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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掇英

几生修得到梅花
梅永禄作品

鄢福初

翰墨飘香

邬惕予先生，湖南新化人，蛰居僻乡写了一辈子的
字，70余年笔耕不辍。 其楷书精严险劲，秀逸典雅，自成
一格，世称“邬体”。
先生书法取法唐人欧阳询，欧书严谨峭劲，不取姿
媚之态，笔力险劲，森森然若武库矛戟，历来被推为楷
书极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人习楷面对毫发死生
的欧书，一方面如对圣贤，敬若神明；另一方面又不免
常有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挫折感，盖效浪子游冶易，学圣
人端居之难也。 我常常想，欧体那种近乎决绝的精严险
劲，有苦心极力之象，稍缺宽裕温和之气，实与他一生
的悲苦与隐忍有莫大的关系。
清末湖湘名家黄自元承接了欧字用笔和风格，他的楷
书尽管过于整肃而失灵动， 多法度而少情趣， 仍然风骨凛
凛，孤峻之气咄咄逼人，他的《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更是影响
后世学欧最为深远的作品， 然黄书毕竟工于规整， 失之险
劲，只能当习书者之初学范本，于艺术一门远矣！
今惕予公同法欧书，以江南山水之灵秀气质，于法
度中略施个性，力求体势外拓，结字紧密，强化舒展与

九秩同窗
梅永禄
姚子珩

荆河戏的渴望
王明义

“听说上面有精神， 为研究解决地方荆河戏配套
班底保护，确保地方荆河戏艺术薪火相传，实行一县
一团重点扶持。 ”临澧民营国风荆河剧团荆河戏传承
人翟丕珍心里乐开了花，好几夜高兴得睡不着觉。
翟丕珍是国风剧团的台柱子，科班出身，专攻小
生行。 师从郑士贞、张运浩、鄢安奎等荆河戏名家。 她
谦恭好学，戏路宽，念白清晰，唱腔圆润，动作优美。 擅
长文武小生、反串武旦、老旦，善于以唱功、做工刻画
剧中人物形象，享有“荆河戏小生泰斗”的誉称，受到
沅澧一带观众的喜爱和热捧。
临澧之有荆河戏， 得益于蒋家。 据传， 咸丰
（1851-1861）末年，临澧县城的蒋家从湖北沙市娶来
一房媳妇，娘家是有钱人，陪嫁了一个“长”字派科班。
戏班在蒋家演出几场以后， 艺人们纷纷回老家了，只
剩下一个张长贵，蒋家遂聘张长贵为师，张榜收徒，出
资创办了“福”字科班，是临澧县荆河戏班的首创。 福
字班出科后，定名为“同福班”。 临澧荆河剧团是由同
福班、安福班合并组建，更名为临澧县国风剧团。 新中
国成立后，荆河剧演出经历了“高峰”“低谷”“复苏”的
发展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县政协副主席、县文联副
主席肖耀庭， 县文化馆馆长颜家庆先后改编和创作
《杨门虎将》《孟良一家》《狸猫换太子》《程咬金招亲》
和《双合印》《杨八姐闯幽州》《玉麒麟》《状元媒》《宋士
杰告状》，在常德地区轮回演出，场场爆满，轰动湘鄂
两江（荆江、澧江），享誉三湘四水。 上世纪90年代初
期，由于电视、歌舞等多种文艺事业的发展，冲击了
“一枝独秀”的荆河剧，演艺走向“低谷”，县荆河剧团
基本停演，大部分演员改行自谋职业。 时任县政协秘
书长、 县统战部副部长莫家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

