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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热衷于穷尽一切去探
索、了解距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事物，
而对于近在眼前的世界，却未必真
的了解。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美国
似乎有着最强烈的探索欲和好奇
心，尤其是不少年轻人，听着嘻哈
乐，看着美剧，知道格莱美，了解“超
级碗”，但对于日本的书法史、文学
史却知之甚少。日本其实是一个非
常有内容和有意思的国度。

当然，我也只与日本匆匆邂逅
了短短几天而已，谈不上了解，但对
于我所到过的日本，还是有一点点
心得和感受。我在日本只短短停留
了一周，去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与
京都。这些城市，每一座都有非常显
著的特质和气息，完全不是清一色
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东京高端、洋
气、国际化，大阪人的生活丰富多
彩、有滋有味，但我的最爱还是低调
但却极富文化底蕴的京都。

京都大概也是每一个去日本旅
行的人的必到之处。它曾是日本的国
都，因此京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和
文化底蕴。京都人十分爱护自己的环
境，不但拒绝入住和建造高楼，对古
建筑的保护也不遗余力。最有意思的
是，为了保留京都复古、原始的城市
气质，整个京都的建筑都不得出现过
于醒目和亮度过高的颜色。就连全球
连锁的麦当劳到了这里，都要入乡随
俗——标志性的鲜红色配明黄色也
被降了好几个明度。

京都保存完好的不止是一些古
建筑，更有与这些建筑物相依相伴
的周围环境，还包括一些未登录为
世界遗产的建筑和风景。比如我去

的鹿苑寺，它并不是一座孤零零矗
立着的寺院，它既包含了建筑之美、
又包含了园林、造型之美，与周围的
环境融合无间，可以称之为是传统
艺术的精品。

走在雨后的京都，干净的路面上
只有偶尔几个行人经过。这里不像东
京和大阪，人们过着匆匆忙忙的生
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安静、很和谐。小
路两边是独立的小别墅，几乎每家门
前都布置了一个小花园，有木栅栏、
高低错落的植物，甚至还有几户人家
做了假山和瀑布。就这么小小的方寸
天地间，竟然被打造成一个微型的景
观。不得不佩服京都人的生活品位和
对生活的热情。即便我未走进这些人
家，光是看门口这一小块景致的设计
和用心，就知道主人一定是热爱生
活、勤劳细心的人。细节，才是看出一
个人品位和品质的关键。

东京铁塔的夜景让我深深地被
震撼又沉醉于此，大阪心斋桥的购
物商圈让不知疲倦的我乐不思蜀，
但我依旧还是最爱不紧不慢的京
都。不用去看它的旅游胜地，不必去
抢买任何东西，只需要漫无目的、悠
然自得地走在它的大街小巷，感受
着它浓浓的文化底蕴和古都气质。
它不像玫瑰那样娇艳，也不如百合
那样花香四溢，只像一朵默默盛开
的小雏菊，不争不抢，却有它最独
特、最耐人寻味的美。

而我对于人的偏爱，也是一样。

夏威夷

走在日本

这么近，那么远

最近我给女儿读一个改编的
《灰姑娘》故事，里面传递的主题思
想是女孩如何保护自己。说灰姑娘
最后能嫁给了王子，不光是美丽的
外表，还有一颗自尊的心。灰姑娘每
到午夜十二点必定要回家，而不是
接受王子的建议再跳会儿舞或是去
参观美丽的王宫。

非常感谢编这个故事的人，给
了我一个向女儿灌输安全意识和提
高修养的良好素材，也领悟出故事
的另外一层含义：所有物象的表面
都是浮夸的呈现，而内在心灵的正
面价值取向才是永恒。

反观近来热门研讨的《爸爸去
哪儿4》风波——假父女“CP”（网络
用语，一般表示有恋爱关系的配对）
争议，不由想起人类性行为研究者
茱迪斯·雷斯曼博士在谈论打击儿
童色情制品时所言：“成人社会说男
人喜欢什么女人，儿童就会去模仿，
我们把这些图像和动作给他们看，
他们就会去做，因为儿童天生就会
模仿。这是否会毁了他们呢？是的，
会毁了他们！这是他们的错吗？不
是，是我们的错！”

