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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绿岛诗会”征文启事
为彰显崇明生态文化形象，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崇明县文广影视局决
定组织崇明作家协会等单位于 2014
年 10 月上旬举办“首届绿岛诗会”，并
向全县广大诗歌爱好者征稿。

征文以“自然、生态、梦想”为主
题，以现代新诗的形式，展示爱祖国、
爱家乡、爱生活、爱未来的美好情怀，
诠释崇明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讴歌
崇明人民崇尚文明、勇于开拓的奋斗
精神。作品要求原创，诗意饱满，易于
朗诵，每首诗歌一般不超过 50 行。即
日起征稿，至 7 月 31 日截稿。征文结
束后，将评选出一等奖二名、二等奖三
名、三等奖五名及鼓励奖若干名。

稿件请寄：城桥镇一江山路511号
《崇明报》社，信封上注明“绿岛诗会”征
文 。 电 子 稿 发 送 ：zw201405@126.
com。应征作品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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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晴《崇明八题》（部分） 书法作品

2014 年 清 明 节，我 回 乡 扫 墓 小
住。汤亮、黄胜告诉我刘小晴先生在
高家庄写字，且为崇明八景诗写成手
卷送我，相约一见，闻之大喜过望却
又不胜惶恐。刘先生的小楷、行草闻
名海上乃至中国，又齿长于我，此惶
恐之由来也，能不雀跃而去？

见到刘小晴的第一印象是，瘦高
而面目清癯，及至目光相接，想起的
是孔子所言：“温良恭俭让”、“言念君
子，温其如玉”。所有这一切在交谈
语言之前，已经由目光先已到达。这
是神奇的到达，心灵的到达，全无矫
饰的到达，无声息而有震撼的到达，
迷人的到达。迷人的到达是因为目
光的迷人，刘先生的目光温润柔情，
岁月似何把一个人的年龄空自垒积，
那目光却年轻依旧，或者也有痕迹：
在关爱、平和、宁静中透露着仁慈，

“不敢为天下先”的大智慧。书似其
人乎？不若人如其书也。此种印象
的深处，却是刘小晴做人、做成一个
人的修炼修养，同时投身艺术。无论
在《书法十讲》或课徒演说中，均为刘
小晴秉持的不二之论，读来赏心悦
目：“一个艺术家不仅要有一点若痴、
若癫、若狂、若醉的浪漫精神，又要保
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特别是在当今快
节奏的商品社会中，能超然于功利之
上，于清贫中耐得寂寞，以游戏三味

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的甘
苦之中。”久违了，商品社会中的超然
平和、耐得寂寞、游戏三味。在艺术
被金钱劫持的当下，熙熙攘攘为利而
来为利而忙，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为

“包装”所取代，包装的结果是“着名”行
世、“大师”遍地，艺术之原创性及游戏
三味的精神沦陷，成为官场的附庸、铜
臭的奴隶，造出了一片虚假繁荣。

这是刘小晴所深恶痛绝的，因此
他认为“获得真正的审美愉悦和自我
陶醉”之道，在于做人，“这是一个人
格的磨炼，泊然无感，体气和平，名利
之心要淡一些，但艺术追求要不择一
切手段，贪得无厌，以不争而天下莫
能与之争，方能戛戛独造而有所建
树。”大哉！小晴之论，美好高尚也。

古往今来，艺术上有大成就者必
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

刘小晴有家学渊源，自幼读史书
受古训临池学字，21 岁即拜钱瘦铁为
师。然“文革”风暴摧毁了本可以安
然平静的习字学艺之路，父母先后遭
难，他只能改学中医，学成后在宝山
刘行公社老安大队做赤脚医生。十

