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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晗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时空交错，仰望月空，1200 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曾举

杯邀明月，写下这样的千古“天问”。千年后，西昌航天人用

一次壮美腾飞，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5、4、3、2、1，点火！”2013 年 12 月 2 日，凌晨的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灯火通明，伴随着一阵撼天动地般的巨响，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将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送入太空。

12 天后的 12 月 14 日 21 时 11 分，“嫦娥三姑娘”怀抱“玉

兔”翩然落月，“嫦娥”身上的五星红旗瞬间照亮寂寥月宫。

随后地形地貌相机开启，在布满砾石和尘埃的月面上，为中

国自主研制的“玉兔”号月球车留下“倩影”。

如果说，嫦娥一号、二号卫星绕月飞行揭开了中国探月的

序幕，那么嫦娥三号落月，“玉兔”漫步虹湾，则让中国探月攀

上新高度，中国人奔月的千年梦想已然从神话走进了现实。

千江有水千江月，照着古人的月亮也照着我们。玉兔与嫦

娥、月亮等已构成固定的搭配，定格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明、清两代，以京津两地为代表的北方地区还流行在农历

八月十五供奉、祭拜“兔儿爷”，也有称“兔神”“彩兔儿”“兔子

王”的。相传，有一年京城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嫦娥心系人间，

派玉兔下凡为百姓治病。玉兔每到一处都化身成不同的身份

来帮助百姓，瘟疫治好后才回到月宫。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给人

间带来的吉祥幸福就用泥塑成形象各异的兔儿爷来祭拜。

而今，在醴陵一隅，一对对白兔在台湾艺术家关兰老师

手中脱颖而出，她亲手捏造、翻模、注浆、彩绘、入窑、成瓷、

描金……白玉无瑕，若有所思。长长的耳朵，兼听则明。双兔

傍地，喁喁私语。“兔儿爷”也从神话中跳出来了。“金桂兔”

