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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的学者和爱好者的喜爱

和大力支持。其中《鲁南乡土》

栏目还获得 2012 年山东省市地

报好专栏评选一等奖。

二

书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位好

朋友，读书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件事。好的书，可以让

人掌握知识，提高思想，开阔眼

界，利于成功。但是随着现代物

质生活极大地丰富，社会多元文

化的快速发展，愿意坐下来静静

读一本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作为

一名文化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

义务向读者推介好的书籍。为此，

我们开辟了《荐书榜》《重磅新书》

《名人书话》《书友茶座》等大

量栏目，就是为了让读者尽早尽

快地了解新书动向，阅读更多更

好的书籍，同时也让读者有一个

与更多人分享他们阅读体验和快

乐的平台。

三

枣庄是一个书画大市，这里

有众多的书画名家和书画爱好

者，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市成长起

一批青年书画家，更是在全国声

名鹊起，在全国影响颇大，

被书法界称为“枣庄现象”，

为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

了突出贡献，也对我市书画

艺术事业的发展、丰富广大

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宣传和推介

他们的艺术成果，是一张报

纸文化版面不可推卸的义务

和责任。为此，我们在每期

的《书画赏析》栏目中， 以“传

统、实力、创新”为关注点，

坚持作品的“学术性、知识性、

鉴赏性、收藏性”，大力弘

扬传统中国书画艺术，最大

限度地了解画家及广大书画

爱好者的需求，奉献有价值、

有品位的版面内容，为画家

开好了解画坛的动态窗口，、

同时通过观点独到的艺术评

论也为读者欣赏名家名作搭

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总之，作为承载着滋润心灵、

凝聚精神力量重任的文化副刊，

如何在气象万千，繁花迷眼的当

下，更好地发挥传播文化精神价

值和精神追求的作用，我们做得

远远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思路，认清报纸优势，提高自身

的文化品位，尽最大的努力吸引

读者的关注度，让它散发着恒久的

沁人心脾的文化馨香。

（文头图片为作者李青；插

图为李青获奖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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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根据李白诗词《咏邻女
东窗海石榴》，将李白与枣庄海石榴花
的故事，改编成了柳琴戏 《榴花缘》，
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

据史料记载：公元 736 年，李白
携同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移家山东任城
(今济宁)，直到公元759 年，在此居住
时间长达23 年之久。李白在山东周游
40 余县，遗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有
两首与枣庄市有关。一是 《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二是《咏邻女东窗海石榴》：“鲁女东窗
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未足比
光辉。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愿为
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
领望金扉”。

（张长地写李白咏邻女东窗海石
榴诗意）

据考证，晋代设兰陵郡（治所承县
城西，今峄城徐楼），辖承县 （明始称
峄县）、兰陵县等诸县。隋开皇三年，
废兰陵郡，兰陵县并入承县。又据《峄
阳石门李氏族谱》:唐高祖李渊第二十
二子李元婴贞观十三年封滕王。“滕王
之五子名修璩, （开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得封兰陵公。”食邑承县,兰陵公府
邸亦在承县。“公性情豪爽,亦善饮,曾
宴太白于府邸”。由此可知，《客中行》
诗，当为李白赴兰陵公李修璩宴请时所
作。

李白的父亲叫李客，早年在任城任
县丞。俗话说，告老还乡，李客退休
后，非但未还乡，还把儿孙也接了过
来。其原因：一是李白出生在书香门
第，自幼熟读史书，立志奋起智能，愿
为辅弼，干一番治国治邦的大事业。二
是李家在任城有田产，在扬州、任城还
有丝绸生意。三是李翰林家族有多人在
任城及周边任职当差。他的六叔在任城
当县令，兄长在中都(今汶上)当县令，
族弟李凝在单父(今单县)当主簿，从祖
在济南当太守，近世族祖李辅任兖州都
督。任城已成了他们的第二个故乡。李
白移居任城后，第二年生子伯禽，伯禽
两岁时，许氏病逝，没两年，女儿平阳
也病去了。李白续娶一“鲁女”（史料
上无名无姓），并生下一子，名颇黎，
乳名天然。李白对该妻子“鲁女”十分
疼爱和信任，把大批田产和生意交给妻
子打理。

