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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
海
洲
：

□布财勇

青春年少时，

他想成为一个文艺家，练

钢笔字，入文学社、办文

学小报，写诗歌、散文、小

说，放飞青春梦想。步入

社会后，他始终没有放弃

理想，笔耕不辍，钟情翰

墨砚田，热心开展各类书

画活动，为我市文艺事业

贡献光和热。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山阳区文联

副主席聂海洲，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书写着自

己绚丽多彩的艺术人生。

“

化，姿态万千。可以说毛笔书
法写得好，硬笔就不会差，但
都必须遵循汉字书写中的笔
顺、笔意、结体、布局等要求。

因此，要想把书法练好，
仅仅练习硬笔书法是不够的，
必须从毛笔书法中汲取丰富
的营养。因此，聂海洲选择了
一条与传统练习书法略为不
同的方法，即先用硬笔临帖，
初步掌握汉字的结构和章法
后，再用毛笔进行书写。他先
后临摹了钟绍京的《灵飞经》、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褚
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米芾的
《蜀素帖》等，努力掌握毛笔书
法的要领。

2005年4月3日，聂海洲
的毛笔书法作品入展了《书法
导报》国际书法篆刻年展。这
对于从硬笔书法转向毛笔书
法的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
舞，也让他更加坚定地在这条
路上继续走下去。

米芾曾谈到：“一日不书,
便觉思涩。”从那之后，只要有
空闲时间，聂海洲就把自己关
在屋子里练习毛笔字，有时候
一练就是一天。工作之余，他
就用电脑或手机反复观看古
人碑帖，心摹手追，时刻关注
当代书坛动态，收集有用信
息。

毛笔书法博大精深。在
醉心书艺的同时，聂海洲也十
分注重书外的功夫。所谓书
外功夫：一方面，他购买大量
碑帖和理论书籍，参观了北
京、西安等著名书法古迹，求
教名师，广交益友，汲取古人
书法精髓；另一方面，又广泛
涉猎文学、音乐、绘画等知识，
以拓宽视野，提高自身艺术综
合素养。

服务文联搞文艺

上高中时，聂海洲曾和一
位好友同编一本名为《劲风》
的文学小刊物，两个人自己征
稿、写稿、排版，用楷书复写出
来，再画上插图，常常忙到深
夜，有时甚至到天明。看到刊
物在同学中传阅，他们感到十
分欣慰与充实。

多彩的大学生活，让聂海
洲的文学梦想得以放飞。他
涉猎了更多的文学知识，在散
文、杂文、小说、诗歌创作等方
面进行探索，他写的《关于校
园文学的一点思考》于1992
年刊登于《溪流》第十期，诗歌
《岳飞》、《可笑的墓碑文字》等
入选《散文诗》、《诗刊》、《焦作
现代诗歌大展》等。

2002年，聂海洲所在企
业不景气，他先后到山阳区建
委、山阳区城建监察大队任秘
书，2007年先后任山阳区档
案馆馆长、山阳区农机局纪检
组长、山阳区城管执法大队副
队长。变动的是工作岗位，不
变的是聂海洲对艺术的初心，
无论工作再忙，都没有影响他
对艺术的追求。

聂海洲说：“追求书艺的
过程，就是人格修炼的过程。”
即使频繁的工作调动，他依然
勤于练习，持之以恒。在日益

精进中，2013年，他的作品先
后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
的“乌海杯”当代国际书法大
赛、“邓石如奖”全国书法作
品展等 7个国家级大展，先
后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
中国（芮城）永乐宫第二届国
际书画艺术节书法百佳奖以
及河南书协举办的翰墨中
原·河南省首届书法篆刻展、
率性风雅——河南省行书作
品展等15项大奖。

2019年10月，聂海洲和
另一位同志作为山阳区文联
成立筹备组的负责人，从山阳
文联章程（草案）、文联委员的
选定、领导讲话、会议议程等
一系列工作细致做起，保证了
山阳区文联首届第一次代表
大会的顺利举行。在本次大
会上，他当选山阳区文联兼职
副主席。2021年 4月，他又
当选山阳区文联专职副主席。

无论兼职或专职，正如聂
海洲期盼的那样，文艺工作者
有了“家”，内心会无比激动，
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山阳
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搭建好
舞台。

