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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风徽韵小剧场演出是由
黄山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精心
打造的以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展
示中华传统文化和徽州地域特
色的演出。小剧场演出时间为
每周三、周四上午 10:00，每周
五、周六晚上 19:30，演出内容
包含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徽剧、
黄梅戏、徽州民歌及民俗舞蹈
等艺术表演，力求以原汁原味
的视听效果带给观众最直观的
徽文化体验。 ·汪 嫒·

【文化广场】

徽风徽韵：小剧场 大体验 《歙县历史科技人物荟集》首发

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高山凤鸾
□ 胡建斌

提起原徽州地区京剧团著名演员
华鸾的名字，那是“高山打鼓——名声
在外”，五十多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
后来，华鸾在她的老师高玉倩（现代样
板戏《红灯记》李奶奶的扮演者）和长春
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武豫梅（著名电影
艺术家向梅的姐姐）的介绍下，1993年
下半年，知天命年龄的她与北京京剧院
黄文俊老师喜结伉俪，终于有了人生的
归宿，从黄山市京徽剧团调往北京京剧
院培训学校担任校长。

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华鸾的名字是
在歙县，当时原徽州地区京剧团赴歙
演出现代京剧《蝶恋花》，年少的我跟
母亲到歙县工人俱乐部观看了演出，
华鸾老师成功塑造了杨开慧的艺术形
象，演出非常成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观众为了看华鸾主演的这出戏，
通宵达旦排队买票，像这样的情况在
今天也是不多见的。

之后，随着我到原徽州地区京剧团
学习工作，尤其是剧团分成京徽剧两个
队演出以后，我和华鸾老师接触就更多
了。在团期间，有这么几件事至今难
忘。那会儿，我们出去演出，主要靠卖
票，上座率直接关系到剧团集体和演员
个人的效益。我们队有四十多名演职
员，每到一地，海报上写上什么剧目，主
演华鸾，观众马上就慕名而来，上座率
就高。反之，如果华鸾老师因参加市人
大会议等原因不能演出，那上座率就直
线下降，立竿见影，所以文艺团体的领
军人物至关重要。

到了农村，更是这样。那时农村
的条件也比较差，有的农民为了看华
鸾老师演出，捧着刚从鸡窝里拿出的
还有余温的土鸡蛋，到售票处换演出
票；有的专门从大老远拿着瓜子、花
生、山芋干等本地的土特产，来送给华
鸾这位心目中的“明星”。

记得有一次，我在演出全本京剧
《龙凤呈祥》饰演周瑜时，华老师还专
门在幕后给我递上一杯热茶，给我润
润嗓子，鼓劲加油。一位著名京剧艺
术家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培养都体现在
这些细节上，现在想来仍感温暖。华
鸾老师对自己的业务要求非常严格，
每天都要练功、吊嗓子、听录音。从华

老师身上我们学到许多：对艺术事业
的执着追求，对艺术高峰的不断攀登，
德艺双馨，勤学苦练，永不停歇。在此
期间，我也担纲与华鸾老师合作演出
过京剧大戏《铁弓缘》《龙凤呈祥》《孙
悟空大闹盘丝洞》《莲花庵》及小戏《赶
女婿》等剧目。另一件事也让我记忆
深刻。那年大兴安岭火灾，损失惨
重。作为市文联副主席，剧团副团长，
共产党员，华鸾立即号召我们京剧队
全体演职员在军分区俱乐部开展赈灾
义演活动。大家齐心协力，以实际行
动支援灾区，连续义演六场，善款全部
捐给灾区人民。1993 年 10 月，笔者
在担任市文化局团委书记期间，举办
了一场“希望工程”大型义演活动，已
办好调动手续准备赴京的华鸾老师听
说此消息，专门义务参加了这台晚会，
以实际行动支持“希望工程”。这场演
出是华鸾从黄山调到北京前，在黄山
市的最后一场演出。那时，作为组织
者的我不知道又喜又忧，酸甜苦辣啥
滋味都有……

