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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中青年文艺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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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6岁的我考取了江
苏省戏剧学校昆曲音乐专业，专修
司鼓（乐队指挥）。那时，我们对昆
曲一无所知，所以观摩学习老师们
的昆曲表演是我们的必修课。

江苏省昆剧院在南京恢复成立
后，1979年在西康路省政府礼堂举
行多场演出，“传字辈”老师和俞振
飞大师相继登台，省昆中坚力量“继
字辈”老师悉数出场，由此我们认识
了张继青老师。我被她在舞台上的
表演深深打动了，从此记住了省昆
有这样一位艺术家。

后来，我又有机会看到她表演
的全本《牡丹亭》，被她塑造的杜丽
娘所征服。记得那时她已年届40，
我惊叹于她怎会把一个二八年华的
女子演绎得这般栩栩如生。她在
《痴梦》一出里的表演更是令人叫
绝；《芦林》一出演罢，我甚至感动得
热泪盈眶。之后我又陆续看过她出
演的《折柳阳关》《长生殿》《断桥》
《鉴湖女侠》等戏。继青老师的艺术
成就不光震撼了我们这批学生，甚
至吸引了一众京城里的戏剧大师，
如张庚、阿甲、王朝闻、赵寻、郭汉城
等人亲赴南京看她的演出。1984
年，她携《牡丹亭》《朱买臣休妻》到
北京演出，轰动京华，并摘得首届

“梅花奖”榜首。在我们的仰望中，
继青老师成就了一座难以逾越的昆
曲艺术高峰。

1985年，在省戏校毕业且留校
任教两年后，我被分配到江苏省昆
剧院工作，那年我23岁。

与继青老师的渊源，始于我在
昆剧院里的一次练功。那天，我在
剧院通道的凉棚底下练板鼓，她从
院部会议室走出来，当时她是昆剧
院副院长。看见我，她走过来亲切
地问：“是小季吧？”我忙站起身叫了
声：“张老师！”她慈祥和蔼地说：“没
事，倷（你）接着练，我是要搭倷讲，
一个打鼓佬，不仅仅要练好基本功，
更要熟悉台上的戏，我俚演员在台
上唱戏，一招一式倷全要记牢。老
法头里（过去的年代），打鼓佬还要
叫场，还要帮演员提词、说戏个。”这
段话深深打动了我，因为自从我学
司鼓后，还从未有哪位老师教导我
敲板鼓要做到这样。继青老师的教
诲从此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在
以后的敲戏中，我常常回忆起与继
青老师的这次对话，一个鼓师，他的
工作不只是敲板鼓，更要记住戏。

2002年，省昆剧院让我回去参
加业务考核，由我司鼓《扈家庄》的
起霸。排练途中，演员由于长时间

没练，忘了舞台地位和动作，我帮她
回忆起来。同仁们甚是惊讶：时隔
多年，竟然还记得戏。我心说，这是
继青老师教我的呀！继青老师与我
说的话虽然不多，却深深影响了我
的一生，更奠定了我在之后的艺术
生涯里能教戏、做导演的基础。

1986年 10月，浙江昆剧团举
办南北昆剧精英邀请演出，当时省
昆剧院的林继凡和黄小午受邀合作
演出《势僧》，由我司鼓。继青老师
自然也应邀在列，参演《牡丹亭·寻
梦》。演出之前，我在侧幕边看到
她，脱口喊了声：“张老师！”继青老
师冲我挥挥手，旁边一位老师连忙
制止我：“不要打搅张老师，她在背
戏呢。”我一看表，心下震动，离演出
开场尚有一个多小时，她就已经在
准备了吗？再说她刚出访法国演出
全本《牡丹亭》回来，在法一个多月
连演30多场，一折《寻梦》对她来说
岂不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的事？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这就是她一贯
的处事做派，哪怕最熟悉的戏码，只
要演出，上台前就要认真背戏，将其
当作平生第一场演出来奉献给观
众，难怪她在舞台上能够取得那么
大的成功。我不由肃然起敬，这才
是一个艺术家的风范啊！

1987年，锡剧表演艺术家梅兰
珍的“锡剧梅派演唱会”特地邀请继
青老师捧场，请她演唱锡剧《鉴湖女
侠》里秋瑾的一段唱。虽说继青老
师年轻时唱过苏剧，与锡剧同属江
南地区的滩簧剧种，但发声方式却
不尽相同。锡剧女声发声是本嗓，
苏剧和昆曲女生发声却是假嗓。为
了唱好这段戏，继青老师不断练习，
演出前还在后台拖着家父（锡剧名
家季梅芳）听她唱得如何。家父称
赞她“唱得太好啦！”她谦逊地说：

