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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中，汪峰总会问选手，你
的梦想是什么？是的，每个人都有梦想，
梦想或大或小，或长或远，我们都怀揣着
梦想走往未来的路，不管路有多远，我们
都会披荆斩棘，迎风而走。因为有梦，人
生才会多姿！

作为写字特色学校的语文老师，每天
要教孩子们写字，教给孩子一杯水，自己
首先得有一桶水。每日一黑板粉笔字，每
日一页钢笔字成了我必修的功课，梦想着
把字写好，把每一位学生教好。

一日，老校长对我说：“你的字很漂
亮，但缺乏灵动，不耐看，还需要多学
习，多思考！”老校长的一席话点醒了不
成熟的我，想要登上梦想的舞台，这样盲
目地练字是不够的，如果有一位好老师指
引，那一定会事半功倍的。但事与愿违，为
了照顾孩子，帮助丈夫，我放弃很多次学校
派出学习的机会，梦想就这样戛然而止。

年复一年，孩子羽翼丰满出巢了。年
过半百的我不忘初心，写字欲望再度燃
起！就在那一年毅然走进书画院，在老师
的专业指导下，感受书法的温度与美妙。

我接触的第一本字帖是褚遂良《大字
阴符经》。《大字阴符经》字势开张，笔势纵
横清晰，线条对比强烈，时而细如游丝，时
而粗如墨块，时而疏密有致，时而笔势翻
飞，波澜起伏，气息盈满，美不胜收！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初学《大字阴符经》的我可谓一窍
不通，沉浸在规规矩矩、平平整整的楷书
里不能自拔，感觉此帖阴柔太过，少了些
许阳刚之气，东倒西歪，缺少对称美，倒
有几分像画画。

老师的深度讲解与点拨示范，让我重
新认识了《大字阴符经》，认识了书法。
他说，书法并不是斜侧就是不好，斜侧中
取得平衡，才是书法结字的精髓。孙过庭
《书谱》有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
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
正。”老师一再强调：“书法以用笔为
上。”《大字阴符经》是墨迹本，墨色的变
化痕迹能透露出笔法法则。这些是刻本根
本不能传达的！要领会前人笔法，最好的
范本一定是墨迹。

通过老师的讲解到示范，起笔到收笔，
笔画到结构，墨色到章法……我根据老师的
要求领会作者用笔原理与笔势笔意，逐渐理
解并掌握笔法，从无知到有知，感受《大字
阴符经》的跳跃灵动之美。

从《大字阴符经》过渡到《雁塔圣教
序》感到很顺畅。它们看似在字体上一个丰
腴多姿，一个瘦劲朗润。但它们的笔法相
通，笔意相合。《雁塔圣教序》笔画方圆兼
具，用笔一咏三叹、牵引顾盼，文静中透着
活泼，与我的精神气质较为接近，我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一次次地揣摩与练习，雁塔震
撼了我的心灵，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决定与
它不离不弃，永远相伴！在老师的精心指导
下，2018年7月27日传来喜讯，我的中楷
条幅顺利入展“江苏省第十一届书法新人
展”！那一天，成为我学书以来最难忘的一
天！

学习褚遂良书法，可以上溯魏晋，下启
唐宋，由楷入行，由行入草，在中国书法的
天空上自由飞翔。在老师的教学安排下，我
开始接触行书《怀仁集字圣教序》和《兰亭
序》。《兰亭序》字字天马行空，优游自在，
好生喜欢。老师在示范中，时而停顿，时而
激越，时而流动婉转，时而迟缓柔媚，流畅
的线条，有节奏的韵律，让我真正见识了笔
尖上的舞蹈者，仰慕不已，跃跃欲试。

一遍、两遍、三遍……起笔收笔，字距
行距，浓淡枯湿，反反复复练习着，对比
着，改进着。学习中不忘老师的要求：用笔
有法度，笔画要精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书练习，我深刻体会
到行书更讲究入锋与行笔的细微变化，更讲
究内心的情绪表达与整体把控。纵观自己的
行书，气度、法度上都差之甚远，要善于思
考分析，总结规律，勤奋练习，谙熟了才能

