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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沈华强有个习惯，每天总要去阁楼
上成堆的竹子中间坐一会，看着竹子发
会呆。他说：竹刻与许多手工艺一样，首
先是技艺，然后上升为艺术，最后是文
化。这么多年的竹刻生涯，其实就是一
个人生不断探底的过程。从最初的技艺
钻研，到追求作品的内涵，都在不断地
向更高的境界攀升。虽然后来特别注重
自身修为及种种应对能力的培养，但终
有一天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追
逐。如果放弃这一切，就单纯地做点内
心喜欢的作品，平淡无奇，不求点赞，只
将内心的感动与感悟一点点自然地流
淌出来，该多幸福。这两年，沈华强特别
留心小物件上的创意。他相信：竹子的
家族里没有小角色。

沈华强说：以前选竹子，很挑剔，众
里寻他千百度，像找知心爱人。如今，他
觉得，竹子就像他的亲人，他爱所有的
竹子，它们都是大地的儿孙，都是自然
的兄弟。划伤的竹子、有斑痕的竹子只
要巧妙构思，“残缺的美丽”犹如断臂的
维纳斯。旁出的枝节、赘根肉瘤要巧雕，
或雕一朵立体的梅，打破常规，与散落
的花瓣上下呼应，或刻飞虫小蚁，给人
不一样的惊喜。天然的凹槽经他打磨，
成了一把透明的“竹叶”茶勺——仿佛
一缕清风，在竹叶上唱着澄净的歌。将
竹子的天性与灵性发挥到极致，既完成
了竹子灵魂的寻找，又增添了雅玩的情
趣。这也是竹文化。

去年，沈华强和他的学生们在民元
里一号举办了一次“物以致用”竹刻茶
则展，40 套构思巧妙、精雕细刻的茶则
亮相古色古香的老宅，仿佛一夜梨花
开，老宅的心发芽了、由内而外伸展了
出来。小物件，大情怀，那一件件出神入
化的作品是作者真实的个性张扬，风格
彰显，是家乡历久弥新的人文精神的浓
缩与思考，风流浸染的民元里有“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惊喜，这惊喜不是“天生
丽质难自弃”，而是巧夺天工的匠心与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爱心凝聚而成的
“物以致用”。令观者沉迷于“方寸间有
气象”的艺术气场，陶醉在“方寸内读文
心”的“自得其乐”之中。

茶则，是茶道六君子之一，最初的作
用就是度量。唐代出现煎茶道时，茶则作
为辅泡器具存在。茶圣陆羽在《茶经》之
器篇中曰：“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
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
度也。”到宋代，人们喝的是茶粉，需要搅
拌，茶则就充当了这个搅拌的功能。至明
清，茶则又有了观赏茶叶的功能，品茶者
用茶则从罐中盛出茶叶，在宾客间传递，
客人可以观察茶叶的形状、颜色，轻凑鼻
前闻茶香。一件经过精雕细刻的茶则留
给人们的，不仅是件物品，更是精致生活
的象征。沈华强以心为刀，因材而刻，真
意寻境，使原本为实用工具的茶则增添
了不少艺术气息。

沈华强刻过 3 只蜗牛。3 块竹片之
上，1只蜗牛头朝下，1只蜗牛头昂起，第
3 块竹片上只剩一只蜗牛壳。沈华强说，
3 只蜗牛分别有不同的含义，头朝下的
叫《初生》，代表初生的婴儿，因为还在思
考人生的方向，所以低头沉思；头昂起名
为《求索》，代表人的青春期，少年的世界
充满希望与力量，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
前进的步伐；只有一个蜗牛壳的那件称
为《空灵》，代表人找到了自己的家，有了
一个归属。竹子本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可
沈华强认为，关注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便
有生命，如深爱之则生命鲜活。在进行竹