寄托着对兔年平安健康的祝福！

出生于香港的关兰祖籍广东阳江，家学渊源，父亲是岭

南隔山画派重要传人关保民。她自幼随父习画，得隔山花鸟

画法精髓。中学后负笈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

林玉山等国画大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毕业后，她在

台北成立隔山画馆及国风出版社，投入美术事业，并涉足文

化艺术交流，推广当代艺术，影响很大。11 年前一个偶然的

机会，她对醴陵釉下五彩瓷一见倾心，以近花甲之年毅然来

到醴陵当“醴漂”。

广阔的艺术视野，甘当小学生的刻苦和投入，加上深厚的

艺术功底，使关兰成为醴陵釉下五彩瓷艺术家中一个独特的

存在。她以岭南画派撞水、撞色的小写意花鸟技法入瓷画，并

创造性地探索出色釉局部堆积、塑形技法，甚至引入西方现代

绘画的设计意识，构建了自己颇具识别性的艺术语言体系。她

的作品典雅富丽，清新悦目，极具中国画的意境气韵。

醴陵瓷玉质的白、釉下彩如虹的靓、关家笔墨独有的超

纵，浑然一体，将广寒宫的玉兔召回了人间。

民谚有云：白兔一见天下安。所以说白兔是大吉大利

之兆，也是长寿的象征。看着眼前的关瓷玉兔，耳边响起捣

药声声，皓月当空，天下安宁，我心永恒！

宋明明

卯开天门，万物冒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兔子是天降祥瑞的

使者。小孩儿戴上兔儿帽，就能求得平安健康，提上兔儿灯，就能得

到神灵保佑。在剪纸、刺绣、年画中，亦可随处看到兔的形象。

近日，一批由湖南青年艺术家创作的以兔为主题形象的版

画作品在《一幅画的展览“盲盒迎春”》中展出，活泼可爱的萌兔

融入版画中，栩栩如生，妙趣迎新春。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画中

兔，或在野外畅快奔跑，或手持元宝憨态可掬，或静卧于地悠闲

自在，生动显现了版画艺术的闲情逸趣，表达了画家们对新年到

来的庆贺和祝福。

从十七八岁时初次拿起刻刀至今，版画艺术家刘京习惯于

细细地雕琢作品，刀刀相扣，步步为营，一刀一刀缓慢铺展。在版

画《安，2023！》中，他以分版套色木刻的手法，通过反复地试印和

多种套色对比，最终确定主版为喜庆的红色，背景则采用了雅致

的浅色，衬托出卯兔形态主体的纯度与强度，也形成了独特的画

面氛围。卯兔的造型则以概括的几何呈现，形象柔和而有温度，提

炼出兔的特质。细细观赏《安，2023！》，一只脑袋圆溜溜、身体胖乎

乎的兔子好似从远处跳进画中来，嘴上还叼着一把鲜嫩青草，

“萌”态十足。兔子的背后，刀痕化为流动的线，沿着兔子的轮廓排

布，仿佛还能感受到因兔子的快速运动而产生的风。画面中的线

条也因此贯通起来，形成一个没有边界的“场”，让人对画框之外

亦充满了无限遐思。作品取名为《安，2023！》，也是艺术家以此祝愿

所有人在新的一年安好、顺遂，表达对新年的期盼和美好向往。

如果仔细观赏版画艺术家龙凯的铜版画《法古今完人》，你

可能会发现他刻的兔子有些似曾相识。龙凯以蚀刻、飞尘的技法

刻画了两只不同风格的兔子。左边的兔子取自北宋画家崔白《双

喜图》中的兔子的形象，右边的兔子形象取自德国画家丢勒的

《野兔》。11 世纪初的中国宋代，与 16 世纪初的德国，这两位画家

隔着世纪，绘制同一个题材，同样运用写实的手法，分别创造了

一只“真实”的野兔。而龙凯运用巧思，以版画的技法将其重组糅

合在一幅画面中。左边的兔子，回首睁大双眼的神态生动有趣，

抬起的右足活泼可爱，胡须处、背部毛发处精妙刻画，纤毫毕现。

右边的兔子，龙凯以深深浅浅的刀刻展现出或粗厚或纤细的不

同方向的毛，令这只兔子栩栩如生，仿佛正在一呼一吸。作品背

景中，也刻画了印泥、笔搁、羽毛笔等具有特色的中西方画材，进

一步烘托出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主题，以此寄托对大师们美

学上的传承与致敬之情，同时也以此喜接兔年的到来！

岁末之时，版画家们以刻生肖版画的方式来迎新贺岁，将各

种奇思异想和别出心裁的表现聚于刀尖，渲染喜庆祥瑞的气氛，

展现欢乐热烈的情绪，放飞自己的想象力。这些经艺术家之手精

雕细刻的生肖版画，虽小，却颇有温度。

刘效仁

由赵丽颖（饰何幸福）、张可盈（饰何

幸运）、刘威（饰万善堂）、曹征（饰万传

家）、罗晋（饰关涛）等联袂演出的《幸福

到万家》，从何幸福嫁入万家庄新婚典礼

为开篇，到当选村支书剧终，不仅讲述勤

劳致富、爱情美好、万家烟火的故事，同

时注重新农村精神文明和法治建设的表

达。我甚至认为，用法治文明燃亮万家幸

福的灯火，正是该剧有别于其他乡村振

兴剧的重要特征，自然也是何幸福，幸福

何来的幸福注释。

何幸福虽非知识女性，却是勤劳实

干农村新时代女性的典型。她嫁给老实

巴交、只喜欢侍弄土地的王庆来，就脚踏

实地地陪伴在丈夫身边。其勤劳秉性，不

仅表现在对土地的热爱，且富有时代眼

光。从小面积种植到承包集约生产，从普

通蔬菜到种植大棚有机农产品，何幸福

以远远超出了世代农民的视界，也为王

家赢来了第一桶金。

即便因得罪村支书万善堂一家，何

幸福被迫离开万家庄到城里打工，仍然

凭着勤奋辛劳，较快适应城市，融入律所

集体。从勤杂工，走到前台，所有的付出

都只能用吃苦耐劳来概括，这与投机取

巧处处碰壁的王庆来，形成鲜明对比。何

幸福从普通女性走上万家庄致富带头人

的前台，一路都洒满了辛勤的汗水。剧中

不时爆发笑点，又时常让人泪目，这个不

甘平庸、敢于奋斗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十

分鲜亮动人。

乐学、向上，丰富了何幸福的学识，

也拓展了胸襟和格局。其中有个情节挺

逗，何幸福端坐在前台上，戴着眼镜在读

拳头厚的法律辞书。关涛很好奇，你不是

不近视吗？何回答说，戴个眼镜看上去有

学问。

与王庆来大不同的是，何幸福十分热爱学习，不

断充电，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胸怀。她知道，知识与才

干要比汗水更有价值，更值得追崇，所以才会对关涛

律师心悦诚服，在不断地求知中推高人生目标。她种

有机蔬菜；学习法务知识；为农民兄弟姐妹代言；在

律所顺水顺风之际激流勇退，旨在回到家乡带乡亲

一道致富；在学习与摸索中将民宿旅游点，做成了网

红打卡地。

正直、执着，敢较真、认死理的性格，使何幸福较

快脱离蒙昧和愚拙，较早明白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权利的价值，从而去追问去申诉去寻求公平与正义。