“下笔如有神”。
正如启功先生所说，“行书宜当楷书

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我想我一定会
按照老师的要求遵循法度，将所学所思所感
化为自己的一种书写能力与书写语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书法学习是一种终身学习，这种学习艰辛中
饱含着幸福，升华着人生——我手写我心，
我心即我身。

我手写我心
张英

清晰记得那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场
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读小学的
我，在自家的屋檐下，坐在小板凳上
用毛笔描红。或许，那时，对书法的
热爱，就开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萌
发！

学生时代，班级、学校的黑板报
几乎每期我都参与刊写。参加工作
后，有一年，县里教育局领导到村小
视导，看到办公室墙壁上贴的钢笔习
作，表示赞赏，领导说，可以教教学
生钢笔字。那时，我正在参加浙江王
正良、王柏勋的钢笔书法函授。

1998年的暑假的一天，在吴江
红旗路上，我看到三角井那儿，有卖
书法作品。我驻足观赏，并与看摊的
老人攀谈起来。原来是吴江书法工作
者协会的朱庚桥老先生在义卖书法作
品赈灾。我买了一张唐素农写的“制
怒”。朱老有事要离开一会儿，让我
帮他看会儿。后来，我去拜访他。他
给我《郑文公碑》的复印件，示范了

“郑”。后因当时交通不便等因素，只
书信往来。但，对书法的爱已然拔
节。

1998年9月至2001年8月，我
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研修班
的学习，仔细研读 《中国书法史》
《书法美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
概论》等教材，徜徉于书法艺术之
海，不亦乐乎。学习期间，得到钟善
明、吴东民等导师的指点。2000年
5月，赴北京参加研修班面授，聆听
了冯其庸、蔡祥麟、钟善明、刘正
成、李刚田、孙伯翔等导师的讲座及
作品点评，林岫老师还帮我改诗，与
全国各地的书法爱好者一起学习切
磋，受益匪浅，切身体会到中国书法
的博大精深。对书法的爱已经入骨。

2000年 7月，苏州市书法家协
会主办的中青年书法篆刻创作培训班
在吴江举办，零距离聆听了沙曼翁、
华人德等前辈的教导，耳目一新，为
我打开了视野。

我所任教的屯村实验小学是一所

书法特色学校。学校十分重视对教师
的书法培训，2000年、2001年由苏
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小学书法师资
培训班连续两年在我们学校开办。书
法前辈们言传身教，我深受教益。学
校还委托苏州书协，帮我们指拜老
师。前辈们德艺双馨，感染了我。此
时，对书法的热爱近乎痴醉。

就在我醉心书法不能自拔，书艺
渐进之时，2002年3月，一个春光不
怎么明媚的下午，钮校长来到北联小
学，塞给我一张过期的旧船票，要我
登上一艘叫“小学英语”的客船。面
对“棒打鸳鸯”，我只能“忍痛割
爱”，暂别笔墨纸砚，疯狂学英语。一
个学期来的脱产英语学习以及对书法
的思恋，“为伊消得人憔悴”——本已
未老先衰的脸上平添了几道岁月的印
痕！之后的五年，一所学校所有年级
所有班级的英语教学重担压在我肩
上，鲜有时间和精力，与书法“重温
旧梦”。但，朝思暮想，魂牵梦绕，书
法，已爱之入骨！

2007年3月，我开始参加吴江书
画院主办的成人书法提高班学习：老
吴江书画院里留下师生们汗流浃背的
身影；松陵公园教室里飘出学员们会
心的笑声；银杏树下留下大家与老师
的合影；屯村实验小学、金家坝小学
的校园里也曾留下学员们的足迹；吴
江日报社四楼书画院教室里欢笑声此
起彼伏；老师讲解、示范，学员观
摩、临习，点评作业，学员PK……我
便一直沉浸在愉快的书法学习之中。
所有这些，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就在
眼前。这些年来，在众多老师的指
导、帮助下，我的书法作品除了入展