写了 《振兴常德地区传统戏之我见》《为振兴荆河戏说
几句话——
—破戏剧消亡论》《关于认真解决“三个青黄
不接”，振兴荆河剧的建议》等文，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
视。
临澧在县委宣传部、县政协组织举办中青年演员
技艺比武，农村业余荆河戏调演挑选尖子演员，优秀传
统剧目赴省、市参加比赛，荆河剧团下乡轮回演出等，
并在剧院演出传统戏《林冲夜奔》，名演员张阳春饰林
冲，屈天墉饰高俅，王明友饰高衙内，公演3天，精彩的
表演，受到观众热捧，为复苏临澧传统荆河戏夯实了良
好基础。 县委、 县政府将拯救荆河戏这一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恢复和振兴提上了工作日程，成立了振
兴荆河戏领导小组，组建了民营国风荆河戏责任有限
公司，聘请肖耀庭为戏剧音乐作家和导演，重新挖掘改
编优秀传统戏，为剧团装备了新的服装道具和一辆巡
回演出专车，常年组织剧团下乡巡回演出，让农民看好
戏。 至此，临澧荆河剧走上“复苏之路”。
为振兴荆河戏，原临澧荆河剧团的部分老艺人李
德苗、邵家安放弃城镇休闲，为传承荆河戏随剧团东奔
西走，既当导演又粉墨登场，主角、龙套一起上，受到观
众的赞扬。 随着“政府买单，群众看戏”政策的出台，荆
河戏更加深入人心。
剧团团长易腾一说：“目前剧团长期坐庄的就是我
和妻子翟丕珍了， 每逢演出都是临时招兵买马。 好在
有那些挚爱荆河戏的老艺人召之即来，又有喜爱荆河
戏的群众捧场， 倒也过得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荆河戏虽有了生存的土壤，存活下去仍需要政策的扶
持、社会各界的支持。 ”
“由于人少，收入低，加上大部分老艺人年近古稀，
剧团缺人成了大问题。 希望政府能早日组建科班，培
养后备人才，解决演员青黄不接的问题，让荆河戏得到
更好的传承。 ”翟丕珍说。

《
音乐家》：
一个刚毅而多情的灵魂
6月22日，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
元闭幕式举行。 电影《音乐家》收获传媒关注单元组委会特
别荣誉， 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女演员荣誉也归属电影 《音乐
家》中小卡丽娅的扮演者迪纳茨·努尔赛伊提。 由胡军和袁
泉等中哈两国演员联袂出演的《音乐家》，改编自著名作曲
家冼星海的真实经历。 讲述了他在卫国战争时流离海外、被
哈国音乐家救助以及他作曲成就的故事。
作为中哈两国“一带一路” 框架下人文交流的重点项
目，电影《音乐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1940年，冼星海受
国家重托，化名“黄训”远赴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
军》配乐。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因战乱辗转来到哈
萨克斯坦，胶片也不幸丢失，幸好碰上古道热肠的音乐家拜
卡达莫夫。 当时气温严寒，冼星海衣衫单薄，拜卡达莫夫不
仅将他带回自己的家，还把他留在自己的乐队当小提琴手。
冼星海被拜卡达莫夫送到其姐姐达娜什的家中照顾， 达娜
什的丈夫上前线参战，自己独自拉扯年幼的女儿。 兵荒马乱
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冼星海的真诚和逐渐展露的音乐才华，
让达娜什一家人慢慢走近。 影片中，冼星海时常躺在床上发
呆，端详着照片，思念自己远在中国的妻女。 达娜什的女儿
唱起中文童谣，彼时镜头切换到冼星海的妻女，他们也在思

岂徒一乡一邑之光！ 先生身历世屯，吾辈生当盛世，问
学途殊，其要则乃弘毅耳，路漫漫其修远，翘企高风，前
人尝有浩叹：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先生已邈，时移世易，但留墨迹遍三湘。 观先生之
书，如遇秋林野烟，有萧疏淡雅，雾气升腾之感。 细细品
味，有如老僧论道，忘之寝室。 品玩先生之书，想念先生
之人 ，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艺路跋涉

