而是自我“挑刺”。 他发现，该书存
在多处错误和重复字，还有些字质量差。 2005
年，他萌发了重订此书的想法。

2005年5月，田其湜突发脑溢血，“在鬼门
关走了一遭，幸亏抢救及时，才捡了条命。 ”滕
明慧回忆，住院期间，田其湜跟她提的最多的
就是， 他想抓住有限的光阴完成重订此书的
夙愿。

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并非易事。 其中，工
作量最大的，当数请书法名家补写范字了。

缘何一定要请书法名家补写范字？ 田其湜
的看法是，书法艺术的传承发展应该跟随时代步
伐， 不能守旧，“我看重书法文字艺术的延续、继
承和发展。 如果没有书法名家补写范字，这套书
也可以出版，但质量档次就会低几档。 ”

2011年， 他前往北京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办
公楼， 想找几个书法名家为该书补写六体生字。

“一开始办公楼我都进不去。听说我来‘求字’，守
门的大爷说，名家的字都是要钱的，你不会是骗
子吧。”田其湜只得一个劲地解释，编书法工具书
是公益性质的，自己也贴钱。编纂其间，幸亏得周
用金、汤厚松两位友人相邀国内9位知名书法家
补写范字，才得以完成。

“编纂这两套书，两次得到20多名国内享
有盛名的书法名家鼎力支持， 对六体不全的
汉字免费补写范字。 ”田其湜欣慰地说，其中，

著名湘籍书法家王超尘先生年过90岁， 还为
该书补写范字。

2018年8月，《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由北
京荣宝斋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海内外。 中国
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先生题写书名， 著名
书法大家李铎先生作序。 该书分3册， 共计
3100余页145000余字。

出20多本书
是为了社会需要

熟悉的人都知道， 田其湜做起事来喜欢
“较真”。《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的5100多个
小楷字头，就是他从自己书写的4万字中精选
出来的。 他说：“是想让字头与书中的书法艺
术融为一体，使整套书中更富有艺术气息。 ”
李铎先生在序言中说：“编者以精湛小楷书写
字头，又给此书增加了新的亮点。 ”

“这是我的恩师李立赠给我的4个字，告
诉我学书法的路很长，鼓励我要有远大抱负，
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田其湜指着墙上的一幅
书法作品说，这4个字影响我一生。 记者一看，
是“任重道远”。

“老师教我编书写字和做人一样，必须精
益求精，马虎不得。 ”田其湜说，艺术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 田其湜在其60岁的时候，拜
在我国当今篆刻大师熊伯齐先生门下， 学习
篆刻艺术。

田其湜爱编纂书法书籍，截至目前，他已
出版了20多本书法书籍。 其中《古今书法集
汇》10册，分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
行书（一、二）、章草、行草、狂草等。 此外，热销
的还有《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作品
汇集》《小学生钢笔楷书字帖》等。

田其湜指着书房里《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
的14本书稿说，这14万多字，都是其妻子一个个
手工剪贴上去的。《重订六体书法大字典》正稿经
两次排版， 用正稿纸经过一年多时间粘贴完成。
几乎每天要工作16小时。“要感谢的人很多，特别
是我的妻子。 ”他深情地说。

出书很多，他说并非为了赚钱，自己想得
更多的是为社会所用。 田其湜说，编纂这些书
把毕生积蓄都投进去了。 看到自己编纂的书
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他认为所有的付出都值
得。“愿做中国书法传承发展路上的一颗铺路
石，为中华书法传统文化传承出一份力。 ”他
欣慰地说。

� � � � 他曾是个仓管员，情牵书法26载，出版了20多本书法书籍，特别是编纂出版了两套
六体书法大字典，得到了书法大家的高度评价。 今年64岁的他，仍然沉醉书法———

田其 ，书法传承的铺路石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4月30
日，华菱集团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报，集团公司1
至3月实现营业收入317亿元，同比增长20.03%，
实现利润总额22.94亿元，同比增长16.92%。

中国钢铁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华菱集
团一季度利润总额挺进行业前三， 销售利润率

居行业前列。
一季度，受钢材价格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钢铁行业利润空间有所收窄；华菱
集团通过持续推进精益生产、 销研产一体化和
营销服务“三大体系”建设，提高生产效率，加大
降本增效和结构调整力度， 仍然保持了较高的