“江苏省第十一届书法新人展”，还在
全国、省市的一系列专业比赛中获
奖、入展。

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回
顾二十年来的学书心路历程，我深切
感悟到，学习书法除了要领悟，更要
勤学苦练，要舍得下笨功夫。我学习
书法的时间跨度虽然不短，但，断断

续续，若即若离，因为平时写得少，手
上出不来功夫，以至于还未形成自己比
较成熟的书写面貌。

不过，书法，乃我一生所爱，我未
曾远离你，也永远不会离开你！

书法，我未曾离开过你
朱兴根

费之雄先生以“书之雄”“联之
雄”和“谜之雄”闻名全国书法
界、楹联界和灯谜界。关于制谜之
法，他用三个字来概括——“准、新、

巧”。笔者以为，用这三字来概括他
的楹联艺术也是颇为恰当的。

“窥一斑而见全豹”，读过日前
费之雄先生在吴江过云楼艺术馆楹

联展上展出的“一带一路”联，便
可领略他“准、新、巧”的艺术风
格。自2013年秋天我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后，费先生就开始为
这一伟大倡议拟联了，经过数年时
间的修改、完善，终于以尽善尽美
的面貌与大家见面了。请看此联：

承古延六脉，四亚兆祥，二线
耀三洲，七十亿人受惠；

拓新贯五通，九州八吉，半球
筹一策，百千万业共赢。

“准”，对于楹联来说，笔者以
为除了对仗工整、平仄调协这些基
本要求之外，主要是要讲究语句合
意自然，流畅通顺，读之朗朗上
口，未有半点生硬牵强之感。

我们来看上联，“六脉”，原指
中医切脉的六个部位，人的左右手
腕各分寸、关、尺三脉，合称六

脉，联撷之而用，与人们常云的
“六脉调和”为同一个旨意；“四
亚”，指东亚、西亚、北亚和南
亚；“二线”，指古今之丝绸之路；

“三洲”，指昔日陆上“丝绸之路”
所及的亚洲、非洲和欧洲；“七十
亿人”，是一个约数，据最新统
计，世界人口大约为74亿。

继看下联，“五通”，指“一带
一路”的主要内容，为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
民心相通；“九州”，指冀州、兖
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
州、梁州和雍州，为古代中国的代
称；“八吉”，指外廓菱形作直线套
接的几何图案，由模拟绳线编结而
来，又称为“盘长”或“盘肠”，
寓意源远流长；“半球”，泛指“一
带一路”所及的地域；“一策”，现

在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只
有制定利己也利别人的政策才能在

“命运共同体”里适者生存，取得
共赢；“百千万业”，当是指遍及世
界各个角落里的各行各业。

纵观联中词语个个有出典，语句
句句有着落，无一生造，无一读之牵
强，将之曰为“准”当是无疑的了。难能
可贵的是，联中出现了“半、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亿、兆”等数词，汉语中的数词几乎全
都在联中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兆”
这个字不是以数词而是以动词在联中
显露，将之曰为“巧”，没有半点溢
美的成分。而此联写的是我国近年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题材之

“新”当也是没话说的了。
如此“准、新、巧”的楹联当要

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了！

读费之雄的“一带一路”联

□陈志强

◆◇ 书中感悟◆◇ 联中故事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
会降临的节日。”人到中年，想起这句话，心头一
阵悲恸。

中学时候，在语文课本上读到史铁生的《我与
地坛》。初读课文，便被先生厚重的温情与伤感的
哲思深深吸引。叙述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好似一
个人在喃喃自语。

关于生命和母亲，史铁生的笔尖总是那么轻缓
真诚。每一段，哪怕就一句，都使我十分震撼。双
腿残疾的最初几年，史铁生自暴自弃，失落彷徨，
脾气也坏到了极点。但这并不影响母亲对他的关爱
照顾。“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
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
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
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看
到这样的描述，那时的我就感触颇多。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
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
还活着。”“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
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
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这一段，当
年语文老师点名让一个女孩朗读。记得那时，教室
里静悄悄的，大家都沉浸在悲痛无奈之中。

