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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私人订制”的春联盼文化浓郁的年味
——七位知名女书法家写春联祝福今日女报 / 凤网读者，呼吁捍卫散发墨香的春联
过年啦！贴春联是传统风俗，是浓郁年味，是美好愿望。
可是，如今不少家庭已没了贴春联的习惯，更多的家庭开始贴印刷春联——或是掏钱购买的，或是商家赠送的。这些印制精美却又千篇一律的
印刷品贴在门口，让人感觉淡了年味，多了俗气；少了文化味，多了商业气。
本期，我们来听听湖南省七位知名女书法家谈关于春联的文化和年味，关于春联的青葱岁月和难忘往事——那些墨香扑鼻、“私人订制”的春
联传递着一股更为浓郁的年味和亲切感。
同时，她们也提起毛笔为今日女报的读者写下了祝福的春联，期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唤醒国人心中共同的情怀，一起捍卫春节、传承年味！

曹兰芳：打动书法大家的“问题女书法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上联：今日立马昆仑小；下联：女报运筹世纪新。两联合起来就是：今日女报，立马运筹，
昆仑小，世纪新。这表达了我由衷的祝福。”
春节前夕，在湖南永州，46 岁的女书法家曹兰芳为今日女报遥遥送上一份“定制版”的祝福。

人物小档案
李雪梅
湖南省女书
法家协 会
副主席、
“中
国女书第一
人”。

23 年，从永州求学到北京

李雪梅：
创造女书书法吉尼斯世界纪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骏马追风扬气魄，梅花傲雪见精神。”这十四枚古老如甲骨文般的字符，你
是否能够一一识别？
腊月二十七，在位于永州的自家画廊，“中国女书第一人”李雪梅女士凝神运
气，挥毫泼墨。
在她笔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的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富含着
气韵，连成灵动的春联，跃然纸上。

他提前三个月，求得二十六副春联
随着春节的临近，李雪梅感到，笔
尖上沾的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昨天写了一整天。”1 月 27 日上午，
李雪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每年
春节前，前来她的画廊求春联的队伍，
庞大得有些惊人。其中，不乏指明求女
书春联的。
一位陈姓的宁乡籍老板，每年春节
回老家，必定取道永州，上李雪梅这儿
打个转。这不，昨儿他一来，便耗上了
大半天，特别要求要写几副女书对联。
“农村的每扇门，他都要贴上一副。

整栋楼，上上下下十几扇门，一扇都没
落下！”李雪梅说，像陈先生这样的书
法爱好者，一定要现场看你写，顺道“赚”
了一堂课。这种锦上添花的事儿，李雪
梅乐意至极，盼着红红的春联给朋友们
带来一年的好运。
“ 知 道 我 年 底 难 免忙 不过 来， 一
位福建的书法爱好者便整整提前三个
月——去年 10 月份就千里迢迢专程赶
来，为自己和家人求了二十六副春联。”
李雪梅也诧异，女书的知名度竟然
如此高。

将隶书、篆书等融入女书
2011 年，李冰冰、全智贤主演的电
影《雪花秘扇》的热映，曾让永州女书
为世界所惊叹。
这种被誉为“世界之奇”的文字，
起源于湖南江永县，在湘桂部分地区的
妇女之间流行和传承。奇妙之处在于，
它由妇女创造、妇女使用并且用以描写
妇女生活，男人无法了解这些文字的意
思。
说到如何与女书结缘，李雪梅声线
不由地抬高 ：
“第一次知道女书，是在
读初二时。当时看电视画面，觉得这种
字很稀奇。”
2006 年，李雪梅参加了一个书法展，
一名官员在看到她的书法后赞叹不已，
建议她用心研究，既可把女书发扬光大，
又可成就前所未有的女书艺术事业。李
雪梅说，她有茅塞顿开之感。
让一 个女书文字也不认识的李雪

梅去写女书，谈何容易？李雪梅只能将
女书抄在笔记本上反复记，反复查找资
料。
熟悉后，她更将隶书、篆书等字体
融入女书中。因此，相较以往的女书，
她笔下的文字十分灵动，富有气韵和线
条质感。这一切得到了专家和有识之士
的认可，李雪梅因而被冠上“女书书法
创作第一人”的美誉。
2007 年，90 岁的“ 女书之乡” 江
永县自然女书传人阳焕宜去世。一种对
女书的紧迫感压在李雪梅心头，她决定
开始创作一幅女书书法长卷。经过三年
多的整理筛选，两年多的辛勤笔耕，一
幅花去 1000 多张 6 尺长宣纸，二十多
公斤墨汁，长 420 米，共计 6 万多字的
女书书法长卷告成，并于 2010 年获吉
尼斯世界纪录。