笔者把李白续妻“鲁女”与李诗
《咏邻女东窗海石榴》中之“鲁女”认
为一人，安排李白在游承县时邂逅“鲁
女”丹若。

《榴花缘》剧情：即李白刚入承县
地后，鲁丹若与其母亲乘坐的马车，正
好遇到知县的仪仗队，马受惊，在街道
上狂奔乱窜，被李白救下，李白与鲁丹
若初识。后李白到石榴园云峰寺求教住
持剑道时，恰与到云峰寺上香的鲁丹若
母女大雨中相见 （未有机会说话）。由
于云峰寺住持外出布道，不在寺内，李
白暂时借住在附近张戈师傅家，跟善剑
的张戈一起习剑。奇巧的是，鲁丹若和
张戈是隔壁邻居。由欣赏鲁家海石榴
花，又与鲁丹若相识。鲁丹若初与齐家
公子交好，正待结婚，齐公子病逝。后
又有两家提亲，鲁丹若总不如意。直到
22 岁，仍待嫁闺中。李白鳏居多年，
渴望爱情，写下了 《咏邻女东窗海石
榴》诗，让张嫂传诗。时在怀春的鲁丹
若从诗中得知李白对她有意，也作了一
首诗作答。李白更加痴情。鲁家在对李
白进行全面“考验”后，终由兰陵公李
修璩作媒，结成美满姻缘。遂成《榴花
缘》。

文
化
印
记

■

刘
贵
斗

程
君
灵

此生平静如流水

王牧天，1932年12月出生，滕州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滕州市著名教育家，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教学专著：《王牧天语文教学面面
观》、《教学与治学》；美学专著：《与青少年谈美》、《美学初阶》；散文集《秋水怡人》、《花茎漫步》；诗集《清秋
意象》……主编参编文学、教学专著二十余种。

人物小传

王牧天祖籍邹县太平桥高石村，上
小学的时候，1938 年，日本鬼子来了，失
学了；到上中学的时候，日本鬼子投降了，
但国民党把中学占领了，又失学了；整个
求学时期，他颠沛流离，饱尝艰辛。

王牧天的叔叔家在西关大街开了家
瓷器店，后来改成布店。失学在家的王牧
天没事可做，就到叔家学做生意，既当会
计，又学着卖东西。

他叔家的房东是个吸白面的，也是个
文化人，不上毒瘾的时候，文质彬彬，很有
礼貌。一上了毒瘾，就狼狈不堪。这也刺
激了年少的王牧天对人生的思考：挣钱不
是最重要的，做人是最重要的。做一个正
派的、有用的人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1948 年，家里破产了。好在他老家
乡下程家楼有十几亩地，王牧天的家属是
农村人，会种地，小两口就去种地了。
1949 年 7、8 月份，村干部说，临城县（就
是现在的薛城）招教师，听说你上过学，你
考考试试吧。一考，成绩还比较好，历史
也比较清白，村干部就说，你不要思想改
造了，直接去教书吧。1949年8月，他跟
着张兆谦老师，背着小包袱，去了刚刚创
办的柴胡店完小。

1956 年，王牧天考入曲阜师范学院
中文专科。

曲阜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他直接分到
滕州一中，教了将近二十年书。后来又进
了滕州教育局教研室，又将近二十年。

王牧天的课很受学生们欢迎 。
他教学有两个特点，尊重学生，讲究

艺术。学生在课堂上睡觉；或者做别的作
业；或者用课本盖着看小说……有的老师

做法是劈头盖脸批一顿，而王老师的做法
却是检讨自己，反躬自问：学生不想听你
的课，都打了盹了，你教学的质量就可想
而知了。所以他要求自己，我教的，必须
是同学欢迎的，我要让你听我的课不想打
盹，让你不想做别的作业，让你光想听课
不想看小说。我教的不好，你可以睡觉，
他直接这样说。

他业余喜欢文学创作，就把艺术、文
学都引进课堂。他夜晚观察星星，第二天
课堂上就有星星的描绘；他观察河上的水
波，课堂就有波浪的讲述；他见人家穿着
打扮，发型、服装，课堂上他就会教学生怎
样观察人物……生活上的一切，他都能引
到教学上来。

王牧天老师小时候，在西门里上书
院小学。那时他特别喜欢读对联，可以
说中国传统文化——对联是他文学创作
最初的启蒙老师。1955 年，他在微山
县，从事文化工作，干过宣传工作，当
播音员，当报道员。也到湖里办过生产
合作社，那时候，湖里的生活很有诗
意，所以萌发了他写诗的愿望。