最近又看了史铁生的《合欢树》。合欢树，绿
叶清新，花如绒球。在史铁生的笔下，合欢树是深
沉绵长的思念，是质朴伟大的母亲，是坚韧顽强的
人生。

有人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史铁生的
笑充满了自信、智慧和达观。在轮椅上生活了近
40年，史铁生一直在思考人生，在表达生活。史
铁生用自己残缺的身体，不断地说出健全而丰满的
思想。“写作需要真诚。”这句话，至今仍是我写作
的座右铭。

《病隙碎笔》中，史铁生引用了马丁·路德·
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
渴。”他告诉我们，不要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我
十分赞同这观点。

“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
的。”一把轮椅，让史铁生度过了绝望狂躁的青
年，也使他参悟透多变无常的人生。尘世间的事
物，史铁生一笔江河，从容豁达。这是智者的境
界。人到中年，再读史铁生的文字，更多的是沉思
和自省。

中年再读史铁生

□吴婷

“要识好枝是仙物，开
花结实六千年”，这句诗是
齐白石的《桃花图》上的题
词。只见那画上粗粗几条枝
干，浓淡墨色相渲，飞白
笔触实虚相接，几片花青
色的嫩叶点缀其间，桃花
胭红、粉白互依怒放，开
得热闹、醒目，比现实里
的桃花要明艳。可见，齐
老心里的桃花，是春天的

“仙物”，桃花一开，天地焕
然。

齐老的另一幅 《桃花
小鸡》 则另有一番趣味。
同样还是桃花，却红得格
外耀眼，开成了轰轰烈烈
的一簇，似乎将那挡也挡

不住的春意一股脑泼洒而
下。桃花下的两只鸡，则
是纯黑的，看起来还小，
毛茸茸一团，一只低头觅
食，一只抬头看花，小小
的“鸡心”大概也迷恋着
这姹紫嫣红的春色和芬芳
吧。

李叔同先生很欣赏丰子
恺，也最能读懂他笔下的春
天，因而配诗：“春风吹面
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
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
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
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丰子恺笔下的春天，是
动态的。我每次看了，便要

忍不住想出门放风筝、划船
或者踏青。他的春天，能让
人感受到气候变化，经常看
着看着，我就下意识伸手到
额上拭汗。“儿童不知春，
问草何故绿”，孩子对春天
的新奇让人忍俊不禁。看
吧，那幅《春日游，杏花吹
满头》，一家人湖畔赏春，
远山才覆一层青色，柳也才
刚绿了，大人穿长袍，小孩
着短衫，正是冷热不定“乱
穿衣”的时节。风一来，柳
丝舞起来了，杏花大片大片
飘落如同花雨。啧啧，差点
让我这读画人忍不住要拂去
肩头的花瓣了。他的画是有
感召力的：女子相伴在水边

“濯玉足”；少年相约以大树
为球门玩“蹴鞠”；廊下、
篱前静观燕子归来……好似
在催促你：莫要蹉跎这美好
的岁月，快出来看看春天
呀！

吴冠中的《早春图》让
人在这万物勃发的季节里感
受到了心灵的宁静。淡淡的
小河流过村庄，爱干净的白
鹅在水面欣赏自己的影子；
青山如眉柳如烟，白墙黛瓦
间，轻缈的花香深处，走动
着烟火人家的媳妇、孩童。
这是多么令人眷恋喜爱的人
间啊！

大师画春天，却画出了
一个博大广阔的天地，正是

“一花一世界”的无声独白。

大师画春

□张叶

◆◇ 画中世界

岁
月
如
书

刘
平
摄

◆◇ 诗中风情

也曾飞舞若花笺
庭前月下嗅青莲
也曾烂漫如云烟
浮光掠影透心间
彩云翩翩，踩着少年

风一样转，踩过明天
星儿眨眨眼
湖水粼粼面
桃花般的容颜
点点，缀在四月天

梦里少年

□王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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