刻时也是这样，有时技法已不重要，重要
的是创作理念。传统竹刻只讲究刀功，临
摹画稿，以线造型，无比精致无比费工。
刻出来的作品有章法却无气韵，有模样
却没思想。沈华强想让他刀下的鸟儿飞
起来花儿笑起来。怎样才能做到呢？他想
到的首先是自己创作画稿。只有摆脱了
临摹，竹刻作品才不再是僵化的物件，才
会具有灵动鲜活的生命。也就是说，刻家

必须是画家，才能成为艺术家。自绘自
刻，沈华强做到了，但他并没有止步，没
有停止思考。他又回过头来“挑剔”传统
刀法，怎样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东西全
部地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读者？传统刀法
对“细枝末节”给予了充分交待，但对情
感的表达很难做到酣畅淋漓。沈华强另
辟蹊径，每天与“竹兄”对视，别出心裁地
在自然风化下形成的裂痕处、疤痕上“锦

上添花”，那件名为《春语》的作品，深深
浅浅的刀痕，起起落落间不仅遮掩了竹
本身的“缺陷”反增添了无尽的对春的期
盼，寻寻觅觅，将栏杆拍遍，最后传达给
读者的却是一份清新的平静。绘画语言
与雕刻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个性鲜明
的“思考者”沈氏风格。

读沈华强的半成品也饶有意趣。沈
华强笑说：“创作一件作品往往要一两个
月，灵感从何而来，一是看书，二是旅行，
有时听到一首歌，也会触发思路。希望通
过观看这些半成品，大家也能从中体会
我的思考与创作历程。”

一幅精彩的竹刻作品，其实是作者
刀外功夫的修炼，是其人生感悟的沉淀。
沈华强说，文玩之“玩”讲究平心、静气。
材料是什么不重要，材料本身亦无贵贱
之分，关键是以何种心境对待它。竹材虽
非珍贵的雕刻材料，然竹刻艺术品在格
调与技艺方面绝不亚于玉石、犀角、象牙
等贵重材料，皆因刻者的心境为之。沈华
强说：做竹刻应出于爱好，没有任务，不
是必须做，也不是必须做到什么样子。

沈华强前几日发了一段微信：“多年
前的作品《鸿雁》，现在拿出来看看，仍有
少许味道。当时想表达雁过何必留声，水
过何必留痕，人过何必留名之意。用圆刀
一气呵成，水天一色。现在感觉，在技艺
层面仍多了些，虽表达了大雁南飞的场
景，但在传递人心空寂无求的意境上，仍
需斟酌。”反观反思，且行且悟，沈华强

“形散而神不散”，坚守心中的那份“得之
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问 寒 文/图

小物件 大情怀

“女大人”这个词很宽很大，不
妨从大人和女人谈起。

无论男孩和女孩长成过程中，
我觉得最需要具备的是坚定的毅力
和健全的人格，就是自强。我自认
为我不算娇气，还有几分意志，但有
时格局不大，做事也思虑不周。但
我一直告诉自己在努力时，一定不
要把自己当“女生”。要对自己狠一
点，任何时候不要轻言放弃。来辛
庄也已有一些时日，我每次与父母
家人通话，从未有所抱怨或觉得难
处，因为这是选择的道路，并且我也
无反悔余地。我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我就要负责，比如生活亦或是学习
上偶有困难，我并不觉得这是困难，
或者我并不会觉得啊，完蛋了。我
总相信自己可以坚持下来，有点硬
气，这是性格上我比较欣赏的一
点。少年韶华这段大好时光，一定
要好好努力自立自强，若是浪费那
就太可惜了。现在很多女孩都觉得
自己不需要努力，觉得这是男子更
应做的事情，也就虚度了时光。

周围许多人都是家庭外貌优好
的，我从未羡艳这些人：无能不上进
之人亦是丑陋贫乏的。即使自己先
天条件环境都很好，那大好生命时
光有何理由不努力？！更何况一些
先天就不如人的。若我这辈，都有
坚毅之力，自强不息，有着健美健全
的人格，那人人成为大人则不难矣，
所谓后生可畏！