枣庄学院中文系原来的党委书记，后
来枣庄演讲学会会长柏恕斌说，王牧天
的许多文章，写的比较圆满。

王牧天本人也期望着生活圆融，也
期望着自己，写作品的时候，也尽量着
圆融无憾。他写东西，有两个突出的特
点：一个是有个性，这个个性特别体现
在语言风格上，《山东教育》的主编就说
过：“王牧天的文章是文采飞扬，讲究文
采；第二个，讲究有用，不是吟风弄
月，光写写风景，叙叙闲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枣庄日报》要
改版，请王牧天老师写一个专栏。当时
他想：人们谈到美学就望而生畏，觉得
玄而又玄，是高不可攀。他就从艺术入
手，把美学给通俗化、社会化，结合社
会学，告诉大家，美学并不玄，美学就
在生活当中。他连着写了几十篇文章，
结集成《美学初阶》。

王牧天非常具有古道热肠，许多认
识他的人或不认识的人都来向他求教，
让他写序。对此，王牧天几乎是有求必
应。他认为，就是平庸的作品，也自有它可
取之处。另外，他给别人写东西，读别人的
作品，他必须再研究，查阅相关资料，就变
相地推动自己学习了。他在《山东教育》上
是发文最多的一个作者。在省语文教学研
究会上，一些后起之秀说：王老师，你怎么
写文章这么多，你觉着不枯竭？他说：“我
一星期不写文章，不研究艺术，我就要感
冒。”大家都笑了。

所谓人生，就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
全部历程。此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
父母。王牧天的祖父是个秀才，教过
书，后来家道中落以后，他父亲就失学
去学手艺去了。

小时候，父亲想让他继承家风，叫
他读书。那时，因为战乱，他的父亲三
次创业，三次破产，但是都能跌倒了再
爬起来。母亲是农家出身，没文化，但
是她信佛，有一个慈悲宽容的心怀，有
一个好人得好报的信念。所以，后来他
用父亲坚韧不拔来进行干事创业，用母
亲慈悲宽容的心怀待人接物。

“此生平静如流水，放眼高空看过

云。”但是温婉如玉的王牧天也有生气苦
闷的时候。文革开始以后，他被打成反
动学术权威，把他写的东西无端非议。
他针对当时文坛诗歌你学我，我学你，
陈陈相因。在 《山东文学》 撰文上说，
写作需要创新。结果说他污蔑新社会，
说新社会千篇一律。有个小谚语，老百
姓说：没有茶叶的壶里，倒出来的永远
是白开水。他剪下来了，贴到书上。有
人却说这是攻击新社会。在那个情况
下，没有道理可讲。他自己非常烦恼。

但王牧天觉得此生自己已经很是幸
运。

因为他的创作，因为他的突出的教
研成就，他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连母校曲阜师范大学也以他为骄傲：在
三十周年校庆，他代表校友发言；四十
周年校庆，他发言了；到五十周年，他
代表十多万毕业生，在大会作了发言，
曲师大党委书记还专门赠他 《心系母
校》的奖匾。

1932年12月出生的王牧天，如今
已经是82岁高龄了，可是他对枣庄的城
市文化建设，依然充满热情，时时关注
着。

他说，因为自己是从旧社会走过来
的，才能够深切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
暖。感恩之心让他关心社会，他现在每
天都看《新闻联播》，看枣庄新闻，看滕
州新闻。他还关心着社会的发展，因为
跟他息息相关。他常说一句话：你的生存
能成为社会的一种需要，是一种光荣。你
活着没点用，除了吃饭，没别的作为，这是
一种耻辱。

张延华，1965年生于山东薛城，毕业于山东教育学院艺术系，深造于北京
师范大学美术学高研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
会员，枣庄市美协副秘书长，薛城区美协主席，大运河书画院副院长，北京“中
华书画研究院”签约画家。现任职于薛城区教育局美术教研室。

■舍小择大 关注生活

张延华主席的国画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
强烈时代气息和生活美感，走近他的作品我们会发
现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他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的坚守。张延华主席国画中的人物画一直面对宏
大的社会人生主题，画笔直接切入其中，把表现现
实中的“人”作为他艺术生命的审美核心，通过艺术
形象关照到自己的位置和处境，关照到自身的美和
丑，从而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诉求，寻找前途和希
望。军人、农民工、学生都是他人物画重点描绘的
对象，近年来他又选择了社会上广为关注的农村教
育。他经常深入到农村的学校、偏远的山区，了解
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积累了大量的
速写素材。如他创作的人物画《大山的呼唤》表现
了农村孩子渴求知识的欲望；又如近期他历时一个
月创作的参加第12届美展作品《众志成城》，画面
宏大，视角冲击力强，表现出战士齐心协力抗震救
灾的场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战士热爱生活、危
难时刻显身手的大美情怀。