“勿来事（不行）！勿来事！还要好
好练！”就这样，一场短短几分钟的
捧场演出被继青老师视作一场重头
戏来准备，参加演唱会的同行们肃
然起敬，被她这种“上台无小戏”的
艺术态度所折服。

1988年，我从省昆剧院调回无
锡锡剧院工作，之后便与继青老师
相会甚少，只是偶尔看她的演出，也
曾看过她应白先勇先生邀请，在苏
州辅导排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演
出结束后也只是匆匆一晤。

2022年1月6日，在家中惊悉
继青老师离世，万分心痛，一代昆曲
艺术领军人从此陨落，实乃昆曲事
业的巨大损失。几日茶饭不思，特
撰文追忆继青老师，聊表哀思。

忆继青老师二三事
□季志良

梁实秋《雅舍谈吃》中回忆，
真正上好腊肉他只吃过一次。那
是抗战初期，先生去湖南拜访一
位朋友，那个朋友家道殷实，在湘
潭城内有一所很阔气的大宅，宅
子里有一个宽敞的厨房，房梁上
挂着好多鸡鸭鱼肉，底下堆满了
树枝干叶之类，正在冉冉冒烟。晚
上朋友招待他，到厨房取下一块
腊肉，“刷洗干净之后，整块地蒸。
蒸过再切薄片。再炒一次最好，加
青蒜炒……”主菜是炒腊肉，再来
一瓶温州烧酒，宾主尽欢，此后在
别处的餐馆里吃炒腊肉，都不能
和这一次的相比。

腊味不只是一道美味，更承
载着千百年的传统以及感情。它
是风吹出来的。这样的味道，腊
月里才有。凛冽的风，吹透肉食
的纹路肌理，把腊月的味道，浸
进去了。

腊味是一种意境。家家户户，
老墙上挂的、屋檐下吊的……叮
叮当当，颇显阵势。一根长竹竿
上，晾挂一串鸡鸭鱼肉，也不怕显
财露富。

腊味是小人物烟火苍生的一
种萃取、表达和升华。把日子过成
一段段，有滋有味，有色有形的腊
味情调，像小说、戏曲、书法、绘画
一样，渗透到朴质无华的居家生
活。

寻常百姓过年，在集市上剁
一块肉，拎着，踱回去，用细细的
盐，小心地码过，挂在屋檐口，那
块肉就成了腊肉，如果是块鸭腿，
就叫腊腿。

儿时，外婆买新鲜的带皮五
花肉，分割成块，用盐和花椒、八
角、茴香等香料腌渍在一只陶缸
里，再将五花肉风干，渐入佳境。

或是腌一只鸡，把它悬挂在
风口里慢慢地吹，吹干的鸡，又叫
风鸡，搁到锅里蒸，腊香四溢。

乡村里的腊味，用树枝、柴草
慢慢熏烤。挂于灶头顶上，或吊于
烧柴火的烤火炉上空，利用烟火
慢慢熏干。熏好的腊肉，表里一
致，煮熟切成片，透明发亮，色泽
鲜艳。

我见到一农妇扛着竹竿挂着
十几只腊鹅，在赶日头晾晒。一抬
头，见到树上悬着几只琵琶腿，以
一棵冬天的树为隐约背景，就在

陌生路人的头顶，想那腊味在高
处，寒风透彻，待些时日，便滋味
入骨了。

渐渐风干，是一种程序和态
度。腊味当然不是新鲜的肉食，而
是把一块猪肉，或者一条青鱼、一
只草鸡腌了，保存下风的味道，像
烟一样慢慢浸入肌理，扩散、融
合，就地道了。

腊味不分大小，一个猪头可
以制成一块腊香猪头；一只鸡腿，
也不能拒绝它成为一块腊味美食。
某年，在浙西南畲族山村，到一户
人家做客，看到木结构的房子里挂
满腊味，大大小小，山风点染，烟熏
火烤。

腊味情调，是文人的情调。沈
从文在沅江上给张兆和写信，“我
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
在船上吃饭很合适……”看来腊
味是适宜在旅行时吃的，便于携
带和烹饪。