先把这段话的深意暂时放在一
边，来回顾一下《爸爸去哪儿 4》：节
目以“明星+素人萌娃”（即董力和
阿拉蕾假父女）组合模式共同生活
而展开，画面里董力亲自给阿拉蕾
洗头、做饭，还帮助孩子洗头发、洗
澡，给予了全方位的照顾，而阿拉蕾
对实习爸爸依赖程度很高，甚至出
现“等我长大了我妈就把我嫁给你”
这样的话。一幅幅天真无邪、搞笑搞
怪的画面呈现在公众眼前，很多受
众被这对“父女”萌化了，甚至把他
们当作一对“CP”来看待或喜欢着。

随着两人的“CP”粉越来越多，
喜爱和诟病并驾齐驱。许多网友开始
质疑无血缘关系的大男人和小女孩
之间同吃同住以及种种亲密互动是
否恰当？比如在节目和花絮片段中，
有不少儿童半裸洗澡或者是睡觉的
镜头，小女孩还穿着宽大的衣服半露
肩膀童言无忌地说：“你搞得定我
吗？”其他不谈，就说实习爸爸给小女
孩洗澡的那一段，是不是有点太过
了？小女孩的隐私还叫隐私吗？而董
力宣传方解释称节目并没有完全呈
现两人相处的全貌，实际上是有女编
导在身边协助，比如带小女孩去洗
澡、帮忙哄小女孩，而且被子有两床，
很注意保护小女孩等等。

我这里想说的不是节目本身的
纯洁度，而是从受众的视角来想像一
下，受众接受的是画面呈现出来的全
部，而不会打听幕后节目组做了什
么。如果一个孩子看了又会怎样联
想？茱迪斯·雷斯曼说儿童天生就会
模仿，实际上现实中孩子模仿的事例
不在少数，我的一位童年伙伴就曾模
仿杂技演员丢失了性命。模仿深深根
植在孩子的意念里，模仿更是孩子学
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世界上
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灰姑娘》往
往都是传输正能量，也因为是正能量

才得以经久不衰、为人喜爱。《爸爸去
哪儿 4》一出来就遭到诟病，有 70%
以上的受众对其持反对的态度。说明
了什么问题？

童话故事里教给我们的不是这
样的，为什么如今的媒体却无视受
众的眼光和价值追求堂而皇之将这
样的节目播放出来？于是有网友这
样说：公众媒体传播的一些事情，很
容易给人别的方向引导或者让人放
松警惕，以为大家都这样做，那这种
做法就是对的。例如，《爸爸去哪儿
4》里倾向于表现出对陌生父亲的
亲密和依赖，陌生人对你释出善意，
你就应该回以信任——这些都容易
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里放松警惕，
对孩子而言，并不是一种好的引导。
一位网友又说：小时候就教育孩子，
不让陌生人接触身体，不要相信陌
生人的话，近几年很多公益广告也
播出孩子要拒绝陌生人的接触和诱
惑，我不知道节目组炒作“CP”是出
于什么想法？但是，这是对孩子极其
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一位网友说：
都是商业问题惹的祸。只怕这才是
切中问题关键所在。

当然还有一群受众说质疑的人
是小题大做，挺好的一档节目，非要
拿话题当话题，这只是个节目，心灵
美的人是不会有龌龊的想法。从人
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荀子认为人
的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
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
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这种说
法比较符合人性本质并为人们接
受。也就是说善与恶没有绝对，只要
条件具备，两者皆可以转化。既然二
者存在转化的可能，那么本着对孩
子保护的需要防患于未然不是坏事
吧？防患于未然就要将不好的事物
扼杀在摇篮里，天底下的父母都在
兢兢业业保护自己的孩子，而我们
的大众媒体里却出现一些悖逆父母
愿望的节目来误导孩子！

孩子是最无辜的。他们不懂隐私
但不代表没有隐私，大人就可以消遣
他们的隐私吗？他们的隐私需要大人
的保护，而不是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
让其他人“欣赏”并津津乐道，乃至引
发不好的联想，这些很可能淡化孩子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改变他们的未来。
同样，也不是一个节目打着“萌”的噱
头去消费孩子的单纯和善良，从而赚
取眼球达到商业目的。

童话故事里不会这样教孩子。
孩子热爱童话故事，大人乐意传授
童话故事，那是建立在童话故事有
可取价值之上，相信所有有责任心
的父母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被误
导，而我们的公众媒体却要在这档
所谓“亲子”节目里添上成人的痕迹
和隐晦的猜想，还要加上矫揉造作
的“CP”,请问你们置天底下孩子与
他们的父母于何处呢？