■笔墨随形 个性凸显

当代中国画可谓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每位成
熟的画家都力求在传统基础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绘
画语言，张延华主席为此倾注了很多努力。他充分
把握了写实作品的写意性，强化中国画的特性，避
免了“再现”或“照抄”生活的枯燥艺术模式，使作品
的内容和形式得以较好的结合，发挥传统的笔墨技
巧在中国画写实作品中的作用。

张延华主席认为笔墨不仅是表现手段，也是作
品的内容之一，这在他近期的山水画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幅泰山作
品中可以看到画家在写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
挥笔墨情趣，画面上的笔线中锋侧锋并用，其粗细

长短、干湿浓淡，墨块的大与小、形状的方与圆，走
势的开与合、呼与应，都成为他细心揣摹的对象，都
加进主观的设计和安排谋划，并将其作为创作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经营。

细读张延华主席的山水画、既有龚贤山水的
静谧与肃穆，又有石涛的穷其所变及黄宾虹的浑
厚和苍茫。他的线条概括多变，得益于任伯年的
技巧。但无论笔墨怎样变化，且都紧紧丝扣着人
物画的主题，都在帮助画家阐述着现实生活的美
——笔墨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张延华
主席画作的鲜明个性。

■以素为美 返朴求真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朴实无华，追求大
美，这也是张延华主席作品的一大特色。在他的画
作中很难看到小巧的雕琢和斑斓媚人的色彩，他选
用简约整体的构图和最朴素的色彩——墨色来表
现大千世界，表现画家深沉的内心“丘壑”。他恰到
好处地把握细节的整体性和画面结构的整体性，一
切琐碎的细节他都尽量将其纳入整体思考的范
畴。整中求精、求大、求朴，使他的作品在读者面前
往往产生大山一样的感觉，沉甸而厚重。

在表达物象的过程中，他尽力减少色彩因素，
强化笔墨与形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笔墨的言语效
果，使朴素的画面用墨色的无穷变化演绎出丰富充
实的主题内容。如2013年荣获高原·高原——西
部美术展中国画金奖的《溪山秋韵》，画面基本是墨
色构成，只有少许设色，给人的感觉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的朴实质感，画面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张延华主席为人憨实，尊师重教，谦虚谨
慎、平易近人，好学如痴。他对国画艺术有一种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实者慧，学不辍”，
如此持之以恒，他在国画艺术上当有大成，让我
们共同期待。

王牧天老师素描

围炉品读 ■文图/李海流

水墨《一帘疏雨喜含烟》

朴素无华 追求大美
——记薛城区美协主席张延华

（上接 27 页）

转眼间 11 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虽然也出过很

多小问题，但是在部室领导的协调、余老师的勤奋

和我的努力下，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并走到了现在。

《自言股市》成为了《钱经》版的一大亮点，一个

吸引读者的主要内容，成为了一部分股友的指明灯，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而我也由原来对股市的一窍不通，到现在慢慢

的也学会了很多！让我知道很多专业性知识，比如

股市风险类型：政策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

市场风险……

股市的起起伏伏更让我明白了那句“股市有风

险，投资需谨慎”那句话，就像烟盒上印着“吸烟

有害健康”的警告一样，烟民和股民有几个把这些

字当回事的？股民不把风险当回事太平常了，原因就

是大部分股民都是抱着一夜暴富的思想，殊不知股市

是一个高度体现人性本色的地方，如果你不能抑制住

贪婪、无畏的心态，被股市消灭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只有本身对股市类专业知识很了解的情况下入市，或

是有专业认证老师的指导下入市才能降低风险。如果

莽莽撞撞的想靠运气入市捞钱，也许能富得了一时，

但绝对富不了一世。

一个好版面需要一个好栏目，而我的任务是一如

既往地努力把这项工作干好，再一次感谢领导和余老

师。

（押题图片为作者获奖专栏的版面，文头图

片为作者单成镇。）■

（作者单位：枣庄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