是她的“较真”，愤怒之下砸破了万传家的头，迫使万

家庄终结闹婚的陋俗，抒写了乡俗文明的新篇；是她

的“认死理”，赢得了官司，讨回了菜棚被强拆后的巨

额经济补偿。当然，也因得罪村支书惹了众怒，被迫

背井离乡。

也是她的“执着”，唤醒了丈夫王庆来的“较真”，

一向懦弱的他才敢于向万善堂讨公道，以致被对方

踢到要害处。也正是这场“较量”，使一向武断霸道、

动辄拳打脚踢的村支书受到应有的惩戒，自然也改

写了基层村干部工作作风史。

应该说，正是律所的打工经历、对法务知识的追

求，激活了何幸福对个人权利得到平等尊重的热切

渴望，进而升华为对万家庄村民权利的公正诉求，对

少年生命健康的倾情关爱。这一切，都是运用法律武

器，对簿公堂实现的。从果商单方面毁约，导致果农

产品滞销受损的单个官司到集体诉讼的胜利狂欢；

从水尾村儿童血铅中毒败诉，到集体诉讼带泪的胜

诉，不仅维护了少年的生命健康权益，且唤醒了村民

对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的自觉意识，无疑也刷新了以

环保兴业的村办企业史。

我深深觉得，一个普通女性权利意识的觉悟，生

命价值理性的觉醒，以及一家富至“幸福到万家”的

格局，恰是该剧的成功之处。可也不能不说，何幸福

这一人物的精心打造切中肯綮，击中了当下乡村振

兴恢宏事业骨干。乡村振兴，不仅是劳动致富，幸福

奔小康，更是精神文明的日益进步，法治文明的不断

升华。其中，人，农民，尤其女性对权利、平等、生命、

尊严的认同和珍重，无疑才是万家幸福的核心所在。

所幸，《幸福到万家》全剧用别开新面的戏剧冲

突，忠实演绎了何幸福从普通女性成长为万家庄“掌

门人”的人生经历，其中心主题堪称乡村文明与现代

法治的融合表达。这一经历，既是个人的生命成长

史，也是乡村振兴法治文明的发轫史、启蒙史。其中，

为人善良正直，有热情抱负，坚守道德底线，充满正

义，乐于助人的关涛；从初期对生活充满抱怨，偏离

初心放弃职业操守，付出代价后重新和姐姐并肩作

战的何幸运，两个律师的不同形象，为该剧法治主线

的叙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幸福到万家》改编自长篇小说《秋菊传奇》。从

《秋菊打官司》到《秋菊传奇》，也见证了中国法治日

益昌明的艰辛步履。《幸福到万家》将乡村的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法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尽收眼底，整体