临行前，华鸾怀着感恩之心，在妹
妹华小元的家中请了一些亲朋好友，
感谢大家三十多年来对她的关心和帮
助。之后，华鸾的老友伯谦老师饱含
深情在《黄山日报》发表了一篇《华鸾，
泪洒黄山》的文章，字里行间颇有些惺
惺相惜之感。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著名
戏剧家马少波来徽州讲学时，曾经为华
鸾用书法写下了“高山凤鸾”四个遒劲
的大字。我想，华鸾这位祖籍天津的演
员，十五岁，随母支援徽州，曾经扎根徽
州山区三十多年，成功扮演了红娘、杨
开慧、李铁梅、陈秀英等一个又一个栩
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至今让徽州的观众
记忆犹新。之后，高山里飞出了只金凤
凰，她到了北京后，仍然情系黄山，始终
留恋着徽州的一草一木，因为这片土地
有她的亲人和朋友，有喜爱她的观众，
有她跑遍徽州山山水水的深深足迹，因
为她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徽州，
奉献给了京剧艺术。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华鸾总是对来
自徽州的同行们这样深情地说。

【艺术人物】【文化视界】

我关注金庸的字，除了专业兴趣，
还因他祖籍是徽州。婺源查氏始祖查
文徵，迁自休宁；而金庸所属的海宁查
氏始祖查瑜，是从婺源取道休宁迁去
的。金庸几次提到祖籍，还给婺源查
姓晚辈回信，体现出根源情结。然撇
开这层乡缘，金庸手书中的精品也确
乎别具魅力，称书法固然够格。且在
书法圈外的当代名人中，题字比金庸
耐看者并不多。

海宁查家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
侄五翰林”。金庸祖父就是进士，书法
基本功自不必说；父母也是一手好
字。而精擅书法的大作家茅盾，则是
金庸父亲的同班同学。这些长辈对金
庸早年习字，多少有些影响。查家侍
女顾秀英（后为金庸继母），常带他到
湖边观鹅、捉蝶，这使他对视觉符号的
敏感力得到了及时发展，亦可谓最根
本的“书法基础”。金庸上的现代小学
堂，对习字不及私塾那般注重，他的字
虽骨架似有欧体影子，碑帖模式则几
乎无存。在杭州读高中时，课余游赏
亭台楹联，那些墨迹潜移默化地熏染
着他。

从业后的金庸，曾做过图书馆员、
记者、翻译、编辑、编剧、导演等。在
《明报》写社评二十余年。后又任香港
基本法起草委员、浙大人文院长，并高
龄赴读剑桥博士。但金庸被全球华人
共知，主要因其武侠小说。小说中相
关题字的片段较多，看来平素也留意
书法。可因另有志向，金庸作字主要
靠童年环境中造就的感觉。他 1947年

的钢笔字圆转轻快，已普遍紧束纵长，
晚年的字方刚得多。

金庸的一些毛笔题字，譬如在少
林寺那次，他被挤得难以转身；又如
1994 年访海宁高中，是众目睽睽下于
一普通教室小桌上挥毫。如此氛围不
利题字，与书法家在工作室写多遍而
众里挑一的做法更远不可比。故而评
论金庸的字，应以精品为准。还须注
意：互联网甚至出版物上所谓的“金庸
书法”多为粗糙之作，更有低劣伪作，
常人往往就此形成错误印象。

书名题签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使用至今

的报头是请人写的米芾体，可见他很
早就偏好英武的字，他自己作字同样
以刚健立格。金庸自题的书名，因不
同年份，体貌非单一。字义、书风总体
交融于刚健弘毅，读者开卷之先，就可
感知该书主题的气息。

金庸题的《笑傲江湖》书名虽紧，
却不憋气。“笑”如欢欣奔走，倒三角的

“湖”则始动终静；总势在跌宕摆动与
开合节奏中自然浑贯；用笔劲拔又从
容洒脱；“笑”“江”的字内，“湖”的两短
横前，却都有恰到好处的松灵气眼，且
此三字中的短点短横前后呼应；“江、
湖”笔断意连的萦带，犹如清泉石上
流，同时避免了三点水的雷同。《雪山
飞狐》，“雪”“飞”中间紧敛，“雪”的宝
盖如武生拎锤挺胸，“飞”则似关公倚
坐，一手把刀、一脚探腿，大胆收放中
气度凛然。“雪”化四点为横，上下六横
或方或尖或俯或仰，变化自然。“狐”反
犬两撇几成直线，略感生硬，不排除是
故意强化通体之硬气、剑气与轩昂的
庄严感。《飞狐外传》笔画饱满，字形窄
紧类茅盾。

