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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柏威

从小喜欢唱歌，曹志强经常“一鸣惊
人”。

初中毕业报考中专， 曹志强没有正
式上过一节乐理课。站在考场的楼下，带
队的老师王爱兰说：“你就唱《让我们荡

起双桨吧》。 ”他点点头，蹬蹬上楼，唱完，
成为益阳师范1988级音乐特长生。

十余年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声乐
系。声乐教室里，导师沈嘉正在给刚入校
的新生试音，曹志强唱完《洞庭鱼米乡》，
年逾古稀的导师欣喜地抱住他， 转了两
个圈，喊道：“孩子，你这是啸音啊!”

拜入《洞庭鱼米乡》的首唱者何纪光
门下，也大致如此。 那时候，曹志强还是
武警湖南省总队文工团的战士， 一次和
何纪光同台，会后战友告诉他，何老师夸
你嗓音很好啊，不如去拜师。这个出生洞
庭湖畔，只见过“湖里风浪”的小伙子，提
了几斤苹果，敲开了何纪光的门，当天下
午，何老师就给他授了4小时的课……

从洞庭湖的泥娃子到走出湖南的歌
唱家， 曹志强一直坚持将洞庭湖写进自
己的歌中，唱入别人的心里。他被媒体誉
为“三代洞庭歌演唱者”之一何纪光的承
继者，也被歌坛评价“声音高亢明亮，表
演朴实大方”，是湖南乃至全国民歌界的
中坚力量。

曹志强出生于1973年， 唱了多久的
歌?他说应该从两岁算起。 当时他的姐姐
刚进小学，回来哼唱入校新歌，不想曹志
强竟然无意中学会了。直到现在，他还能
清晰记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

和音乐特别亲近，这样的故事，在童
年时期的曹志强身上屡见不鲜。 上个世
纪70年代，洞庭湖畔住着不少下放知青。
有一次四五个知青结伴从曹志强家门前
经过， 众人齐声高唱《志愿军进行曲》：
“雄赳赳、气昂昂……”，声音齐整又有气
势，“惊得洞庭湖上的鸟一阵乱扑”，仅有
3岁的曹志强完全被吸引住了，一路跟在
他们身后，过了一两个生产队，才折返回
家。“爸妈正担心我去了哪里”， 曹志强
说，他告诉父母原委，并把新学的歌唱给
他们听， 一家人惊诧不已。 直到上中专
后，曹志强才知道，在专家的眼中，这是
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也是常被称作天
赋的东西，而且倘若能时常打磨，随着岁
月和阅历的增长，它会愈发沉淀，催动脑
中的音符如同酒香一样四溢。 曹志强前
段时间刚刚完成了一首新歌。 当时他在
《词刊》 上见到有人发表了一阕好词，词
名《公仆》，他一读就很有感觉，随手抓起
笔， 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谱曲，“旋律完全

是心底流出来的”。 他靠这种灵感，每年
至少创造8到10首新歌。

2002年，曹志强获得了“罗平杯”大
赛一等奖，刚走出人民大会堂颁奖现场，
他马上腾出一只还举着奖杯的手， 掏出
手机给老师何纪光打了个报喜的电话。
此时拜师何老师门下快有4年了。电话中
何继光老师祝贺他， 勉励他。 和老师一
样，曹志强唱歌，讲究“甜、脆、水、透、
美”， 他说这是何纪光开创的一种新唱
法，名叫“新型湖南高腔山歌”，特点是高
声区真假莫辨，音色轻松明亮。

2003年3月，曹志强离开生活了5年
多的部队， 投入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五凌电力艺术团， 担任男高音独唱演
员，彼时何纪光老师离开人世已有半年。
从此，曹志强在很多赛事、晚会等场合都
会演唱《洞庭鱼米乡》，他说，这一方面是
对老师的纪念，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家
乡的感情。

曹志强出生于益阳沅江共双茶垸，
这里正好是洞庭湖区的中心， 如今无论
是晚会上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 还是在
生活的场合和几个朋友小聚， 曹志强
总会献唱《洞庭鱼米乡》，他说每当这
首歌的第一句旋律响起， 家乡那烟波
浩淼横无际涯的画卷就会在他的脑中徐
徐打开，正是这段刻入骨髓的生活，才有
助于他更好的绽放《洞庭鱼米乡》 的精
彩。

不仅唱歌， 在创作上曹志强也把家
乡“洞庭湖”当成了一个宝矿。 1999年他
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我的家乡在洞
庭》，2007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郎在
外间打山歌》， 其中就有4首歌唱洞庭湖
的曲目。 专辑中另有一首歌歌名叫《老
爸》，每当曹志强唱起这首歌时，总会想
到他长眠在洞庭湖畔的父亲。他说，这或
许就是音乐这门艺术最大的意义， 即便
是一个小小的音符，承载的也是对亲人、
对故乡、对这世界深深的爱。