聂海洲积极申请创建“山
阳区文联”微信公众平台，为
文艺爱好者发布诗歌、散文、
小说以及绘画、书法、宣传视
频等文艺作品。围绕庆祝建
党100周年，山阳区文联与山
阳区文旅局、山阳区总工会联
合举办了“翰墨颂党恩丹青绘
山阳”书画展，以100幅书画
作品传递共筑中国梦的新风
尚、正能量。山阳区文联举办
了“诗心向党”——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原创诗
歌朗诵会，以实际行动向党献
礼。山阳区文联组织文学爱
好者以“根在沃土感念党恩”
为主题创作散文、诗歌30余
首；组织创作歌颂共产党的歌
曲《红船》《那一天》《方向》，创
作了歌颂山阳大地的歌曲《文
墨山阳》，创作了抗洪歌曲《中
国脊梁》和歌颂白衣天使的抗
疫歌曲《爱的力量》《爱的光
芒》等；围绕山阳厚重的历史
文化，组织文学爱好者在山阳
故城举办“山阳夜话”“桂花树
下”诗会活动。山阳区文联每
年组织书法家开展“写万福进
万家”义写春联公益活动，多
人分批次深入基层义写春联
3000余副。聂海洲同时积极
参加市文联、市书协举办的

“文艺轻骑兵”、写春联送福字
等文艺志愿活动，多次荣获

“全市优秀文艺志愿者”称号。
聂海洲说：“文艺浸透了

我的梦想，书法浸透了我的心
血，山阳成就我的事业。”他动
情地在《山阳，那阳光灿烂的
地方》这首诗中写道：“山阳，
今天汇聚我们的合唱，那就是
山阳区委、区政府的坚强号召
与坚定如一的意志，旗帜飘
扬，克服疼痛恐惧与战胜一切
冲破荆棘的勇气，那是飞的起
来的风筝，春暖花开在我的阳
台之上。”

左上图 聂海洲。
本报通讯员 张志勇 摄

师从名家学硬笔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
是庞中华的铁杆粉丝。”聂海
洲说。聂海洲1971年在焦作
出生，父亲系焦作市煤炭公司
一名中层干部，喜欢琴棋书
画，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
陶。他的姥爷任青一是一位
革命老前辈。从聂海洲记事
起，姥爷就教育他多学知识，
要有一技之长，长大后报效社
会。

1989年，受庞中华硬笔
书法影响，上高中一年级的聂
海洲报名参加了庞中华在郑
州总部开设的中华钢笔函授
中心第二期学习，一月邮寄一
次作业，老师批改后再邮寄回
来。为了学得真本事，这年夏
天，他和同学一起乘车到郑州
拜访庞中华老师，结果庞老师
不在家，他俩就直接找到函授
中心的老师请教。当时庞老
师的两位学生，现为焦作市硬
笔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张文海
和现为焦作市硬笔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的张为民接待了他
们，看了作业后，两位老师给
予了认真点评并亲笔留言。

硬笔书法临帖为要。为
了记住帖形，每天晚自习下课
后，便是聂海洲的练字时间。
那时候，他的课桌上常放着一
摞纸，他总是抓住时间就练上
一笔，有时一个月下来就用去
了两瓶墨水。功夫不负有心
人，1990年，他加入河南省硬
笔书法学会。

1990年，聂海洲考上大
学后，更加执着练习硬笔书
法，书法技艺突飞猛进。他的
作品1992年荣获第三届河南
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书法类

三等奖，1993年入选《中国硬
笔书法家名人辞典》并获全国

“庐山杯”书画大赛银奖、“封
龙山杯”全国青少年硬笔书赛
三等奖。

1993年，聂海洲大学毕
业参加全市人才招聘会时，当
时市国有大型企业耐火材料
一厂负责招聘的人员看到了
其硬笔书法后有些不敢相信，
请他现场书写验证，并把他直
接录用到厂长办公室任秘书。

那时候，还没普及电脑和
打字机，只能手写材料，这在
无形中给他提高书法水平提
供了有利条件，他的硬笔书法
也日渐炉火纯青。

1994年，聂海洲参加《人
民文学》全国文学笔会，入选
《当代书法家大辞典》（河南美
术出版社），1995年入选《中
国现代硬笔书法精英》（安徽
美术出版社）。聂海洲的作品
先后获庆祝中国工会成立70
周年全国书画摄影艺术大展
书法组一等奖、“魅力南浔杯”
第十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成
人组优秀奖、全国第一届硬笔
书法家作品展览入展奖。