粉墨春秋

影视风云

王珉

邬惕予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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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青年书家胡文杰， 湘潭人。
自小旦夕砥砺，临池不辍，灵山秀水，
文风艺雨，沾溉久远。
文杰于艺道心摹手追， 矢志不
移。 其天性尚幽默，好清茗清谈，每与
论艺，识见时相暗合，亦多清雅之论。
近日， 文杰以近作法书一卷见示，言
不日付梓，以问道于同侪，嘱为之记。
文杰擅书，圈中人所共识，寻踪书
道正宗，手录心追，数十载孜孜以求，是
所谓好之而后乐之， 乐之而后痴之者。
他数十载功用不虚，入唐入晋，远溯秦
汉，五体兼及，碑帖并重，无不以古为
师，宗经奉典。 其楷书法度谨严而宽严
有致，尤以小楷为精到，结构妥帖而骨
力丰盈；章草则宗索靖、皇象之润而兼
陆机之拙。 此皆书道之正途也。 文杰雅
好诸艺，时所参悟，喜读书，能诗联，此
皆书法自我面目养成之门径。
前人论书，以为需“得技进道”，
诚嘉言也。 苟本末倒置，无有本末，木
必枯亡。 同理，于中国传统书画，技为
末，道为本，本末不明，则追艺如南辕北辙。 技乃
外在，目所能及，道居内，内实于心，未可备述焉。
旧时庠序悬联，有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
游于艺”，足可明道为德仁艺之根本。 我经常与文
杰论及以上，心口相契，故深知其追慕经典，崇尚
前贤。 其于书道之深刻理解，于文化修为之自觉
坚守，常令我心生敬佩。
前人云“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 务
也……惟其笔妙则可垂后，与文俱传。”有谓书画乃文
人之余事，欲工书，先通文。 文杰勤研格律，能诗联，集
中所录多首（副）自撰之作，如七言联
“
风吟佛号当梵
唱，雨洗禅心悟性空”
“
不以功名登富贵，且从翰墨入
奢华”， 皆清新可读。 其七绝有云
“
清夜无尘月似秋，
放舟湘岸入江流。 风帆载我归何地， 海阔天空四处
游。”
“
春风磨砚自思量，雾散云开赋草堂。曲宴挥毫何
必酒，青山未改热心肠。 ”以手写心，能抒胸臆。
文杰极能入静。 抄经，动辄十数万言，文杰屡
为之；更深夜静，伏案苦读，深信“三分写字七分读
书”之至理。 黄山谷曰“心意闲澹乃入微耳。 惟用心
不杂，乃入神要路。 ”为人当如此，为学亦当如此，
学书何尝不如此？ 富天才、明法则，深功力，欲求书
工，此其道也（丁文隽《书法精论》语）。 文杰外重其
技，法则既明，功力日进，倘能不懈诸胸次，则功成
当可计期。 以项穆书法三要“清整、温润、闲雅”观
之，文杰之书，清整已得，温润渐次充盈，而闲雅尚
待稍补。 以文杰之明，或早已悟得。
文化学者、 著名旧体诗人马飞骧有诗曰：文
雄入朴逸，杰立造精微。 借以评文杰之书艺，也许
合适吧。

，

我在湖南省老年大学学习书画已有10个年头，在此结
识了许多的同窗。 其中最令我敬佩和难忘的是年逾90岁的
梅永禄先生。
每周四上午省老年大学的书法沙龙课，近70个座位最
后排总是坐着一个身材瘦削、精神矍铄、情态专注的白发
老人。 他就是梅永禄。 他听课专注，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述，
时而记笔记，时而挥毫习字，时而锁眉思考，课间休息时则
和老师同学们开展书法学术讨论……这样上课，梅先生已
经坚持了30多年。 他不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听书法课，间
或还听花鸟、山水画课。
梅永禄先生坚持长期学书法的动力，是源自毛泽东主
席的嘱托。 1963年春，梅永禄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平化的秘
书，一次向毛主席汇报的会议上，毛主席看到梅永禄用毛
笔小楷写就的调查报告，用寄予厚望的眼神看着这位年轻
秘书说：“毛笔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人一定要把
毛笔字写好啊！ ”从此，梅永禄牢记毛主席的嘱托，每天抽
空练习毛笔字，出差都带着纸笔墨砚，见缝插针练字，持之
以恒，坚持不懈。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老上级王任重，得知
他练字如此刻苦，还送给他一本柳公权《玄秘塔碑》，他反
复临摹背帖，走到哪学到哪，以至于对柳楷娴熟于心，几可
乱真。 王任重担任副总理后，还曾帮他联系赴京办书展事
宜。
梅永禄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拜师学艺，课后还经常
登门求教李立、王友智、曾玉衡等书画篆刻大师，并参加中
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班学习。 他在一次请教曾玉衡老师的
对话中悟出，练字必须十分刻苦勤奋才能进步，于是每天
都要习练1000字以上， 休息日常常从早上六点练到晚上
10点，练了数十年，墨汁用了百斤以上。 王友智评价他楷书
写得好，是下了苦功的。
在练好楷书的基础上，他又向篆、隶、行、草多种书体
发起冲击。 特别是习练草书，他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草书辩
证法学说，反复过细研究草字的相貌、筋骨、神韵，揣摩结
构的大小、疏密，点画的长短、粗细、黑白、浓淡、显隐的关
系，将哲学思维应用于草书书法之中。 尤其注意研习古草
精选本《千字文》、王羲之《十七帖》、于右任《标准草书》，苦
练十余年，终有所成。 节选的《梅永禄书画篆刻作品集》有
12页自选草书作品，既承袭古今百家之精华，又基本形成
了自己的风格。
他还注重习练国画，梅兰竹菊悬挂厅堂，五彩斐然；鹰
虾虫鱼，翔空跃池，活灵活现；群峰堡阁，百舸争流，莺飞荷
香……梅先生的国画题材广泛，画风朴雅，颇具唐风宋韵。
篆刻国画大家李立在梅永禄的竹石图上题字赞曰：“永禄
老友的竹作用墨合度，结构严谨，可见功夫不负有心人。 ”
李立对梅先生的印章也视作高徒佳品，倍加赞赏。
作为同窗和曾经的同行（梅永禄曾担任过湖南日报社
总编辑），他邀我去他画室参观。 只见室内墙上全是他近期
书画新作。“90后”老翁依然壮心不已，夜以继日创作书画，
毛泽东那句“要写好毛笔字”的嘱托，始终在他耳畔回荡。
这是一种弘扬传统文化的爱好，更是一种情愫、一种担当。