希舜门下有徐爷
吴希

徐健， 今年93岁。 他是我父亲的老师， 也是我的
书画启蒙老师。 我喊他“徐爷”。

月初，徐爷给我电话，说应邀要去上海开个人书画
展。 我不好劝阻，但和父亲都担心他的身体能否经得起
车旅劳顿，是否适应饮食不同于老家的上海生活。 我们
的心一直忐忑。 前不久，老家来电话，说徐爷自沪上顺
利归来。 我久悬了一周的心，终于放下来。

徐爷1925年生在汉寿， 家境贫寒。 因外公家开荒
出百十亩湖田， 将他接过去抚养， 送他上学念书。 好
学的他， 考上了湖南省立第四中学 （常德一中前身）。
在那里， 他遇到了美术教师刘奇踪。 刘先生认为他有
天赋， 将来一定会吃画画这一碗饭。

湖南桃江籍大画家高希舜1931年在南京清凉山上
创办了南京美专。 1937年， 淞沪会战爆发后， 上海、
南京各个学校纷纷内迁。 第二年初， 高希舜将美专迁
到了老家， 将一栋高氏祖宅改成了临时校舍， 两年后
重新择址修建校舍。 南京美专在桃江， 依然保持了在
南京的学制， 为大专性质。

1945年， 徐爷高中毕业， 拿着自己的书画作品，
报考不在南京的南京美专， 系统地学习中国画、 西洋
画、 素描、 白描、 美术理论等， 并选修了诗词、 古典
文学、 外语。 在南京美专， 他结识了王憨山、 莫立
唐和欧阳笃材等一大批同学， 遇到了高希舜校长和伍
纪云等老师。 伍纪云很喜欢这个学生， 还将自己的好
友、 书法家高晓岚请来教他的书法。 伍、 高二先生相
互揶揄， 说： 伍纪云会画不会写， 高晓岚会写不会
画， 但徐健会写又会画。

徐爷左右开弓， 书画并进， 高希舜对他青眼有
加， 要他领着八位同学在益阳、 常德等地办南京美专
书画展。 徐爷有一方“希舜门下” 的闲章， 常用它做
压角章， 这是徐爷对南京美专的纪念， 对希舜校长和
纪云老师的怀念， 对自己的勉励。

新中国成立初， 汉寿县新建人民政府。 徐爷成为
教育科首席科员， 具体负责事务。 7年后徐爷主动要
求从机关转到学校， 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一直干到离
休。 赋闲在家的徐爷反而更忙了。 他有了大把时间专
攻书画创作， 涉猎花鸟、 山水、 走兽等自然风物， 研
究楷行隶篆的结体布局和蘸墨走笔， 艺术风格苍古高
华， 清新隽永， 彰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博大精深的
湖湘文化。 他写笔也写心， 写出了 《国画写意讲稿》
《花鸟画技法》《山水画浅析》 等一系列理论著述。 他
的作品， 散见于各种专业报刊， 出现在各种展厅， 藏
于海内外藏家和机构， 刻上了诸多著名的碑林景区，
获得了不少赛事的嘉奖。 1999年南京美专校友书画展
在海峡两岸三地巡展， 徐爷的多幅作品受到了好评和
青睐。

虽然年近百岁， 徐爷写字作画， 手不颤， 笔不
抖， 走起路来劲头足， 朋友雅集二两酒。 当我问他的
养生之道， 他说， 每天写， 坚持画， 既动了脑筋， 又
做了运动。 前不久， 他在电话里和我说， 他一上午写
了四幅字。 后来我见过这几幅字， 其中有幅篆书， 潇
洒灵动， 哪里看得出是耄耋之年人所为！

这个开心老头， 创作不止的同时， 坚持带了30多
年的学生， 不少人考入了中国美院、 四川美院、 广州
美院和湖南师大等高等学府， 有些成了美术教授、 著
名画家。 找他拜师的， 请他指点的， 有中小学学生，
有书画专业生， 有社会青年和书画教师， 还有远近的
乡亲。 一位76岁的老农， 硬缠着徐爷学写字， 半年过
去， 把行楷写得很好， 常被左邻右舍提着好酒上门请
去写春联寿联。

汉寿则是被中华诗词学会命名的“中华诗词之
乡”。 一次回老家， 和汉寿县诗词学会的几位朋友聚
会， 他们告诉我， 能得这一块金字招牌， 徐爷功不可
没。 他不但画画得好， 字写得好， 而且能写一手好诗
词。 当初就是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创建的县诗词学会。

徐爷不急功近利， 广涉古贤， 从魏碑到汉简， 从
写生到创新， 都认真下过工夫。 他长时间待在县城近
郊的老家， 厚积薄发， 以古为师， 师法自然， 转益多
师。

“我手写我心。” 徐爷写字画画， 作诗填词， 出
传统， 出心境， 让人回味， 使人清新。 这， 其实是老
一辈书画家常有的人生操守与追寻。 他在南京美专的
同学大多遽归道山， 但耳聪目明、 思维清晰的徐爷积
70多年苦功， 还不知老之将至。