盈利水平。
目前，华菱集团主体评级升至AAA，跨入国

内最高信用等级行列；聚焦“降杠杆”，资产负债
率有效降低；通过推进智能制造项目，深入三项
制度改革，主要子公司湘钢、涟钢人均年产钢超
1000吨，进入行业前列。

华菱集团利润总额挺进行业前三
一季度利润总额超22亿元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何
力杰)4月30日， 湖南建工集团发布一季度主要经
济指标，业务量、总产值、利润同比均大幅增长。

今年以来，湖南建工集团积极转变市场经营模式，
加快推进战略经营、区域经营与专业经营，收获骄人业

绩。一季度新承接业务量447.01亿元，同比增长58.97%。
在收获市场“大单”的同时，湖南建工集团的经济效益也
持续向好。 一季度完成企业总产值256.82亿元，同比增
长25.57%；实现利润总额4.71亿元，同比增长32.51%。

发展加速度，改革不停步。 截至4月底，湖南建

工集团已全面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分布在
全省10个市州83个职工生活点供水供电完成改造
移交，物业移交全部签订正式协议；压层级减法人
工作持续推进，累计减少法人单位68家、非法人单
位152家；僵尸企业出清工作进入后续收尾阶段。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表示，下
一步，集团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发展动能，进一
步拓展区域市场，重点关注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京津冀、雄安新区、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新疆
等重点投资市场，提升区域市场的占有率。

湖南建工集团一季度全线飘红
实现利润4.71亿元， 同比增长32.51%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陈继伟

“吕昌发被免职是咎由自取，
作为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本该带头
维护党纪国法，却为敲诈勒索违法
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我们将以
此为戒，加大对干部的警示教育力
度。 ”

4月22日， 辰溪县仙人湾瑶族
乡纪委书记邓书航告诉记者，今年
3月， 继吕昌发被免去龙虎溪村监
督委员会主任职务后，该村群众党
员曹仁德也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以集体的名义， 签订
非法合同

2017年底，仙人湾瑶族乡龙虎
溪村4组为筹措修建机耕道经费，4
组组长兼村监督委员会主任吕昌
发找到在乡里开砂场的吕某球、吕
某祥商谈出租采砂权一事，双方一
拍即合。

因为沅江河该段时常有采砂
船在此采砂，吕某球、吕某祥早就
想在船老板身上“发点财”，经4组
村民代表同意， 两人以2.88万元的
价格非法租得4组沅江河段8年采
砂权 (村组一级无权签订河道采砂
合同)。

两人欲以同样方式取得5组采
砂权，但群众不同意，只好打电话
给在5组有威望的好友曹仁德（党
员）， 要他从打工地浙江回家“帮
忙”。 曹仁德回来做通了群众工作，
将5组采砂权以1.2万元出租给了吕
某球、吕某祥5年。

胆大妄为 ， 公然为
敲诈勒索“站台”

“沅江河龙虎溪村4组、5组这
段采砂权已经被吕某球、吕某祥租
赁承包了，你们以后采砂要经过他
们同意。 ”2018年初，吕昌发和曹仁
德陪同吕某球、吕某祥到采砂船上

告知船主。
“从现在开始，你们采砂必须

要交‘资源费’，砂石一方2元，沙子
一方10元， 淘到的金子要分一半，
如果不同意就不能在这里采砂。 ”
吕某球等人向船主们宣布，并要求
将采到的砂石、沙子优先供应给其
开的砂场。

“他们不仅要收‘资源费’，而
且沙子收购价比别处低，但他们都
是在社会上‘混’的，加上又和4、5
组签订了合同， 报警又怕他们报
复，做生意的讲究和气，宁愿少赚
点。 ”船主李某委屈地说。

有了村干部、 党员的撑腰，吕
某球、吕某祥更加肆无忌惮。 先后
多次从采砂船主曹某峰、曹某宽处
敲诈了3万多元和9克沙金，正当吕
某球、 吕某祥继续实施敲诈时，被
县公安机关抓获。

纪 委 监 委 出 击 ，
打“伞”破“网”

2019年1月， 辰溪县纪委监委
收到仙人湾瑶族乡龙虎溪村吕某
球、吕某祥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案后
可能隐藏有“保护伞”的问题线索，
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专案组依法调取了相关案卷和
资料进行认真审阅，并和公安机关的
办案人员进行了充分沟通。通过集中
会商、分析预判，一致觉得背后可能
存在“保护伞”和“关系网”。