韫 秀

童话故事不会这样教孩子

上个月，“同根异彩”——诸葛丽娜书法艺术美国
展暨艺术研讨会于 2016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10 点在美
国洛杉矶隆重举行。

此次书展由美国书画研究院院长杨建立先生策
展，江苏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常
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中美艺术家联合会承
办，美国中国画协会、美国北美画院、美国金枫艺术投
资集团、美国伟博文化中心、美国西来大学、刘海粟美
术馆协办。

美国政界、商界、艺术界、收藏界数百人纷纷前来
祝贺诸葛丽娜书法展开幕。新华社、中新社、新民晚报
等驻美分社和美国主流媒体，以及各大中文媒体40余
家纷纷前来采访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先
生，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刘春香女士，美国国会议员
赵美心女士，加州议员周本立先生，加州议会议员
Bob huff 先生及夫人何美媚女士，加州议会议员、洛
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伍国庆先生，圣盖博市市长廖钦和
先生，蒙市市长陈赞新先生，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
马树荣先生，美中商会主席程远先生，美国华人社团联
合会主席郭颂先生，世界华夏妇女会会长陆来冰女士，
汉天卫视台长李冀先生，华美博物馆馆长阮桂铭女士，
美国书画艺术院院长杨庆立先生，刘海粟美术馆馆长
李庆先生，书法家诸葛丽娜等参加开幕式并剪彩。

此次书展75件作品涵盖楷书、行书、隶书、篆书等
书体，较全面地展示了诸葛丽娜的艺术风格。下午，举
办了艺术研讨会，中美艺术家相互交流书画艺术心得。
美国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艺委会主任张京成先
生、美国书画研究院陶海心先生、美国中国画学会会长
甘富忠先生等艺术家们与诸葛丽娜畅谈和交流书法艺
术，诸葛丽娜再次答谢美国同行的鼓励和鞭策。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举办展览。”诸葛丽娜说，
把中国的书法作品带来美国展示，“我希望能为中国书
法在海外传播贡献一份力量，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和喜爱，同时也与美国当地书法界同道交流学习。”

话音未落，诸葛丽娜又接到消息，她有一件作品被
选中，于本月赴华美博物馆展出，这是美国官方比较盛
大的一次展览，“书法作品入选很不容易，这个博物馆里
几乎不展出中国书法。”中国日报社社长江启洸介绍说。

从 5 岁开始学习书法，曾师从萧娴、黄惇、沈鹏等
名家，经历了从碑学到帖学的转变，诸葛丽娜坦言自己
现在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仍然处在不断的摸索
中，“每年缺一点什么就补一点什么，近期，在重点临董
其昌、王羲之《圣教序》、文征明等帖。”

拜“女书圣”为师
说起小时候如何开始学习书法，诸葛丽娜开玩笑

说：“是爸爸‘逼’的嘛。”
诸葛丽娜生在金坛儒林诸葛八阵图村落，从幼儿

园开始，父亲就请了书法老师教她写字。每天写2小时
的书法，开始时还觉得新鲜好玩，时间一长，对于一个
小孩子来说未免枯燥乏味。于是，诸葛丽娜也曾经和父

亲“斗智”，“我把毛笔吸足了墨汁，然后一下子按在米
字格的中间，这样一本宣纸就报废了。”

颜体、柳体、米芾⋯⋯几年下来，诸葛丽娜的字写
得已经有模有样，作品常刊登于各类报刊。8 岁的时
候，诸葛丽娜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常州参加少儿书法活
动，一手娟美的楷书博得众人称赞。不久，经著名越剧
表演艺术家商芳臣先生引荐，拜萧娴先生为师。

诸葛丽娜仍清楚地记得，萧娴看了她的习作后，便
称赞其有灵气，当商芳臣提出请萧娴收她为徒时，萧娴
很爽快地表示：“好哇，就收她当个‘关门’弟子吧！”

萧娴是当代著名女书家，有“女书圣”之誉，幼时即
以善作擘窠大字闻名乡里。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精心
指授，诸葛丽娜遍临唐碑和北碑，艺事日进，其天资聪
颖和执着毅力也备受萧老关爱，15 岁时，诸葛丽娜举
办人生中第一次个展，萧娴为其题签。