1987 年，刚进湖南科技
学院的曹兰芳，对自己笔下的
字还没什么自信。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
了学校书法兴趣小组的一场
展览，看 着赏心悦目的毛笔
字，闻着墨 香，她 脑 海里只
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成为
一个会写字的“文化人”。
每天的午 休时间，她铁
打不动地窝在宿舍，不知疲
倦地练字。
“自那之后的二十
多年，就是一个一路走一路
问的过程。”1 月 25 日，曹兰
芳大大咧咧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大家都知道，我
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问
题女书法家’！”
从学校出发，到处打听，
听说谁名气大，就拜谁为师，
曹兰芳的拜师路从永州走到
了长沙，再到北京。
几年前，中国书法院 组
织田园采风，地点定在了湖
南永州。曹兰芳得知这个消
息后，第一时间申请加入了
陪同团队。
“一连好几天，他
们走到哪，我就 跟到哪，发
问到哪，请教到哪。”曹兰芳
说，自己把积累了好些年的
问题，一股脑倒了出来！

人物小档案
曹兰芳
湖南省女书
法家协会副
主 席、 永州
市女书法家
协 会 主 席、
永州市文联
副主席
（兼）。
现供职于永
州市冷水滩
区宣传部。

而当时永州市书法家协
会向采风团发放的作品集，则
帮了曹兰芳一个大忙。该作品
集有曹兰芳的作品，著名书法
家曾翔看了后，高度认可。
“他
说，在永州居然发现了这么一
个好苗子。
”此后，
她师从曾翔、
胡抗美研习书法，甚至被推荐
至沈鹏书法课题研究班，师从
中国书法泰斗沈鹏。

不知不觉，这个“莽撞”
的初学少女，一路蜕变为知
名 的 女 书 法 家。2010 年 和
2012 年，由中国书法院提名，
她作为中国女书法家代表分
赴日本和韩国参加中日韩书
法交流展活动。2012 年 10 月，
由《中国书画》杂志提名，她
还赴欧洲参加了“中意韩汉字
艺术交流展”。

闲的神态，娟秀工整的小楷，
让原本还扯着嗓子、拍着桌子
的村民们突然安静了下来。
“可能人们对拿着毛笔的
人，有种无法言喻的敬重感，
觉 得 是读书人，该讲道 理。
”
经曹兰芳协调，事端很快平息
下来了。事后，她笑称 ：
“毛笔
能当枪杆子，有种无形的精神
力量。
”
在曹兰芳家中的厅堂最醒

目位置，高高悬挂着这么一幅
字 ——“ 以书 弘 道”
。 “ 道，
是社会正义，正能量；书，是
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最大载体。
带着问题去研究书法，表达
内心的灵性的涌动，同时把文
化传承下去，把精神文脉理清
楚。
”说起自己研习书法的出
发点，曹兰芳说，这已由原始
的兴趣，甚至虚荣心，演变为
一种神圣的责任。

一手字平息一次上访
六七年前，曹兰芳作为一
名年轻的女镇长，赴某乡镇
履新。初来乍到，适逢一群访
民前来申诉，同事们纷纷劝她
避一避风头，她却拦下这番好
意：
“我还巴不得和老百姓聊
一聊呢！”
在镇长办公室，曹兰芳请
来群众代表，一边让对方说出
合理诉求，一边提起案头的毛
笔，一字一句地记下。气定神

传承传统需要用心去做
每逢 春节，无 论在城市
还是 农村，家家户户都 要将
书写着新年愿望的春联贴在
门前，红底黑字的祝福构成
春节一道风景。
但，面对如今越 来越多
的机械化造就的千篇一律的
春联印刷品，曹兰芳感 情复
杂：
“老百姓方便了，几块钱
能买上一副制作精美、装裱

考究的春联。相比之下，我们
下雨天拎着春联送人，浸湿
了，糊了，还有过尴尬。”
“但是，印刷春联失去了
其观赏性和艺术性。商业化
增强的同时，里面 蕴含的年
味仿佛越 来 越 淡了。” 因而，
有了各 个单位大规模组织的
艺术家集体写春联。曹兰芳
觉得 ：
“请了多少人，名声有

多大， 写了多 少副春 联， 这
些都不是重点。传统的传承，
需要发自内心去做。”
不过， 她 感 觉， 相 较 往
年，这种“虚假繁荣”的现象
今年正逐渐变少。在她身边，
更多的书法家自发地为周边
朋友、邻里乡亲，写一写春联，
送一送福字，润物细无声地
传播传统文化。
（下转 A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