它肯定是道文人菜。人与文，
全在意一个“味”字，腊香浓重、咸
甜适口、柔韧不腻。有的是“腊味
合蒸”，取腊肉、腊鸡、腊鱼，入鸡
汤和调料，下锅清蒸；有的是腊肉
腊肠，色泽鲜艳，味道醇香，肥而
不腻；有的是腊味煲仔饭，简单便
捷，分量不大，米粒中带着肉香。

有些腊味不在意吃，而在意
收藏和保存。徽州古村西递的老
宅里，我无意中瞥见一户人家，房
梁上挂着色泽油亮的老腊肉，在
朦胧的光线中，半明半暗，老宅里
也就飘忽着一种宁静旷远的旧年
味道。

腊味营造的空间，虚实相生，
情境全在一根绳子上。老式庭院
里，与朴素的棉布衣裳一道晾晒，
在风中招摇，色泽金黄，愈发澄
明。此时，鹅黄的腊梅开了，天井
里，悬挂一行美味，撩拨着小日
子，垂涎欲滴，岁月静谧。

腊味是俗的。恰当时，还点缀
和铺陈一种意蕴和节奏。有一次，
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在厨房和一
个人说话，那个厨房后院的天井
里有一根绳子上挂着猪耳、香肠、
凤鹅、猪舌，远远地看去，就像悬
挂在灰黑的屋檐空间下的一溜色
泽金黄的味觉道具，忽然觉得，那
串腊味大概不是预备吃的，而是
用来渲染一个餐馆的氛围。

风凛腊肉香
□王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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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又要
过年了。

“过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最
隆重的传统佳节。无论城市还是
乡村，一年一度的“过年”，总是给
人以期待、遐想和欣喜。

小时候，每逢过年，总能听到
外婆念叨：“过年、过年，你俚老小
是盼过年，我俚大人是怕过年。”
但直到自己长大成人，才开始理
解外婆这句话的含义。我们这一
代人的童年时期，物资匮乏，家庭
收入普遍很低，日常生活用品和
副食品都是按计划供应凭票购
买。城里的小孩一般一个礼拜能
吃上一次肉，而生活在农村的小
孩要一两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
甚至有些人家过年时的一碗糟扣
肉，从年初一开始，女主人隔三岔
五拿出来蒸一蒸，直到正月半，没
有客人来了才把它吃掉。这样的
事，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和理
解的。我们家有姐弟三人，加上舅
舅、阿姨家的兄弟姐妹六人，小时
候逢年过节八九个兄弟姐妹总能
相聚一起，沉浸在玩耍、打闹、聊天
的欢乐中。在一年年“过年”的期
盼中，我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留
下了无数美好的“过年”记忆。

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当年的
无锡县长安老家的村里过年。大
年夜当天一大早，大人小孩就忙
开了，拣菜、洗菜各司其职，小兄
弟几个光是拔猪爪上的毛就用了
一上午的时间。傍晚时分，大家
围坐一起，欢欢喜喜地吃年夜
饭。餐桌上红烧肉、红烧鱼、酿面
筋、百叶包样样有。我们一帮小

孩尤其喜欢吃母亲烧的红烧猪
爪，为了让我们小孩吃个够，母亲
是用铝制的小脸盆盛放猪爪的，
香喷喷的猪爪一端上饭桌，七八
双筷子同时伸出，一转眼满满一
脸盆红烧猪爪就被一扫而光。现
在想起来，满满的幸福感还是那
么记忆犹新，令人难忘。吃好年
夜饭，我们睡在父亲早早晒过的
用新稻草铺成的地铺上，听着房
梁上老鼠的嬉闹声进入梦乡。待
醒来已是大年初一，我们跨进了
新的一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灵活
的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型超市中琳
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可以满足人们
生活的需求，一周乃至一个月才
能吃上一次肉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现在每户人家的餐桌上，鱼
肉荤腥基本天天有，简直就是天
天在过年。逢年过节，喜欢吃家
常菜就自己动手，去一趟朝阳农
贸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再花几
个小时，烧一桌好菜，朋友亲戚聚
在一起，吃的是家的味道、家的亲
切和家的温暖。要是人多，招呼
一声，去酒店聚餐也是平常事，吃
的是优雅的环境、周到的服务和
热闹的氛围。

如今，我们姐弟三人都有了
独立的家庭，每年过年也总会相
聚在一起，叙叙旧聊聊天，喝喝
小酒吃吃饭，聚的是一种传
承，喝的是一份亲情，吃的是一
种情感。过年，这一民族特色的
传统节日将陪伴我们走过一年
又一年。