金庸自题书名中，屡有拉直或拉
长的笔画，最能透出势不可挡的剑
气。《侠客行》末笔一贯而下的长竖是
草书法，《倚天屠龙记》“龙”拉直的竖
弯钩、《碧血剑》刃上那点化作一把佩
腰长剑，均系临阵决机，但更透出一往
无前的刚毅与倔强。《射雕英雄传》，

“英”比上下都小，“传”简化并收紧恰
可呼应之，“传”拉直的那笔不仅通畅，
右半也与“射”的“寸”形似而首尾相
呼。这几字还有枯笔飞白，愈加透出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般气概，横、竖的起笔收笔，竟无一
雷同。这类风貌与吴昌硕行书略似。

金庸并非不能作含融笔韵的字。
《神雕侠侣》劲畅中兼得韧厚，《连城
诀》再甚，《鹿鼎记》与《天龙八部》最典
型。《鹿鼎记》骨架方刚，却笔笔锋芒隐
含，凝重似魏碑，水平岂在一般书家之
下？《天龙八部》行笔中微微脉动，气特
盈厚，唯“天”横画上扬另类，好在线质
仍相谐。“天”撇略曲，在金庸字里罕
见，与温和笔调匹配。这里“龙”又成
一式。当然，或因性格与忙碌，金庸温
缓的字只占小部分。

一些较迟版本的金庸书名，原本
良好的观感被严重破坏。广州版《雪
山飞狐》前二字粗大化，严重不妥；宇
光版《射雕英雄传》、农村读物版《笑傲
江湖》，丧失了金庸原题的多维魅力，
标印着山东文艺版的尤其粗劣不堪。
另一类是选用不当配图，喧宾夺主。

金庸还为他人题过不少书刊名。
《郭明馥画选》《浙江中青年学者自选
集》等题签均良好。《东博书院》刊名虽
在金庸笔笔痛快如利剑的手迹上调粗
了笔画，体格气势仍劲悍无比。中宫
紧，然上下数点如雀在树，俯仰应答，
何其生动。“博”与《笑傲江湖》的“湖”，
同属出人意表、较难把握的倒三角状。

对联、册页、斗方
串起金庸十四部书名首字而成的

联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既有钱江潮涌的阳刚气概、看透
江湖的洞达超迈，又含恋恋相依的儿
女情长。该联挂在他书房门两侧，似
为人生写照。他去世后的灵堂，也用
这两句。此联乃金庸书法代表作。点
画厚实，短竖和点尤其饱满；“天”“笑”

“侠”捺画均不同，“雪”的几个横、“侠”
“倚”本来一样的前四笔，亦和而不同，
岂尽归偶然？章法方面，“连”“射”

“鹿”“书”“侠”“鸳”虽也收放对比，但
在通幅里它们开张，几个长笔画呼应
有致，而“天”“白”“神”“倚碧”则收敛，
大小交织出节奏；字轴又是正欹穿插
的，“雪”“射”“鹿”“倚”“碧”左倾取势，
其它正势，行气因而微妙脉动。下联
下段原来气紧，“碧”和上联同位的

“白”又都偏小，金庸遂没按通常在中
高位落款，而是题名在“碧”左的框
外。这补救，既壮大了这段原本的弱
腰，又围出一处活眼来消解了压抑。
该联横折感觉雷同，上联字距也嫌较
匀，但瑕不掩瑜。整体看该幅，下笔利
落健爽，结字开合、于轩仰振作中别具
剑拔弩张之势，与文句内容的潇洒豪
迈尤其合拍，互为辉映。一些金庸迷
书录该联，哪怕技法略高，感染力却总
输一截，因风貌与文意的契合度远不
及此。

金庸书赠邓友梅的册页《风骨铮
铮忆铁梅，难忘军旅因雪霜》，细笔为
主，粗细、大小、收放、疏密、正倚、方
圆、熔爽……变化十分丰富，但却那
么统一，横画平行是手段之一。金庸
访母校衢州一中题的感言厚重些，在
心潮翻滚且众人围观下一气呵成，连
落款小字也是悬臂直书，而大小、起
收、粗细、向背等自然灵活，横画角度
在此件中的起伏也变化颇大。《明报
副刊廿四字诀》，是金庸书示同人的
规定，字字规矩挺正，秀骨清像，别呈
风貌。而作客三湘都市报题的“三湘
多才俊，都市汇豪英”，草率中依然总
体可观。可见金庸作字表现阈限宽
广，体式或比吴昌硕、启功等盛名书
法家还多。