几年与农民、土地厮混，几成一体。
白天劳动，夜间诊病，稍有余暇则读
碑临帖。时有农民求字，小晴来者不
拒。笔和墨成了刘小晴于艰难时世
中心灵的安放之地。这一段人生的
历练，对刘小晴人格磨砺、艺术追求，
实在是大可探求的。田园知大地之
厚德，劳作知农人之艰辛，行医培养
出对病患之同情心，又在书道艺术中
遨游，虽苦却得养，“故苟得其养，无
物不长”（《孟子》）。刘小晴何养之
有？养心也，养性也，养艺也。是攀
登艺术圣殿的跋涉之始，从大地上起
步，从农人间起步，从风雨中起步，从
鲜花与果实间起步，累积、沉淀、求变、
融通，成一家书发一家声。然后才有程
十发的评价：“刘小晴深谙欧阳询《九成
宫》的妙谛，因而构筑自己的楷书营
垒”。“刘小晴用一丝不苟来实现自己的
楷书审美理想，又用同样的精神去对待
自己的行草，楷法融入行草，别具神韵，
自成一格”。亦如 1998 年刘小晴送美
国总统克林顿字：积健为雄。

“一丝不苟”是刘小晴的书法状
态，也是其生命状态。倘能一丝不

苟，何苦随波逐流？何愁事功无成？
但我也有稍许困惑：刘小晴目光中所
吐露的天真及爱意，能见到赤子之
心，待人接物时随意大度。或曰：此
刘小晴所以为刘小晴者也，此刘小晴
其人其艺所以为大者也。简约而朴
厚，认真而放逸，揽一丝不苟及赤子
之心于一炉。千万别小看了艺术家
的赤子之心，孟子有言：“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打开刘先生送我的手卷，孙过庭
《书谱》所谓“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
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涯，落落乎犹
众星之列河汉”，尽行草于纸上矣，书
末有长款：“大凡富有非常之才者必
有负俗之累。吾友徐刚兄以不合时
宜而蜚声当今文坛，诗情横溢如大江
波涛行徐东逝，有不可止遏之势。文
思敏捷，下笔千言，立马可待，此亦赖
江海波涛之助也，胸中既有浩荡之
思，笔下迺有瑰丽之文。右《崇明八
题》是其为家乡之近作，字字珠玑，真
情馨露，诵读之际，如品家乡之村醪，
齿颊余馨，令人回味无穷。今适闲
窗，迺录其新作。知徐刚兄博学余暇
亦雅好翰墨，迺以此纸相赠。弄斧以
班门，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款
长 200 字，其中对我的赞扬多有溢美，
权为激励鞭策。所以录全文，为与读
者共享此看似信手写来的美文，一见

刘小晴文字功底之深厚，可知其溯魏
晋而探宋明的书艺之道，非仅书法，
乃是以中国古文化作为底蕴，于是书
书不息，以一人之力构筑自己艺术的
金字塔。其道何在？其有源也，其得
大源也。刘小晴的文字使我感慨良
久的是“不识时务”语，煮字几十年，
煮着煮着头发白了眼睛花了人老了，
思及往事时偶然有我不识我之迷茫，
或者在潜意识中遮蔽了什么，因而竟
茫然于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
刘小晴是第一个为我的人生作了如
此 精 妙 的 概 括 ：徐 刚 ，不 识 时 务 者
也。知我不识时务者，绝非趋时奔竞
者，虽千差万别、千致百虑而殊途同
归，归于敬畏，归于本真，刘小晴和
我。

刘小晴，号一瓢，斋名一瓢斋，取
意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还是

《论语》雍也篇第六孔子说颜回语？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总之是一瓢，寡寡一瓢饮，
活活赤子心也。

高 家 庄 一 别，读 刘 小 晴 的 书 法
论，间或临写其大作，总是会掠过那
慈爱、风情不老的眼神，是有这篇短
文，苦夏时聊记春风杨柳之会。零碎
印象，偏不概全，却取自一瓢饮中三
二滴，信夫？

从小向往于城市，却终究无缘跻
身于城市，然而这并没有成为我一生
中的遗憾，因为许多年以后，我暮然间
发现，远离车水马龙的嘈杂城市，归隐
于清幽的乡野林间，竟也成了我人生
中的一件美事，可以享受一份世外桃
源般的安逸和清闲。