那再谈女人，自认为身为女儿
身最重要的便是自重，为人处世方
面不可轻浮要内敛，要有一颗羞耻
之心。要尊重自己，再要求别人来
尊重自己，看到愈来愈多学生“早
熟”，所谓早熟是他们认为一些很厉
害的乖张的行为，其中不乏女生，衣
着怪异，行为轻佻，喜欢向别人展示
自己，并不是学问、品行而是身体，
这叫人如何来尊重她，自己都不爱
惜不自重。女孩的品行贞操从古至
今都是十分重要的。传统观念里这

方面对女子的要求更严于男子，我
认为这是必要的。乾坤两极，阴阳
两和，坤属阴，女子要有坤的精神，
坤如地，静止而广大。要有承载万
物之胸襟，容天下各事之大度。这
一点在女子成家后更为重要，为人
妻为人媳为人母，应宽厚贤德，尽自
己对家庭的责任义务。女子一辈子
最重要的便是自己的归属，一个家
庭的幸福与否跟女主人也有很大的
关系，所以从女孩起就要明确爱情
观，要有宽厚之心，做好成为一个女
人的准备。

梁漱溟先生说过：“妇人天然是
多注意外表。”我觉得如是，女孩阶
段尤为明显，但我觉得如果能看清
或是并不看重就不打紧：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但书香气和文化自信就
会使自己觉得外表并不如此重要，
可以梳妆打扮，但贵在整洁，衣着面
容干净即可，关键内在的气质美涵
养美，也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后天
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
化气质。”除了读书为学，加之几分
自强自重，那便真成女大人！

裔佳文

一个女孩如何成为女大人

年轻美丽的小华时不时会在朋
友圈里发她做的菜。我寻她的开心，
道：你每回做饭都发朋友圈吧？

她回答的也幽默：不哦，做的比
发的多那么几回。

我猜测天天做饭的人是没闲心
发朋友圈的。比如我，精确计算好小
孩放学时间来安排做饭，及时把菜
端上桌就松一口气了。再说了，天天
一盘一盘又一盘，哪天想拍就拍呗。
结果当然是从来不拍。吃完还要洗
碗，这是多么悲愤的现实，有这个悲
愤的现实在，能有心思给菜留影吗？

烧菜确实有成就感，把菜摆漂
亮了也是极美的。为摆盘先需要把
一样样菜放好之后再拼菜，就需要
多糟蹋几只碗。能少洗一只碗有多
重要啊亲。

有时候我看朋友圈里发的美食
图，就琢磨若是我会怎么摆这盘菜。
大多数时候觉得换一只漂亮的大盘
子装就行了，没错，大盘子，较少的
菜，西餐的摆盘大多数就是这样。不
信你把大块鸡蛋饼折叠后切成圆形
或正方形，叠放在一只硕大的盘子
的中央，边上缀花一朵，盘子边一边
摆刀叉一边放筷子，配一块餐巾，立
刻显得高大上⋯⋯大盘子洗的时候
太考验臂力了。

有互联网就不怕不会做菜，网
上菜方多的是。但网上的做法都是
重口味的，而且还越来越重。我发现
那些信任网络方子而看不上前辈们
做的老式菜肴的新一代家厨，出手
都是一堆辛香料，比如小华。我们的
食性要改了？

为什么我就喜欢老式的烹饪
呢？少许的葱姜爆香即可，料酒比花
椒重要，罗勒之类的从未试过，也不
适应干红的酸，黄酒能抿几口，红烧
一定要浓油赤酱，清蒸淋一点生抽
就行，青菜要软烂下饭，鸡汤最鲜
美。

说到汤，我多聊两句。女儿吃我
做的菜长大，口味却不随我。她嫌我
做的红烧鱼太甜，不，应该说她就不
喜欢我做的红烧菜。她第一次吃溧
阳扎肝就大爱，那一次我分明看见
属于她的溧阳基因闪闪发亮，那就
是喜欢硬而有嚼头的咸香味道，不
嗜糖。她完全不吃浓油赤酱的一套。
但是，她爱喝我做的鸡汤，极简的鸡
汤，里边放香菇、笋片、油面筋、百叶
结等等一切她认为好吃的食材炖到
烂。