“非法合同是怎么来的？ 我建议
从这里入手。 ”分管领导经验老到，为
办案指明了方向， 带着这样的问题，
专案组深入龙虎溪村进行初核。

专案组在村里住了多天，和所
有关键证人都进行了当面取证。 在
看守所内，专案组提审讯问了吕某
球、吕某祥，两人如实供述了“保护
伞”吕昌发和曹仁德及其在该案中
所起到的作用，和前期调查相互印
证，这起敲诈勒索犯罪的“关系网”
终被纪检监察干部连根拔起。

荨荨（上接1版）
“既谋求经济发展，也注重人居环境改善。”黄

宜平说，目前，全村有1300多位村民从事旅游及相
关产业。

“如不增产，你就摘我的”
说话间， 已来到了高桥村村部。 村党总支书

记、主任李思佚的办公室挤满了人，很是热闹。
“支书，什么时候也将我家油茶低改一

下?”
“不心疼茶树被砍，不担心减产了?”
“我们现在明白了，共产党做事，全是

为了百姓好，别说把茶树树枝剪了，就是把
树根拔了都可以!”

原来，村里正在商议今年油茶低改的事。
油茶树低改后，每亩增收3倍左右。看到低改
了的收益这么大，没改的村民开始急了。

高桥村属于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有
种植油茶的传统， 很多年前就种了上万亩油
茶。然而，由于疏于管理，每亩年收入才500元
左右。2016年，旅游没兴起时，村支两委决定
对全村万亩茶林分批低改，以增加百姓收入。
然而，进展并不顺利。

因为低改，除精细管养外，还要对茶树
优化，该砍的要砍掉。低改当年，确实会影
响到产量，部分村民只顾着眼前利益，坚决
反对。

李思佚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一
次村民代表大会上，老党员、老村干部李宗
新被激怒了，说：“如不增产，你就摘我的!”

今年72岁的李宗新对记者说， 他入党
43年了，对于党的政策，他都是第一个站出
来拥护。“以前林老跟我还是一个生产队

的，我也不能给他老人家丢脸。”李宗新说。
通过党员干部的推动， 高桥村完成8000多亩油

茶低改，其他4000亩正在计划中。低改后的油茶每亩
创收2000元左右，仅此一项，全村增收超过了千万元。

“一个人富，不如大家都富”
正是春天深耕时。走出村部，记者深入田间地

头采访，看到的都是村民忙碌的身影。村民林明学
干劲十足，在组织人力整修堰塘，开始莲鳖混养前
期工作。

林明学是村里的致富能人，是他将莲、鳖引进
村里，兴起了产业。他的莲鳖混养面积有200多亩，
年收入100万元以上。“荷花莲籽可喂养鳖鱼，鳖的
排泄物可肥沃土壤。”林明学说，这种模式养出来
的鳖，营养价格高，而莲籽产量也提高不少。

在旁边认真观察的村民吴纯元“摩拳擦掌”，今年
他也想莲鳖混养。吴纯元说，他以前不喜欢从事农业，
在外漂泊半生也没干成什么事，直到近年，看到家乡
各项产业风生水起， 才回乡跟着林明学学种莲子。现
在他一年收入也有几万元，越干越有信心，计划今年
把居住多年的土砖房给拆了，建栋新房住。

在林明学的带动下，村里莲子产业从无到有，
发展成千亩产业。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建起了
莲子加工厂，一亩莲子产值高达两三千元，全村有
100多人从事莲子产业。“一个人富， 不如大家都
富，大家生活好起来了，我也算没给林家人丢脸。”
林明学说，他是林家后人，也是一名党员。

据悉，高桥村有971户3282人，现在年人均收
入达8500元左右。李思佚说，今年，村里成立了红
色旅游发展公司，正在打造“林伯渠故居红色旅游
研学营地”，大部分村民参与了进来，大家正奋进
在幸福道路上，享受新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

奋进在幸福道路上

破除敲诈勒索案
背后的“关系网”

� � � �田其 出版的部分书籍。 雷鸿涛 摄

� � � �截至1月25日，田其 已经出版20多本书法书籍。（资料照片） 雷鸿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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