在竖河镇老街的西端，有一条垂
直于直河港的界址河，上辈人习惯称
之为老岸河。老岸河古老庄重、浑厚
肃穆，静静地躺在岁月的怀抱里，像一
条静卧的长龙，也像一棵古朴沧桑的
老槐树，成为乡野一道别致的风景。
记忆中的老岸河绵延弯曲，既宽又深，
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的一条神圣不
可侵犯的大河。正是因为我对老岸河
的深厚感情，我在河边安了一个简单
朴素的农家小院。

迁入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家小
院，常常有意外的惊喜闯入我的生活，
可爱的小蝌蚪肆无忌惮地跳到我的院
子里撒泼；蛸蜞甚至大胆地横行爬进
我的屋；麻雀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一
大早就在芦苇丛中叽叽喳喳地叫个不
停；而最能让我欣赏和百听不厌的却
是深夜里有起伏、有节奏的蛙鸣声了。

因为喜欢读书，自然地便养成了
夜读的习惯。每每读到夜半时分，我
常常会从书房走出来，揉揉眼，洗个
脸，伸个懒腰，在空旷的阳台上贪婪地
吸上几口新鲜空气，整个人便有了些
许的清新感。这时，远眺夜空，灰黑色
的夜幕笼罩着整个大地，只听见那老
岸河里不绝于耳的蛙鸣声错落有致，
此起彼伏，一浪一浪，时远时近，或浑

厚洪亮，或幼稚清脆，或一唱三叠。那
深情款款、婉转悠扬、热情奔放、浑厚
绵延的蛙鸣声沁人肺腑，别有一番韵
味，似是在为夜色而歌唱。

如遇月夜，在月光的俯照下，如若
往河面上望去，河水晶莹剔透，恬淡宁
静，青蛙们的欢歌像是从天外传来的一
曲小调，仿佛缕缕轻烟，朦朦胧胧，袅袅
娜娜穿过皎洁的月光。那一阵阵的蛙
鸣声，由远及近，细细碎碎，不经意间划
破夜空，掠过屋檐，穿透窗棂，叩击人们
的耳膜，潜入人们香甜的梦乡，惊起熟
睡的人们一句模糊和呢喃的梦呓。

蛙鸣阵阵，庄稼拔节，纯朴的乡村
沉醉在美好的时光里。这是初夏的夜
晚，蛙鸣挟裹着泥土的芬芳、夹杂着河
水的清凉和绵绵的野花杂草的香味，给
人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而今夜，在如
此静谧的子午时分，我掩上书本，微闭
双眼，倾听那来自泥土的吟唱，悦耳的
蛙鸣声，如同大自然永远弹奏不完的美
妙音乐，如此的自在、如此的释怀、如此
的怡情，我不禁感叹，那乡野的蛙鸣声
是一首恬静而又和谐的田园之歌！

没有看见秦皇岛外打渔船。没
有大雨。只有太阳，在灰蓝的海面，
在山峦间，在别墅的红色瓦顶上泻下
一片浩荡的阳光。

毛泽东去秦皇岛的时候，61 岁。
4 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河山满目疮
痍，城市百废待兴。这次来秦皇岛，毛
泽东登上城楼，见层峦叠嶂，风景如
画。而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即将到来。毛泽东的心情是舒畅的。
他又惊又喜地说：这儿真是变了。当
地干部请毛泽东上箭楼看看。毛泽东
欣然说：“好，欲穷千里目嘛！”

在北戴河，有一日适逢海滨风雨
大作，浪涛翻滚，毛泽东顿起击水之

兴，纵笔挥毫，写下一阕笔意豪迈洒
脱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
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75 年 12 月 26 日那天，毛泽东

在 中 南 海 的 家 里 度 过 最 后 一 个 生
日。吃晚饭的时候，孟锦云提议按照
家乡习惯给他磕头，毛泽东说：“我可
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喔！”她们不理，
一个个先后磕了头。毛泽东晚年多
病，平时常常重复说着一句中国古老
的谚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
自己去。”人总是越老越怕死。生日
那天晚上，张玉凤、孟锦云等几个女
孩子都祝愿毛泽东“长命百岁”。毛
说：“谢谢你们祝长命百岁比祝万寿