我一直想写一本好玩的讲吃的
书，不过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写出来
既不能当菜谱看——太没有技术含
量，又不能当文学作品看——像大
仲马这样的作家写的美食书都没什
么人看。再说了，能有历史上的美食

故事精彩吗？
在这里就说一个由美食引发

的故事，这个故事还与季子有一点
关系。

这个故事记载于《史记·刺客列
传》，说的是吴公子光（后来的吴王
阖闾，夫差的老爸）想刺杀吴王僚，
伍子胥就推荐了一位叫专诸的勇士
给公子光。僚非常喜欢吃烤鱼，专诸
就去太湖拜名厨太和公学做烤鱼。
他对师傅虔诚，学习也虔诚，最后以
优异的成绩毕业。公子光趁国家内
部空虚时宴请僚，跟他说，老大，我
家有个厨子，烤鱼做得比太和公还
好，你可愿赏光品鉴？僚赴宴了，手
持兵器的警卫从王室到公子光家的
厅堂内外都站满了。僚呢，也身穿三
重盔甲，他虽然好这一口，但并不糊
涂。酒过三巡后，烤鱼大菜要上桌
了。菜未见，味先闻，菜的香味是很
抓人的，僚的魂就被勾去了。专诸端
着中国历史上最有型的酿菜“鱼藏
剑”登场了，只不过这道酿菜里酿的
是剑。专诸赤膊上阵，以示没有武
器。他扮服务生，呈上菜，烤鱼热气
袅袅，熏得僚王醉。他摆下盘子，做
分菜状，猛地从鱼腹中抽出剑，刺死
了僚，同时他也被僚的侍卫杀死。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公
子光成为了吴王阖闾，他死后夫差
继位，夫差把强大的吴国弄亡了。

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和季子有那
么些关系呢？我给你们梳理一下啊。
吴王寿梦要传位给四儿子季札，季
札说我不能破旧制，您得让大哥继
位，所以季札的大哥诸樊继位。诸樊
死前，遵照父亲“兄终及弟”的遗命，
王位传给弟弟，也就是季札的二哥
余祭。余祭死后王位传给夷昧也就
是季札的三哥，夷昧死后按顺序该
是季札继位了。季札又不肯，最后是
夷昧的儿子继位，这个人就是倒霉
的吴王僚。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对这
种继承很不满，他觉得这王位原先
是我老子的，如果不是季札让来让
去让乱了，按照继承顺序应该我是
王。所以，所以呢，就出了“鱼藏剑”
的事。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所
以季子这最后一次让王位的事，史
书也有评价说他太爱贤名了。

半个世纪前，阖闾修的专诸塔
还在无锡市大娄巷的一间房子里，
专诸被奉为“厨师之祖”，城内居民
时常去塔处焚香祭奠。其实他这个

“厨师之祖”真是虚名，若祖师爷是
太和公我还服气。想想看，专诸只做
了一道菜，因为摆盘有特点，被司马
迁写进公众号，获得千万次点击，就
被奉为祖师。可见真是做饭不在次
数多寡啊。

佘朝洁

型 菜

“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
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差不多也就是在
1 年前的这个季节，笔者为参加民建常
州市委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汇演，来
到设在常州工人文化宫内的黄金海岸大
舞台排练节目。走上这曾经熟悉的舞台
时，心中正如这首歌词那样感慨无限
——50 多年前，本人作为小学红领巾艺
术团的一员在此登上了“初次的舞台”。