性创造思维拓宽了剧情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

难怪收获了颇高的收视率。

春联往事
丁智良

时光飞逝，仿佛才过春节不久，转瞬却又到了

年末尾梢。临近新春，又到了写春联的时候。

晚上，待将小女儿哄睡、诸事皆毕、夜阑人静

之后，“请”出怠慢了许久的“伙计们”（文房四宝），

展纸铺毫，“唰唰唰、唰唰唰”，三下五除二，几副春

联便一挥而就。闻着浓郁的翰墨清香，听着窗外寒

风从树梢、电线上急匆匆掠过的尖利脚步声，不由

忆起昔日写春联、卖春联的往事。

我出生于湘北农村，祖上是否出过文人不得

而知，但我所知的几代却均务农，属于正宗的泥腿

子。一代接一代的血脉中都流淌着浓浓的泥土气

息，未出过半个文化人，不知毛笔是何物，更遑论

懂书法了。村里会用毛笔写字的人也极少，因此过

春节很少贴对联，只有偶尔年景好些时，才央求村

小的老师帮忙写副红红的春联贴在门口，增添些

喜庆气氛。爷爷不过小学文化。到了父亲这辈稍好

点，但也只读到初小。直到我这一辈，才终于摆脱

农事的牵绊，与文化结缘，成了“所谓”的书法家和

作家。

我真正接触毛笔和书法，是初中毕业那年。当

时大江南北兴起一股硬笔书法风潮，满大街都是

硬笔书法字帖。我也跟风买了本硬笔字帖，临习过

一阵后，对传统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

然购得一本清代黄自元临写的欧阳询《九成宫醴

泉铭》，如获至宝，时常观摩临写。中考之后放假，

没有暑假作业，我便每天趴在家里的矮桌上认真

临摹“九成宫”。因家里经济拮据，没钱给我买宣

纸、毛边纸和白纸，我就用从当干部的大姑父家找

来的旧报纸练字。其时因父亲体弱干不了重活，我

家就从农村老家迁至我现在工作的小镇，租住的

两间房子逼仄狭小、密不透风，我常常光着膀子练

字都热得汗流浃背。

在长达两个月的酷暑中，我沉下心用钢笔和

毛笔扎扎实实临习了几遍《九成宫醴泉铭》，进步

飞快，还用白纸写了几幅楷书作品，贴在父亲理发

店的墙上作装饰。每每听到顾客夸奖墙上的字写

得 好 ，父 亲 便 自 豪 地 笑 着 道 ：“ 这 是 我 小 儿 子 写

的！”

此后，为自家、姑姑和姐姐家写春联的任务，

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头上。每到过年前几天，父亲

就会“拨”点“专款”给我，买来几张红纸和一小瓶

墨汁。我从日历本上找内容相宜的几副对联写好，

再骑单车一一送到两个姑姑和姐姐家里，也算是

过年的一点小小心意。

但那时我写对联仅限于“内供”，从未想过拿

去卖钱。读高二那年寒假，离过年约莫个把星期，

母亲说附近街坊有个姓李的退休老教师准备在街

上摆摊写对联卖，要我去帮帮忙，顺便见见世面、

学点艺。我欣然应允，第二天一早就屁颠屁颠地拿

了支毛笔跑到李老师家里，帮忙将桌子、红纸、墨

汁等用品一起搬到街道边，摆起了卖春联的摊子。

记得当时李老师定的价格是小对联 2 元一副、大对

联 3 元一副，加长加大对联另议。开始只有李老师

一个人书写，我充当“书童”的角色，帮他裁纸、牵

纸、倒墨汁兼收银。原本想从李老师这里学点东西

的，但看他写了几副对联后，觉得他的毛笔字没临

过帖，不由有点失望。失望之余，我也不禁跃跃欲

试。于是在李老师的应允下，我在桌子另一头摆开

架势，开始了“首试啼音”。一些打年货的群众路过

我们的摊子，看到我用行楷写的对联后，夸我的字

十分大气、遒劲有力，指定要我给他们现场书写，

一时搞得我手忙脚乱。记得那年我们一直写到大

年三十上午快 12 点才收摊，李老师分给我 100 多

元工钱。我把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交给母亲时，父母

亲都乐得合不拢嘴。

从第二年春节开始，我便独自上街摆摊写春

联卖，每年都能赚个三五百元。虽然每次手臂都写

得酸痛不已，有几次还把手冻伤了，但能够用自己

的字赚到钱、帮父母亲贴补家用，我感到十分开

心。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始拿工资后，我才

停止了“鬻字”生涯。

时隔 10 多年后，大约是 2015 年、2016 年，我移

居岳阳市内，房子装修之后欠了些账，年底手头拮

据，我利用春节前两天年休假时间，又重操旧业，

和爱人一起在岳阳市东风广场、梅溪市场门口摆

了两次卖春联的摊子，每次都能挣个一两千块钱，

倒也稍稍缓解了点经济压力。

近几年，家里的经济条件日益改善，我便再也

未曾上街摆摊写春联卖了，只是偶尔参加文联或

书协组织的送春联下乡（进社区）活动，免费为群

众写春联。虽无收入，却方便了大家，也重温了往

昔摆摊写春联的经历，倒也颇为快乐。

时移世易，许多往事都已消融于岁月深处，唯

独摆摊卖春联之事却深深镂刻于记忆之中，无法

消磨。每每反刍这些记忆，总能体验到一些非同寻

常的人生况味，也一直默默滋养着我。

艺苑杂谈 影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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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萌兔 妙趣迎春

《幸福到万家》剧照。

龙凯铜版画作品《法古今完人》21cm×29cm。

刘京木刻版画作品《安，2023！》19cm×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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