硬笔功成学毛笔

进入大学后，聂海洲报名
参加了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
书画班。这次的书画班也成
为他学习毛笔书法的分水
岭。这缘于他每次练习毛笔
字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拿起钢
笔，不管怎么写都很顺畅。刚
开始，他百思不得其解。蔡邕
《九势》云：“惟笔软则奇怪生
焉。”他分析，硬笔书法和毛笔
书法都是把汉字作为表现载
体，毛笔书法以其书写工具的
特性，决定了它的表现千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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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

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
也？”子曰：“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逝(1)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罔(2)也。”

【译文】
宰我问：“有个仁德的

人，假如告诉他‘井中有
仁’，他会跟着跳下去吗？”
孔子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呢？君子可以往求仁德，却
不可以被陷害；可以遭受欺
骗，却不可以被愚弄。”

【评析】
本章表明夫子对仁者

的 态 度 ，可 欺 不 可 辱 。
(1)逝，指去往。
(2)罔，表示迷惑，这里

引申为愚弄。
宰我位列“四科十哲”

中言语科第一，在求学过程
中因为大白天睡觉而受到
夫子的严厉批评。但总的
说来，宰我是一个善于思
考、敢于质疑，既聪明又调
皮的另类弟子，凭借自己善
辩的口才，经常与老师展开
论辩，有时候搞得夫子都有
些理屈词穷。

本章里，宰我之问明显
带有恶作剧的成分。因为
井里有仁，按照这个逻辑，
一个仁德的君子如果不往
井里跳，就表明他不爱仁；
如果跳入井里，就会身陷其
中，不能自保。所以，回答
这个问题跳或者不跳，都中
了宰我的圈套。夫子何等
智慧，一眼就看出这是宰我
在耍心眼儿，开涮老实人。

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反
问的语气敲了这个自作聪
明的弟子，告诫他，君子不
可以被愚弄。

后来，孟子给弟子万章
也讲了同样的道理。他说，
从前，有人送给郑国大夫子
产一条活鱼，子产舍不得
吃，就让管理鱼塘的人把它
养在池子里。那个人嘴馋，
竟把鱼煮来吃了，回报子产
说：“鱼刚放入池塘时，它很
不适应，但过了一会儿就摇
着尾巴游动起来，一下子便
游得无影无踪了。”他描述
得有模有样。子产听后说：

“它是去了该去的地方啊！”
那个人出来后，得意地说：

“谁说子产智慧呢？明明我
已经把鱼吃了，可他还在说
鱼去了它该去的地方！”讲
完故事，孟子总结说：“君子
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
道。”君子光明磊落，信任别
人，一些小人就会利用合乎
道义的方法来欺骗他，但不
能用不合道义的方法来愚
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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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去外地孩子家，欲将正在
经营的大众洗浴低价转让。电
话:13298395186

转 让 欢迎刊登住房、厂
房、土地、门面房、办公
楼等各类出租转让信息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以色列等国大量招收木工、瓦工、钢筋工、抹灰
工、油漆工等，凡18～52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者均可报名，春节后面试。地址:焦作市解放中路华
景国际133号 电话:15839123398尹经理

出国 月薪三万元建筑工
装修工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被山阳区卫健委评为
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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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学毕业翌年，我
被选调到市委宣传部。不久，
我到办公室专门搞文字材料。
留根兄任办公室副主任时，我
是干事；他任主任时，我是副主
任。论年龄，他是我的兄长；论
才学，他毕业于河南大学，受教
于名师，远在我之上。近5年
来，他的兴致勃发，雅意盎然，
即席赋诗500余首，称得上高
产诗人。这几年，我在业余时
间喜欢摄影，遇到自感光线、视
角、取景不错的照片，发到微信
朋友圈，留根兄总会为我的摄
影点赞配诗，而且极为熨帖，令
我暗自窃喜。

留根兄诗词造诣之深，得
益于文化熏染。元代大儒许
衡的家乡焦作市中站区李封
村，也是留根兄的出生地。许
大学士为河南焦作留下了“卧
牛之地、日产斗金”的经典名
言。当代中国美术界泰斗靳
尚谊先生与他家一路之隔，并
有交往。留根兄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党委、政府部门从事党
的理论教育、理论宣传和文化
管理工作，接触的多为文人雅
事。我对他出集子的想法，感
到既为荣幸之史，又是一宗韵
事。古稀之年仍奋斗不辍，其
志其情如此，可喜可贺可敬
也！