噢，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退休 4
年了，而工人文化宫也迎来了花甲之年。
回想往事，当时我家住在观子巷（现和平
北路）南首新坊桥、琢初桥之间，离工人
文化宫仅仅500多米。因为自己尚小，妈
妈让我随几个兄姐轮流带领下才开始走
进工人文化宫的。记得这是一座高大雄
伟崭新的建筑，听哥哥讲，这是一座中西
合璧的“飞机形”建筑。当时也不懂得什
么是“飞机形”，只是到了 20 多年后，从
邻近的高楼上看过去才一睹所谓“飞机
形”建筑的“T”字结构庐山真面目。

当时我家有个房客在工人文化宫上
班，听说这位先生是这里最早的工作人员
之一，是从本市一家布厂工会调过去的。
每当文化宫有什么活动，他会与邻居讲一
声的。在我眼中，这位戎姓老师长得英俊
潇洒，家中藏书丰富，谈吐风趣幽雅，特别
是在那个自行车都很少的年代，他经常骑
着一辆跑车上下班，很受大院内孩子们的

欢迎。为此，他在家时我经常到他家里找
书看，他上班时我也经常到文化宫玩。当
时主要就是“三看”，一看看球赛，篮球场、
乒乓室只要有比赛；二看看影片，室内电
影、广场幻灯片；三看看阅览室，《人民画
报》、《解放军画报》是心中最爱。

当时的篮球场是沙子场地，后来装
了照明，据说还是本市第一个灯光球场。
那时我最看好的就是城建队和前卫队。
这些来自建工行业和消防战士的队员，
身体素质好、训练有素，只要有他们出场
比赛，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我几十年后
观看NBA时能与旁人议论说上几句，基
本知识也就是从当年本地这些业余的前
锋、中锋、后卫们的冲锋陷阵中得来的。
有趣的是，20 多年后我在常州建材职工
大学就读时，有位翟姓体育老师就是当
年的偶像，城建队的中锋队员。

文化宫的影剧场可说是当时常州之
最。对于我而言，别说离家近去的机会
多，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邻居家有
个比我年纪稍大的孩子，他父亲是苏北
某杂技团的乐手，因为这位韦姓老师所
在杂技团几乎每年都会来常州演出一到
两次，且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的，那时他

就会带我到这里除了观看杂技外还看电
影。当然是不用买票的，从后台进去，然
后就在放映前剧场熄灯时悄悄地下到乐
池里面，躲在那里看电影。剧场检票员一
般检查不到那里，偶尔电筒照到了，知道
这是杂技团职工的孩子，再说也不占坐
位，就不会为难我们啦。

去工人文化宫图书馆本来就是我的
一个爱好。待到“文革”浩劫结束，知青返
城，我进了工厂并走上了自学之路，近在
咫尺的文化宫图书馆当然是经常光顾之
地了。一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合适的读书
进修场所；二是恋爱对象当时就在文化
宫科技进修学校学日语啊。随着自学程
度的提高，对书的渴求就更大了。尽管也
规定每月一定要买上几本书，但毕竟囊
中羞涩，而当时又难以弄到一张借书证。
好在女朋友已经在这里学
习好几年了，认识进修学
校的负责人，而这位慈眉
善目，待人和蔼可亲的赵
姓老师十分关怀我们这些
成年人的业余学习，比如
请个假、调个课的，找到他
总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文

化宫图书馆的借书证就是他打了招呼，
我和女朋友一下就领到了两张，我总是
把这两张借书证填写得满满的！

后来为了申报中级职称要过英语这
一关，但觉得并不需要重新全部学习一
遍时，也是通过赵老师选了一门适合提
高本人英语水平的课程，我在这里考到
了符合晋职申报要求的英语合格证书。

好像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宫
大厅内首次出现了由陈毅元帅题写的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笔者还特意查找
了这个题辞的由来，原来是时任上海市
长的陈毅同志在 1950 年 9 月 30 日，专
门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题的词。当时我
心中不免一乐，常州工人文化宫，少年时
的乐园、成年后的学校，我可是先进乐园
后上学校啊！

杨维忠

回眸“初次的舞台”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
文化的大平台
培训的大讲台
展示的大舞台

网址：czwhg.com 热线电话：88110910

“文化宫情缘”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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