“萧老给我挑出不少毛病，帮助我一一改正。”诸葛
丽娜说，比如，以往跟着老师学临帖，也不由自主地学
到了老师的一些毛病；学颜体也需要了解颜体在不同
时期的变化，先学哪个帖后学哪个帖，但以往都是直接
选定一个帖就开始临；学米芾时更是直接将一些楷书
的笔法拿来写行书，殊不足取。

师从三位名师的收获
除了萧娴，诸葛丽娜还遇到过好几位名师。
1997 年，诸葛丽娜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得到黄惇

等名家的悉心培育，于篆隶、行草、国画都得到长足的
进步，在书画创作和美术理论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这
是真正打基础的时候，学到了学习的方法，知道以后怎
么去学。”

2007—2009 年，诸葛丽娜又进入中国国家画院
沈鹏书法课题班研修，“这个时期更加重视字外功的学
习，好几个大奖都是在这个时期得的。”

三位名师，各有所长，从他们身上分别学到了什
么？诸葛丽娜这样总结：

萧娴——写字要大气，无论是在什么场合都不再
胆怯，只要拿起笔，就能把全身力气倾注于笔端。

黄惇——临原帖、下苦功，深入研究书法理论和实
践，作品好不好要留下去待后人评判。

沈鹏——想象力对书法很重要，各种书体可以融
合在一起，不写字时要有笔意。

正是在这些名师的指点下，诸葛丽娜对书法有了
更深入、更精到的了解，对书艺有了更全面的体会和把
握，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为之不懈努力。

新一代美女书家
真草隶篆行都从头学过，诸葛丽娜的基本功比较

扎实，目前，她的创作以行草为主。
这次去美国办展览，也是她第一次去美国办展，一

开始就准备了一些行书、草书作品，但为了让展览更适
合美国观众，后来又增加了不少楷书、隶书、篆书乃至
金文、甲骨文的内容。

不少观众在欣赏诸葛丽娜的草书时，很难把它与
作者的柔美联系起来，但她觉得，女性书家也未必不能
大气，像傅山那样看似乱糟糟其实很考验功力的作品
让她十分赞叹。

得益于名师的指引，也得益于自身的天赋和勤奋，
诸葛丽娜先后获得《全国首届册页书法作品展》二等奖、

《中国书法翁同龢奖》翁同龢奖（最高奖）、《全国首届手
卷书法展》优秀奖（最高奖），并入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
亭奖》、《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草书大展》
等重大展览20余次，在2008年度中国书法家论坛被评
选为年度十佳最受欢迎书法家，并先后在北京、上海、大
连、杭州、兰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举办书法展。

“诸葛丽娜不仅在书法上勤于用功，而且对文史哲
等姊妹艺术较多用心。她写的书法文章，词句清丽，言
之有物，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学习书法的诸多心路历程
和人生感悟，颇能启人心扉。”资深艺术评论家、书法家
傅德锋这样评价。

常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叶鹏飞也表示，书法艺术
进入新千年后，更加斑斓多彩，传统的、现代的、个人
的、社会的诸多因素的交融、渗透，孕育着新一代书家
的成长，“诸葛丽娜就是新千年以来鸣响于书坛的青年
精英、美女书家。”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被称为“美女书法家”，诸葛丽娜的生活也与普通

女子颇有共同之处：美食、运动、电影、衣服⋯⋯
而读书，也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市中心的一个工作室内，诸葛丽娜的书架上摆满

了各种各样的书，小说、散文、历史⋯⋯“我最近正在看盐
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很难想象一个女作家怎么能
写古罗马写得这么好。”

自从当了母亲，诸葛丽娜一边把不少时间都花在孩
子身上，一边却又放不下自己心爱的书法，常常是忙得一
个头两个大。

但她却忙得很开心。
她说，幸福是自己想的，自己觉得幸福就是幸福。
她还说，人生平平淡淡才是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情，心里觉得踏实、安定，自己就过得安心了。
就像写字，她说她现在写字就是想写就写，也不管是

什么纸，“随性情就好。”

陈荣春

诸葛丽娜书法展亮相美国

生活意见生活意见
美国向诸葛丽娜颁发的部分奖状与贺状

萧娴大师指点诸葛丽娜学书

沈鹏老师指点诸葛丽娜学书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女士（左起第八位）和嘉宾们在书法展开幕式上剪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