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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聪

在别人还在看图认字的年纪，4 岁的罗源森已经开始了
他的书法之旅。

在源森 4 岁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是源森刚刚能握紧笔写字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家里

玩儿，突然眼睛就瞄上了父亲案头的毛笔。父亲罗心海见状，
索性就随意教他一些握笔的方式，没想到他拿着笔学得有模
有样，就连笔画练习也一笔一划十分认真。

“他和书法有缘，那会儿就知道了。”罗心海说。
只是，4 岁的源森个子太小，坐在椅子上基本都只能平视

桌面，他爸爸就在椅子上加了一个厚厚的垫子来解决问题。
垫上垫子、握紧笔杆、蘸上墨汁，罗源森就这样正式开始

他漫长的书法旅程。但由于他年龄小，再加上毛笔笔法的多
变，幼小的源森有时也会噘嘴不乐意，但只要妈妈在旁鼓励，
便会学得很认真。

源森来自于一个书法世家，家里到处是文房四宝、各家名
帖、书画作品。同龄的孩子翻看的都是各种儿童画册，而源森
翻看最多的是各种名帖、手札等，遇见喜欢的各种书法故事书
就会占为己有。

他的书法基因，就随着日复一日的练习，渐渐融入字里行
间。

“小书法家”，渐渐成了罗源森的昵称——— 老师们这么叫
他、同学们这么叫他，方正字库的专家也这么叫他。

记得有一次，黄城根小学组织年级的书法比赛，内容为老
师临时命题，让每一个同学当评委，喜欢谁的作品，同学们就
可以把小红旗贴在他的作品上。结果那次比赛上，源森的作品
被同学贴得满满的，很多手持小红旗的同学拿着小红旗找老
师说“贴不上了”！

从此，“小书法家”火了，学校里有更多同学认识了他，而
这位“小书法家”同学也彻底迷上了书法。

从 4 岁接触书法开始，用了 8年时间，源森的书法水平已
经达到了成人的专业水平。

2015年，罗源森被北大方正看中，同年 11月签约方正字
库硬笔书法“少壮体”(繁简)，成为签约方正字库年龄最小的
书法字库设计师。

北大方正字库签约人这样评价罗源森：“‘少壮体’体现了
扎实的正书根基，既有柳体的方刚果敢、欧体的险峻，亦有王
羲之《兰亭序》的行云流水之感，又符合规范汉字的书写要求，
是很值得认可的一套行楷字体。”

“我想让我的书法有我的思想在里面，让人一看就能读出
里面的意韵来。”

为了这个梦想，罗源森每天都以一种热爱的本能，拒绝着
美食和动画片的诱惑。

放学回家，罗源森和别的同学一样兴致勃勃往家走，可能
有人期待最新一集的《熊出没》，有人等着妈妈的爱心晚餐，罗
源森却放心不下书桌上的几本字帖——— 从王羲之的《兰亭
序》，到米芾的《蜀素帖》，再到赵孟頫的《胆巴碑》，黑色为底，
白色作印，王羲之的“秀”、米芾的“狂”、赵孟頫的“丽”，就在这
黑白两色之间流淌。

不知不觉，一练就练到夜深；闭上眼睛，脑海里还在想着
一点一墨———

临帖临的是什么？罗源森说，他临的是字帖的形貌。笔圆
架方，流动带行。一笔一划，大到字的大小、横直撇捺，小到起
笔、运笔、收笔的笔路，点画之间的勾连，既注重技巧的运用，
更注重基础性的笔法。就这样，罗源森的临帖，在外貌与细节
上几乎与原帖合二为一。

书写写的是什么？罗源森说，他写的是字帖的神韵。合上
字帖，挥毫落笔。方寸之间，罗源森写出的字虽不同于原帖但
神态不输于原帖，在神态的把握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形

神兼备的字体可以随意写出。
貌在能合、神在能离，境界是无限接近的梦想，更是一个

小小书法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凝神静气、形意结合，意韵在
一张张宣纸间萦绕，隔绝喧嚣、心神合一。

“我经常会提到他的曾祖父，爸爸从小都是受了爷爷的影
响和熏陶，并告诉他罗源森这个名字就是曾祖父给起的，希望
他能成为栋梁之材。”罗心海说。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也许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罗源森已
经在无意之间笃定了毕生的追求。

虽然源森现在只有 12 岁，但他对书法理论已经有自己的
理解。源森认为，书法不能简单地多练，应做到先动脑再动笔，
要勤于思考，既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自己
的审美眼光。

现在在鄂尔多斯市东胜第二中学读七年级的罗源森，虽
然各种字体的书法勤练不辍，占用不少时间，但他在班里的成
绩仍然名列前茅。“练习书法不会影响学习，我们会合理调整
他练习书法的时间。”罗心海说。

罗源森也有一个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梦想。他梦想考一所理
想的大学，学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但问他是什么专业，他说，
这是藏在心里的秘密，伴随着他对书艺的追求，一天一天地发
芽、生长。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12 岁的罗源森，继续
着迷于这种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临摹”并弘扬着，追逐属于
自己的梦。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张丰