过年
□木 杉

庄小石书法之所
以有引人处，是书中有
情，书中有古法，书中
通自然，其小楷脱胎于
晋唐，滋养于画理，玄
解于胸次，这是经过长
期熏习达到的自然蜕
变的结果，她正在此道
中登攀。 ——王建源

与书法结缘
庄小石是无锡市少年宫的书画

老师，能书善画、气质如兰，近年来
收获了不少高层次的专业书法奖
项。她从小习画，十余年前开始接触
书法创作。出乎意料的是，经过一次
省教师培训班沉浸式学习后，她对
书法的热爱一发不可收。

初学书法时，在唐兴春老师的
影响下，庄小石倾心于文徵明的小
楷，曾将其小楷精品《离骚经》临写
数遍，用功最深。后来，王建源老师
在用笔、结构、节奏章法等方面对她
加以进一步的指点引导，她开始学
习晋人小楷，宗法钟王，日夜临写
《黄庭经》，一年为期，不曾间断。她
时常将晋人手札及《世说新语》置于
案头，朝夕观摩，追慕魏晋风度。期
间，她绘画不敢偏废，又精进文人山
水。出于地缘关系，她在乡贤倪云林
山水、小楷处用心较多，又得道友三
行指点，对倪幻霞笔底的太湖，认识
得越发真切。

近些年，乘借网络便捷之利，她
结识了多位书法同道，以字会友，建
群结社，畅谈心得，砥砺精进。借助无
锡书协这个平台，庄小石参与了各级
各类的培训和交流，在一次交流活动
中，王厚祥老师指点她“取法乎上要
贴合性情”，她顿觉豁然开朗。

庄小石说，作为起步较晚的人，
自己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得到很

多师友同道的指教点拨，让她坚定
了坚持下去的信念。

以古法写己貌
王建源评价庄小石的作品，认

为其“得右军妍美流丽、和雅清劲之
风韵；取云林高士笔意萧远、婉丽苍
古之逸气，从而形成了庄小石以古
法写己貌，集他形写我神，这融会贯
通、厚积薄发的书学途径。”书画本
同源，中国绘画与书法同质而异体，
在庄小石的作品中辉映成彰。庄小
石的书法作品注重韵律之美，柔中
有刚，将意态、气势收敛于内。其书
法的用笔，带着中国绘画的造型语
言；其绘画，揉入了书法用笔，隽逸
的线条、墨韵中，处处透着书法艺术
的抽象之美。庄小石的书画之间，形
神相济，互为一体，共同营造了一种
温柔敦厚、高古潇洒的意境，传统中

又带着点现代女性的温婉气质。

做个“手艺人”
天地间至美之事莫过于物尽其

用。书画创作于庄小石而言，既是工
作也是爱好。她觉得自己最大的幸
福，莫过于从事着自己所喜欢的工
作，在书画育人中实现自我成长。

庄小石说，中国传统书画的学
识浩如烟海，值得下一辈子的功夫。
引领学生观察、感受、认识书画艺术
之美，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事业。这
既是一个教师的工作职责，也是一
个艺术工作者内心情怀的抒发。

在书画教学工作中，她既尊重
学生们的自由创作天性，更严格训
练他们基本功力。“起步稳健才能越
跑越快”，她常在课堂上强调，书画
成绩的提升没有捷径可走。年底是
收获教学成果的时节，每每收到家

长们的赞扬和肯定，看到学生们在
属于自己的书画展中欢呼雀跃，她
总能收获身兼教师和艺术工作者的
双倍幸福感。

“当今书法界不缺‘家’，而是缺
‘匠’。”庄小石说，作为老师，她要求
自己执守脚踏实地的精神，工作生
活也好，创作学习也好，都要保持一
颗“匠心”。

庄小石只用了短短几年，便让
自己的书法创作能够与她的“老本
行”——绘画齐头并进，甚至更加出
彩，称得上是“晚发先至”了。这不仅
得益于她多年来坚实的绘画功底，
更离不开“文火慢炖”的耐心。她深
知艺术创作的成熟，必须耐得住常
年的寂寞，抵得住“成名成家”的诱
惑，不要尚在青涩时就急于标新立
异，先得踏踏实实地做个优秀的“手
艺人”。

随性的她，研习书法常常伴着
自我状态的调整而自由行进。现在，
她已将行草的研习作为下一个大目
标，努力翻开自己艺术生涯的下一
页。 （一心）

人物简介

庄丽艳（庄小石），江苏无锡人，
无锡市少年宫书画教师。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无
锡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无锡市青年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南大学书画
研究所研究员。

庄小石：书画双璧 高古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