山河场馆题字
金庸有多处山河题词。华山刻碑

的“华山论剑”，总体气壮山河，小“山”
字盘活了章法节奏，字内强化收放，至
少都有一横不平直，乃不至单调，稍憾
多横起笔变化不够，雕刻更马虎甚至
刻错细节。以记号笔为婺源题的“大
鄣山卧龙谷”，字字果敢英姿。“卧”字
写法独到、略象形，而“龙”只书繁体右
半、使其笔画数不至过繁而难谐，因硬
笔不能加粗调节。这些处理，专业书
家也会心认同。“魅力都江堰，名扬千
万年”，可谓另一种刚柔相济。其内众
多竖、撇无一雷同，几处弯转笔既反衬
了方刚，又丰富了观感。单字虽大都紧
实，但字轴多飘摇，加之字距疏朗、大小
错杂，通幅洋溢着翩跹情韵。普陀的

“桃花寨”“桃花苑”，流转俊逸；“碧海金
沙桃花岛”则圆融含蓄、温蔼亲和；“外
沙海鲜岛”也兼融刚柔，“海”的三点水
化成一竖，与前后竖起伏呼应。

金庸题场馆楼寺也不少。“糖朝”
店名浪漫如关良画的戏剧人物。深圳

“南头古城博物馆”，“古城”上半空灵，
后面字笔画多难收拾，将“物”大胆缩
扁，立马化险为夷，睿智也。辽宁的

“慕容街”，“容”两点浑似儿童画中的
眼睛，他还题了幅筋骨灵逸的“龙城朝
阳，三燕故都，传奇慕容，华夏一脉”。
少林寺的“少林秘笈，国之瑰宝”字形
宽博，中宫相对舒张，“国”“宝”恍惚一
丝《张迁碑》意味，风神别具。另题“修
武积德，参禅悟真”，如仪仗队，或非同
时手迹。云南大理的“天龙八部城”门
额，与《天龙八部》书名体态有一定差
异，“龙”又是一种写法！城门那对“飞
雪……笑书……”，每字都集自十四部
金庸手书书名首字，连缀的观感竟也
大抵和谐，浑然于雄阔气场。

金庸题的“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特显大气，横画都高扬，“一”前重后稍
轻并微微拱起，意味不薄，“州”的长竖
亦非简单，大小字穿插合理。他题“婺
源中学”用的是记号笔，横画的走向却
基本水平，可证其不拘一格；“源”的四
点各异，撇太长，然联系《碧血剑》“刃”
腰那把长剑，也算个性之一；“学”字可
谓险绝中出彩。

杭州的“金庸茶馆”“古杭薰风阁”
均系典型的金庸手笔。舟山的“射雕
英雄传旅游城”，后几字更放得开。为
海宁题的“智标塔”草率了些，“诗人徐
志摩故居”则方笔为主，微微震颤有拙
味——金庸对表兄徐志摩在男女关系
方面颇不满，题该条时，感于心而颤于
笔是可能的。

金庸无意做书法家，却实在地留
下了众多被广大人群喜爱的题字。他
的字总体感觉就是剑气侠风，若与梁
羽生屈曲萦绕的字并置，剑气更鲜
明。那谈不上碑帖家派的“自由体”真
实地映照着他本真的心性——这，何
尝不是金庸字迹的一大魅力？

□ 江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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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安徽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的《歙县历史科
技人物荟集》一书首发式在
歙县举行。该书分人物篇、
实物篇、附件篇，通过图文并
茂的形式集中展示了歙县这
座建县 2000 多年的历史文
化名城在数学、天文、历法、
农学、水利等诸多方面的科
技成就，涉及科技人物多达
1200人，是古歙科技文化的
大盘点、大总括，汇集了徽州
文化古歙科技方面的原始珍
贵资料。

·吴小朋·

“哪能呢，要是还有一只，我不就发
了？”汪老伯说，“当年我从休宁溪口村
迁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家朝奉就给了
我这么一只花瓶。也多亏是给了我，
带到基坑村这个大山里来了。要不然