无疆好。但能长命百岁也就不错了，
有几个能百岁呢？”

毛 泽 东 已 很 久 不 去 北 戴 河 了。
他想起那个季节，北戴河边的柳条又
已泛出嫩黄了。毛泽东在花园里念
道：“今我来兮，杨柳依依。”张玉凤、
孟锦云说：“我们都不懂。”“不懂就
学，多读些书，慢慢就懂了。”

在展览馆里，我和毛的书法合了
一张影。从绿树阴翳的石阶上走到
海边。天际辽阔，海风猎猎，吹得人
心头起皱。

那 几 年，毛 泽 东 常 在 北 戴 河 办
公。闲时，就带身边的工作人员畅游
北戴河。毛泽东在北戴河边谈笑风生，
神采奕奕。那块毛坐过的圆石还在不
远处的海边，接受波涛无声的抚摸。

海 天 之 间，是 那 几 片 孤 独 的 鸥
影，正准备出海作业的艘艘渔轮。在
那海边，长风浩荡，阳光遍地。

阿玲是个盲女，她是我的同学阿
鑫的姐姐。

我们读书的平安小学有七八间
砖墙瓦房，没有围墙，放学后，我们沿
着东山墙边的河岸走回家，长江里涨
潮的时候，长江水从潘石水闸里涌进
来，宽阔的河面上鱼儿跳跃，也会把
河面上游弋觅食的鸭子飘得很远很
远，那时，我们会追逐流水的涌浪，一
路跑到阿鑫的家里。

南北走向的河流在阿鑫家的门
前拐了一个弯，改道朝东方向流去，
顺着河沿再往前走，就到自己的家
了，但我们都喜欢在阿鑫的家里盘桓
许久，有时做作业，有时听阿玲讲崇
明的故事。阿玲十二岁了，她是崇明
的外婆带大的，春天里外婆去世后，
她回到了长兴岛的家里。每天，爸爸
妈妈出工弟弟上学后，阿玲总这样坐
在自家的门槛上，太阳光透过柿子树

的枝叶，把片片光亮照在她的身上，
河面上吹来的风掀动着她的刘海儿，
她的眼睛永远看在一个方向，一眨也
不眨。和多动的我们比，阿玲是那样
的文静。也因为阿玲，外面的世界，
除了一年级课本里的北京，我们还知
道了崇明。

这是深秋的一个傍晚，生产队里
所有劳动力都到很远的新圩里拾棉
花了，我们在阿鑫的家里等待大人们
回来，因为饥饿，我们望眼欲穿。这
时，一轮圆月从河面上升起来了，这
么巨大这么明亮的月亮我们好像第
一次看到，河面上细碎的水花在涌
动，月亮好像在洗澡，又好像船一样
在河面上飘游，海岛农村的小儿郎不
懂得美，我们只是表示惊奇，七八个
人同时喊：

“哦——月亮！”
“哦——月亮！”

阿玲手扶着门框站起来，她看不
见这轮美丽的月亮，只听到了“砰、
砰”作响的声音，她自言自语地说：

“月亮，月亮来了。”那由远而近的声
音，是生产队里的那辆拖拉机。拖拉
机回来了，大人们收工了，“哦——！”
我们欢快地跑回家。

阿玲的世界是有声的。
贫穷使儿童少年有了愁滋味，以

后的很多年，直到高中阶段，我们放
学后到阿鑫家的时候，都变得非常沉
默，很少写作业，更多时候在讲哪条
泯沟里有鱼，哪段海堤上可以放羊，
潘石镇上的黄鳝多少钱一斤，凤凰镇
上的螃蟹多少钱一串。这个时候，只
要听到“砰、砰”的拖拉机声音，阿玲
总会说：“月亮来了！”

阿玲是为了让我们高兴，她说完
“月亮来了”便在等待我们的欢呼声。

我们不再欢呼，也不再纠正阿玲
……十年前那轮美丽的月亮已经变
得十分遥远，那份欢乐也已经被我们
淡忘了，只有阿玲，她把别人的快乐，
一直牢牢记在自己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