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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都在讲如今的年味越来
越淡，传统文化也在一步步走向没落，但
在赵红萍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春联这样一
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习俗一直都在很
好地保持着。”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2013 年新田县成功申请到了一个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家大院，在这个有
着 930 年历史的建筑群里，128 副不同历
史时期的楹联完好无损地保留着。

“春联是一门集大成的艺术，透过

它可以看到很多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它
也是老百姓用来表对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一种方式。同时，春联也是书法这门高
雅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种很好的方
式。”赵红萍认为，再高雅的艺术也来源
于生活，最终也会服务于生活，而高雅
艺术融入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变成
一种大众化的习俗，反过来也会推动艺
术的发展和繁荣。“春联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
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回归。”

赵红萍：他们排两小时队等我们写春联

学 美 术 毕业 参 加 工作
后，张艳红也经常会给街坊
邻居写春联，参加各种“文
化下乡”的活动。作为岳阳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岳阳
市女书法家协会主席，在岳
阳市市容管理中心上班的张
艳红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部
门的活动，还不得不自己出
钱请假去乡下写春联。不过，
在看到大家欢喜地拿着春联
回家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
己的辛苦和付出很值得。“有
一次，一个老大爷第一个排
队来找我们要春联，他一个
人就要了 9 副，说是要给儿
子女儿都带几副回去。”

在张艳红的印象中，每

年的写春联现场都很火爆。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有一年是安排在一个高中学
校，学校特意搬出了两间教
室的桌子用来写春联，学生
们也义务加入了服务队伍，
裁纸、拉纸、洗笔等，一个
个干劲十足。在活动结束后，
学生们把统一佩戴的帽子脱
下来请书法家签名。

在 1 月 24 日的小年里，
张艳红还在忙着写春联。“活
动事先没有任何的宣传，只
要书法家们现场写几副春联
挂在那里，自然就有很多人
前来围观，这就可见春联在
老百姓心目中还是很受欢迎
的。”张艳红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有时候活动结
束了，老百姓都还不愿意散
去，还想多求几副，纸张用
完了，有的老百姓就会跑过
来说“我自己去买纸能不能
麻烦你给我多写几副”。

“看着妇孺老少排着很
长的队伍来要春联就很欣
慰，觉得自己从小就会的这
点‘手艺’还是有很大价值
的。”张艳红特别感慨的是，

“文化下乡”的活动在农村
比社区更受欢迎，她认为，
这说明乡下老百姓平时的文
化生活还是有点单调和匮
乏，他们更需要这样的活动
去推动和促进乡镇的文化建
设。

每到过年，蒯奕池也会组织一批书
法家上街免费给市民现场书写春联。让
她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的春节，一位
市民在得到她写的一副春联后，转身买
来一包烟要送给她，让她接也不是，不
接也不是。“当时现场写春联的书法家
以男同志居多，那个市民可能就是想买
烟表示一下感谢，一时没想到我是个女
性吧，因此，那个市民当时也有点尴尬，
哈哈！”

对如今市面上普遍流行的电脑版设
计的春联，蒯奕池认为这种春联虽然外
表美观，但对传统春联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没有一点好处，长期以往，甚至会造
成书写春联这一传统习俗的消失，那将

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每年都坚持上街给
市民免费写春联、赠春联，也是希望通
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感受到传统书法
艺术书写出的春联的魅力，让更多人能
选择用传统的方式制作春联。”蒯奕池的
女儿今年 8 岁，在她的影响下从小也开
始练书法。蒯奕池之所以让女儿练书法，
不光是觉得书法艺术可以修身养性、陶冶
情操，更重要的是从练字中同样也可以
让孩子领悟到做人的道理。“练字要讲究
左右结构的组合，偏旁部首的排列，这其
中有矛盾、有对立，如何做到和谐统一需
要智慧，更要有技艺的磨练，对于做人
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学练字
同时也是在学做人。”  

春节写对联被人赠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关于春联的故事？我现在就在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村民们排着很长的队

伍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写春联。”1 月 2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拨通新田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红萍的电话时，电话那头不断有欢呼声传来，赵红萍在告知记者现场
情况后，便又忙着去写春联了。

其实，这样的场景对于赵红萍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她从上高中开始就跟着曾
任新田县文联主席的父亲在县里的社区和乡镇写春联送祝福。赵红萍说：“我对春联
有很特殊的感情，它是我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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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羡慕她有书法特长
从 5 岁开始，赵红萍就被妈妈逼着

每天练两页纸的钢笔字，7 岁开始跟着
父亲学习书法，再到后来高中时父亲想
春联内容她负责写。因为有这样的特长，
赵红萍从小就是学校里的“宠儿”，出黑
板报，办班刊、校刊、墙报，甚至是考
试要用的试卷也都是赵红萍一个字一个
字写出来再油刻的。班上的同学也都很
羡慕她能有这么好的一门特长。