迟美桦

我问： “一天忙忙碌碌下来， 最想
做点什么？” 中华说： “铺开宣纸， 画
上几笔 ， 便觉得元神回归 。 ” 我问 ：
“若有大把的闲暇， 你最想做点什么？”
中华说： “铺开宣纸， 画上一天两天，
就像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作为一家国企公司的高管， 周中华
每天的工作是繁忙和繁琐的， 她风风火
火做职场上的白领女子； 作为人妻人母
人女， 她任劳任怨操持着一个家。 她
说， 但凡有点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 她就写写画画。 在她的书画世界，
过滤掉庸常的忙碌， 让纷繁红尘远路相
绕。 朱墨无言似有声， 她从容地捣弄
着， 用一山一水， 来丈量人生的远近；
用姹紫嫣红， 浓缩大千世界； 用内心的
安然从容， 化作笔下的鸟语花香。

周中华对水墨丹青的喜爱， 用她的
话说是“打从记事起就爱到骨子里”。
她是家中的老幺， 六岁丧父， 体弱多病
的母亲无法照顾她， 她只能随家里刚出
嫁的大姐去县城读书。 对于县城的柏油
马路、 热热闹闹的街市她毫无欣喜， 她
想妈妈， 想着谁帮娘放羊、 谁去摘青翠
滴绿的辣椒、 谁去扯萝卜、 燕子是否又
飞回来了……想的表达方式， 除了躲在
被窝里哭， 还有就是涂鸦———画家里的
菜地， 画屋前的山茶花， 画家乡山坡上
的牛羊……

读师范的时候， 美术班的女同学在
女生宿舍专门有一间空宿舍， 是用于她
们就寝后唯一可以不断电、 晚上可用来
画画的房间。 中华每天晚上都去那间有
灯的房间学习， 看美术班的同学们调

色、 勾线、 画画， 然后自己悄悄学着
画， 时常陪到天亮。

儿子高考选择美术专业， 请了专业
教师在家培训。 初衷是为了陪儿子学
习， 耳濡目染又拿起了画笔。 儿子进了
大学， 时间也充裕了些， 中华找到以前
业余跟着学画的老师， 开始从美术基础
知识学起。 人到中年， 才正式走上了拜
师学习之路。

为了学画齐派虾， 她到长春吉林，
奔着齐派传人姜福林而去。 姜老师画风

飘逸， 笔下晶莹剔透的虾似乎会游起
来， 这让中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长沙
到长春， 路程遥远， 往往只能是周五晚
坐飞机过去， 周日晚赶回长沙， 有时碰
上晚点， 她就坐进放在机场的车里打个
盹， 周一大早直接开车上班。 她拜师熊
大炎， 熊老师精心指导她画山水大写
意； 她找陈迎楷老师学写毛笔字， 也曾
师从国内有名的山水画家李天路先生，曾
随省美术家协会肖艺六先生学画工笔……

中华主攻花鸟。看她初期的作品，满
纸花花绿绿、活活泼泼，布局也显俗套、
呆板。 而近三年来的作品， 画风大不相
同。 栩栩如生的鱼虾、昂首高歌的雄鸡、
雍容华贵的牡丹、 吉祥富贵孔雀……气
韵生动、形神兼备。她以独特的视角观察
生活，发现并捕捉到生活中的美，以自己
掌握的绘画技巧去表现自然美， 画出了
自然，画出了灵气，画出了生动，画出了
气韵， 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志趣和绘画
语言。

那天中华微信发来一幅新创作的
《鱼风和畅图》， 有婀娜的凌霄花， 有水
有鱼虾， 甚至看到了有春风拂过。 画风
清雅俊逸， 活泼玲珑， 用笔沉着稳健，
润枯相间， 为画面营造出刚柔相济的意
象， 色彩处理于浑厚中透出典雅， 富有
现代绘画的色彩审美理念与效果。

中华说： “我拜师学艺已经有十多
年了， 众师的指导和培养， 让我深刻地
领悟到做人与画画的关系， 我努力学
习， 取众师之长。”

某天， 一位书画收藏家找到中华，
想收她几幅画。 中华先是惊讶： 那人竟
然说是慕名而来呢！ 她说： “我对自己
的画有些敝帚自珍呢， 似乎每一幅画
里， 都记载着我的似水流年， 藏着我满
心的花开花落。”

中华把自己的画画写字皆看作一种
修行。 她不卖画， 不赠画， 不为名， 不
求利， 一如其题画之语： 万花丛中， 总
有一树芳华遮风挡雨， 总有一根枝头可
以停歇。 心中种着清寞与鲜妍、 明月与
清风， 不觉冬去春来、 不觉雪融花开。
心无外物所累， 带一丝杏花烟雨的清
香， 找个角落沉淀灵魂。

（周中华， 湖南省美协会员， 省直
书画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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