挺拔之势，且参以行书流动笔意，使线条富有圆润与立
体质感，运用笔之弹力于随意处见意趣，张力四射，秀
色可餐！ 尤其小字行书中宫紧密，四周放纵，法度精严
而又飘逸灵动，喜用浓墨积墨，孤峰崛起，鹰隼摩空，给
人以山石嶙峋、丘陵新绿、苦尽甘来的愉悦，开拓了楷
书新的境界。
湖湘梅山腹地，重山叠岭，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
质刚坚，民性倔强。 钱基博称：“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
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湛深古学而能自辟
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
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三位湖湘书家精神前后相贯，
可为佐证。
“落花无言 人淡如兰”。 邬惕予先生长期僻居湘
中，以萸江一怪自署，终老梅山乡野，茹苦含辛，守己以
贞，以书自娱，从容涵泳，遁世无闷。 故乡梅山从来不乏
特立卓异之士，各自的性情、志趣、际遇或千差万别，刻
苦、坚忍、弘毅的精神意趣则今古同辙。 先生对书法纯
粹的热爱，一辈子的苦修，毕竟幻化出一段老树春来也
著花的魅影，足可慰也。 先生的品格足为学人楷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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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着冼星海，以泪洗面……
观众能从冼星海和达娜什的两个孩子眼中， 读出家与
国的爱恨情愁。 冼星海教达娜什的女儿唱中文童谣，而女孩
教冼星海讲哈萨克语，他们相处得就像是一家人。 这些美好
的时光，都和音乐有关。 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生活艰苦，但冼
星海不舍昼夜地创作，并融入了哈萨克斯坦的民乐元素，创
作了许多名曲。 其中，《阿曼盖尔达》是为了纪念哈萨克斯坦
民族英雄阿曼盖尔达的乐章， 传达出战争场面的紧张和民
族音乐的韵味。 冼星海作为音乐家， 以音乐作为自己的武
器，用自己爱中国的心，也爱着哈萨克斯坦人民。 不管在哪
里，他的音乐和爱都会生根发芽，鼓舞着那里的人民。 因为
音乐的语言是相通的。
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时代的苦难与悲壮， 汇集在
这部电影中，让人沉痛缅怀那段历史。 冼星海在异国他乡遭
受苦难时，仍心系祖国。 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哈萨克斯坦和
中国人民的掌声，是对音乐的褒奖：“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

卫全中国……”每当听到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原本
平静的内心都会血脉贲张，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1937年抗日
战争爆发，中国人民掀起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热潮，这首历史
绝唱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赞歌。 电影通过这
些音乐，将思想和感情隐藏在每一次乐队演奏中，并通过回
忆的蒙太奇和背景音乐，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
《音乐家》以倒叙的结构，从结尾又回到片头。 冼星海的
伟大在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演奏， 在音乐的陪伴下
谢幕。 冼星海的女儿和达娜什的女儿，隔着蒙尘的事物，由
近处着眼，从远处回归，镜头始终没有离开哈萨克斯坦的雪
山。 因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帮助了冼星海，也帮助了冼星海的
两个“女儿”，找回过去失去的爱。
片末两个“女儿”如今都成为了满头银发的老人，她们
泪眼相向。 她们在翻阅那些黑白的老照片时，领悟了冼爸爸
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一件事——
—那就是音乐。 音乐成就了
冼星海的人生，也传达了对她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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