‘破四旧’的时候，早就给砸了……”
门外传来催汪老伯回家的喊声，

汪老伯应了一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
说：“我得回去了，两个讨债鬼！”

汪老伯一走，方老根就到灶下去
给方有根炒油炒饭。等他把油炒饭端
上来，方有根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不
知是累了，还是醉了。

方老根心疼地看着儿子，轻轻叹
了口气，给方有根搭上被子，返身带上
门，到堂前收拾碗筷去了。

方有根听见方老根收拾碗筷的声
音，随后又听见方老根走向灶下的脚步
声，赶紧坐起来，拧着身体从内裤里撕下
胶带，取出钱，把钱卷成卷，然后从床底
下一大堆竹段子中抽出一根紫竹来，把
钱塞进竹筒中，又用旧报纸塞紧筒口，再
将紫竹放入那一堆竹段子中。做完这一
切，方有根重新上床，倒头便睡。这一次
他是真的睡着了，睡得很死。

等方有根睡起来，已经是吃晚饭
的时间了。方有根一边打着睡足了之
后的哈欠，一边走到堂前。堂前昏暗
暗的，只点了一根蜡烛，方老根正坐在
烛光中出神。

方有根边搓手边说：“爸，发什么
呆呢？”说着看了一眼桌子，见桌上搁
着一碗红烧鱼，一砂锅五花肉腌菜炖
豆腐，一盘花生米，一盘豆干丝炒马兰
头，碗筷也已经摆好，不由说：“嚯，这
许多好菜，还点着蜡烛，今天是请祖宗
的日子吗？我倒忘了。”

方老根说：“请你这个大祖宗呢！
停电了，不点蜡烛何地搞？要不是看
你这几天吃力，给你屁吃。”

方有根笑嘻嘻地坐下来，伸过鼻子
嗅了嗅菜香。方老根端起瓦罐子，给自
己倒了一碗米酒，又迟疑地要给方有根
倒，方有根急忙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说着接过瓦罐，给自己也倒了一碗。

方老根端碗喝了一口，然后就望
着方有根。方有根犹豫了一下，也试
探性地跟着端碗喝了一口。两人静默
了一会儿，方老根终于开口了：

“有根呐，我寻思了一下午，我们

家这么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你这
次到屯溪卖茶卖出了好价钱，就给了
我底气。我想你也不要做篾匠了，干
脆我去承包半边山下来，我们父子俩
一起种茶卖茶。

方有根从牙缝里剔出一根鱼刺，
说：“爸，你想多种茶，是一个好想头，
我支持，但我不能和你一起种茶。”

“为什么？”方老根不解地望着方
有根，“莫非你还想做篾匠？你一年都
揽不到三件活，等你靠做篾匠发达，竹
子都变成笋子了。”

方有根抿了一口酒，显出认真庄
重的表情：“爸，在屯溪这几天，我看了
很多，也想了很多，我决定了，我要到
屯溪去，做古董生意。”

“什么？你要到屯溪去……”方老
根差点跳起来，“做古董生意？”

“是！”方有根用力点了点头。
方老根急了，连声嚷嚷：“我看你

是痰迷心窍了，猪油蒙头了，中了财邪
了！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敢做古董
生意？做古董得多大学问你知道吗？
你是见汪老伯的花瓶卖了大钱，你就
心痒了是不是……”

方有根耐心地听方老根训斥完，
才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岳先生给他的
那张名片，递到方老根面前。

“什么古怪？”方老根说着接过名片，
凑在烛光前看了一会儿，说：“我老花，也
不认得几个字，看不出什么讲究来。”

“爸，这一次，我可是遇见真正的贵
人了。”方有根从方老根手中拿回名片，
有意压低了话音，使氛围显得格外庄重，

“这叫名片，这名片上写着的这个人，就
是我的贵人！他是个广州人，大老板，很
有钱。他想在屯溪开一家古董店，托我
帮他照看。他生意做得大，满世界跑，没
空闲来专门打理这个店。就想让我帮他
收收货，卖卖货，打理打理店面。资金的
事，店面的事，全由他办。生意做折了，
不用我赔，生意做好了，我有分红。爸，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方老根想了一想，说：“这么大的
好事，他怎么没看上别人，单单看上你
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