翻看近作，意蕴丰赡、别致

多趣，无论格律，还是意境，大
都渐臻完美，达到了不算低的
品位。其特色大体有：

讴歌时代，赞美生活。唐
代诗人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党
的二十大召开，是党和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留根兄
敏锐的政治反应在很短时间写
下了《渔家傲·庆祝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菩萨蛮·颂盛会》
等。留根兄既关注顶层设计，
又关心普通百姓，这在他的诗
集中占有很大篇幅。这些发自
内心流淌出来的诗句，音韵和
谐，语言畅达，并无刻意雕琢的
痕迹；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志
向的教益、情操的陶冶和思想
的启迪。他写的《五律·赞小区
安保人员》《七律·赞北苑园林
修剪师》等，都是礼赞基层劳动
者的美文。

诗情喷涌，状物言志。40
多年前，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
时，记得一位名人讲过：诗是自
然的流露、感情的喷涌，而不是
造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
句话奉为圭臬。品读留根兄这
些优秀的诗篇，无不蕴含着盎
然的诗意，充溢着强烈的感
情。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没有
感情就没有诗人。”我了解，留
根兄可是个大孝子。90多岁的
老母亲晚年躺床，他和家人精

心照料，守护在母亲床前。在
清明节、中元节、春节及父母的
忌日，他都会淋漓尽致地直抒
胸臆，或委婉曲折地表达他的
孝心。他在《五言乐府·永远的
思念》诗中泣泪写道：“上香跪
二老，满盅敬双亲。”庚子年清
明将至，想起过去的高堂与故
亲，不由心生悲伤，怀念之情而
有感言：“清明时节桃花飞，遥
祭双亲谢宏恩。忆起情爱深似
海，感恩永驻后辈心。”春节既
是亲人的团聚时刻，也是思亲
的特别时光，此时他呼唤：“双
亲离别家何在？岁岁除夕难相
见！”

清新隽永，出水芙蓉。留
根兄这部诗集，大体可称为现
代诗。毛主席曾说过，无论文
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
内，适应大众需要的才是好
的。他称赞杜甫是中国古代
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颂扬白
居易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
精彩的文艺作品，他评论中国
现代诗歌创作也是坚持这个
价值标准。拜读留根兄的诗
作，全是为人民而歌、为时代
而歌，且是民众喜闻乐见的白
话诗。

留根兄的诗，直抒胸臆，生
动活泼，言近旨远，无论内容
上、思想上、感情上，还是语汇
上都是与时俱进的。他在祝贺
《院长荐文》200期写道：“年愈
花甲志昂扬，经纶满腹五车
藏。别离故土奔寰宇，传道授
业璞玉养。书山墨海徜徉游，
俯首不悔育贤良。皕期荐文即
绽放，继往开来续华章。”他对
远离家乡、工作在外的好友时
常牵挂，寄诗行表露：“思乡念
故友，形影呈眼瞳。挚友虽去
远，情谊藏心中。”

留根兄的大作即将呈现于
读者面前，当看到图文并茂的
精美诗集，定会触景生情，引发
对他的敬重。我对诗词严格来
说还只是个刚入门的学生，仅
凭粗略印象写上几句，未必准
确精当，甚至挂一漏万，胡诌几
句顺口溜权作结语：

元旦甫过，挚友留根兄嘱
余为其诗集作序，犹豫再三，恐
难为华章增彩，反贻佛头着粪
之饥。李兄曾是我的领导且是
四十年的知音，吾遵命不揣谫
陋，妄写拙见数语以记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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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卿

阳历新年刚过，微信
电话声响，相识相交 40 年的老
朋友留根兄寒暄后说，最近想
编印一本诗词选，既是一段学
习生活的小结，也是今年 70 岁
的纪念，还是对亲人、同学、朋
友的一份微薄礼物。我立即回
答，这是一件非常好、非常有意
义的事。留根兄嘱我为他的集
子写个序，我无任何推辞，当即
爽快答应。尽管我还没给他人
诗集作过序，但凭我俩的铁杆
关系就一言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