父亲对于赵红萍的要求很高。每次
一到春节要到乡下去写春联时，父亲都
会把赵红萍带上，希望她能多锻炼锻炼。

“开始去的时候很胆怯不敢写，害怕写得
不好被人笑话，后来也就慢慢脸皮厚了，
心想反正写得不好也没人认识我。”现在
赵红萍回想起当初的自己，还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每次送春联下乡带的红纸都不够
上了大学后，赵红萍学的是美术专

业，虽然没有专攻书法这一块，但她也经
常会和学校里书法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切
磋切磋”。工作后，赵红萍也一直保持着
对书法的爱好，也经常会开展一些书法
比赛，给书法爱好者们提供交流学习的
平台。而如今，作为永州市女书法协会副
主席，新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女
书法协会主席的赵红萍，每年都会组织
各种各样的“文化下乡”活动，写春联就
是其中之一。“老百姓对于我们的活动很

喜欢，每次带过去的纸都不够用，明明
隔壁就有卖春联的，但很多老百姓还是
愿意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来等我们书法家
写出来的春联。而且很多人都是刚从外
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有时候一要
就是好几副，希望把家里的门都贴上。”
赵红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相比于
其他的传统习俗，春联在民间一直都有
很强的生命力，虽然可以买到印刷的，但
他们还是觉得写出来的更有感觉和文化
气息。

春联有助于传统文化回归

在过年的节日民俗活动
里，春联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贴上了春联就贴上了年的味
儿。它把祝福迎进屋来，把
瑞气荡满屋梁，把整个庭院
领往春节的喜庆里。

以前，腊月二十三送了灶
爷，就有人围着看那蛰居乡村
的饱读老儒挥臂书春联；英
华毕露的青年才俊也一展才
华，舞笔写春联。他们把春
节的喜庆挥洒在红彤彤的春
联上。当你驻足观赏，品读
起“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的联句时，就像漫步于古老
的文化丛林间。

可是，如今的年轻一代
很少有人去赏对联了，更是很

少体会到民间吟对春联、书写
春联、讲春联故事那么一种
其乐融融的年味儿了。如今印
刷春联张扬着金光闪闪的表
象，满布于市场。虽然在许
多乡村仍然有饱学老儒在热
心挥洒，却少有人去细细品味
其中的意味。就这样在民间
狭小的空间里，传统春联的
书法艺术、蕴涵趣味、吟对
兴味被挤得生存困难。而少
了观赏，少了品味，本该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春联就只
剩下了红彤彤的躯壳。

年俗在消失，年味在消
退。如何捍卫春节、传承年
味儿，成为人们议论的新话
题。我们不能眼瞅着春节日
渐式微，我们需要飘着浓香

张艳红：学生们脱帽请我签名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每年小年前后，张艳红都是大忙人，她会连续几天都在写春联，有时候一天下来要写

二三十副，写得手臂都有点酸痛了。但用张艳红自己的话来说是“累并快乐着”。原来，作
为岳阳市书法界的名人，张艳红每年都是市书法协会、市文联、市委宣传部等组织的“文
化下乡”活动的被邀请对象。而她自己也是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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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春联卖钱筹学费
张 艳 红 是 岳阳市 君山

区良心堡镇人，她爷爷读四
书五经长大，又在村上教古
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因
此，张艳红从小就在这样的
环境下耳濡目染慢慢爱上了
书法。小时候，张艳红家境
不好，为了自己赚学费和生
活费，张艳红就想到了写春
联卖钱。“第一次卖春联的

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
么字体的，就写了隶书、楷
书、行书等不同字体的春联
摆在叔叔家的门面前卖。”1
月 24 日，张艳红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后来她中午
回家吃饭的时候，每种字体
的春联都被人拿走了其中的
一联，一问才得知是村里的
一位老人家为了让他孙女学

习书法把张艳红的拿回去当
“教材”用了。后来，不仅老

百姓找她写春联，学校、银
行、医院等单位也找过来请
她写春联。“乡下会写春联的
本来就少，会写春联的女孩
子我还是第一个，所以我很
快就出名了。”张艳红称，那
个时候多亏了这样一门“手
艺”，还给家里赚了不少钱。

自己花钱请假去写春联

■编后

年味儿的春节，它不仅仅是
我们简单生活中的调味品，更
是所有中国人心中共同的情
结，是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
无论如何，我们的年俗需要
代代相传下去，保护好年俗
中包含的文化内容，在创新中
保护，在保护中创新，这是我
们的文化责任。

我们该拯救文化内涵渐淡了的春联

从“私人订制”的春联盼文化浓郁的年味
（上接 A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