河河北北易易县县的的奶奶奶奶庙庙，，据据说说每每年年农农历历三三月月
的的庙庙会会，，有有超超过过 115500万万人人朝朝拜拜，，经经营营流流水水超超过过
55000000万万。。到到那那里里，，你你一一切切愿愿望望都都可可以以表表达达，，升升
学学、、升升官官、、考考驾驾照照，，都都有有专专门门的的神神仙仙帮帮你你，，当当
然然，，你你也也许许要要花花一一点点香香火火钱钱。。这这个个奶奶奶奶庙庙在在网网
上上走走红红，，也也遭遭到到了了大大家家的的质质疑疑。。过过于于具具体体的的
““愿愿望望””，，已已经经是是赤赤裸裸裸裸的的、、直直接接的的欲欲望望，，它它反反映映
了了人人们们过过于于苛苛求求成成功功的的心心态态，，是是浮浮躁躁社社会会的的
一一面面镜镜子子。。

我我的的老老家家也也有有一一个个奶奶奶奶庙庙。。这这个个庙庙最最特特
别别之之处处，，是是没没有有任任何何称称得得上上建建筑筑的的地地方方。。只只
有有一一个个土土坑坑，，和和一一个个像像鸡鸡舍舍一一样样大大小小的的房房
子子。。那那个个房房子子的的作作用用大大概概是是地地标标性性的的，，只只是是
标标识识出出奶奶奶奶庙庙的的位位置置。。不不然然的的话话，，在在一一片片麦麦
地地中中，，你你又又如如何何能能够够辨辨别别出出庙庙的的位位置置呢呢。。

庙庙会会只只有有元元宵宵节节这这一一天天，，严严格格说说来来只只有有
半半天天，，到到了了下下午午基基本本就就散散了了。。据据说说，，过过了了午午饭饭
的的点点，，再再许许愿愿就就不不灵灵了了。。奶奶奶奶庙庙里里的的神神，，大大概概
只只掌掌管管生生育育，，因因此此，，人人们们到到这这里里祈祈愿愿，，也也只只和和
生生孩孩子子有有关关。。但但是是，，对对庄庄稼稼人人来来说说，，这这其其实实是是
最最重重要要的的事事情情，，也也是是当当地地最最盛盛大大的的文文化化活活
动动。。

在在庙庙会会上上，，还还愿愿仪仪式式是是最最盛盛大大的的。。如如果果
家家里里第第一一个个孩孩子子是是男男孩孩，，就就要要在在 33 岁岁时时还还
愿愿。。孩孩子子的的舅舅舅舅一一家家负负责责制制作作一一个个旗旗杆杆，，那那
是是一一个个长长而而直直的的木木棍棍，，漆漆成成红红色色，，在在棍棍子子的的
尽尽头头，，制制作作一一个个方方形形的的框框架架。。元元宵宵节节的的早早晨晨，，
通通常常在在天天亮亮之之前前，，舅舅舅舅就就会会把把旗旗杆杆带带到到孩孩子子
家家里里，，然然后后亲亲朋朋好好友友一一起起，，燃燃放放鞭鞭炮炮，，浩浩浩浩荡荡
荡荡开开往往奶奶奶奶庙庙，，竖竖旗旗杆杆。。

旗旗杆杆就就这这样样成成为为了了男男孩孩子子的的象象征征物物。。那那
些些想想生生男男孩孩的的家家庭庭，，就就想想把把别别人人竖竖的的旗旗杆杆带带
回回家家，，图图个个彩彩头头。。村村里里的的小小伙伙子子们们早早就就盘盘算算好好了了，，周周围围的的家家庭庭需需
要要几几个个旗旗杆杆，，他他们们摩摩拳拳擦擦掌掌，，到到奶奶奶奶庙庙里里去去寻寻找找。。竖竖旗旗杆杆的的队队伍伍
来来到到奶奶奶奶庙庙，，几几个个村村““代代表表队队””纷纷纷纷围围上上来来，，但但是是这这时时旗旗杆杆只只有有一一
个个，，矛矛盾盾就就必必然然发发生生。。几几乎乎每每一一年年，，都都会会发发生生争争夺夺旗旗杆杆的的械械斗斗。。

旗旗杆杆夺夺走走后后，，会会赠赠送送给给那那些些想想生生男男孩孩的的家家庭庭，，这这是是多多么么好好的的
祝祝福福啊啊，，于于是是，，一一桌桌酒酒席席就就不不可可避避免免。。把把过过年年剩剩下下的的酒酒菜菜全全部部拿拿
出出来来吧吧，，一一醉醉方方休休。。夺夺旗旗杆杆成成为为奶奶奶奶庙庙周周围围村村庄庄炫炫耀耀男男性性力力量量的的
舞舞台台，，大大家家头头破破血血流流，，但但是是没没有有人人报报警警，，各各自自吞吞下下苦苦果果，，到到明明年年再再
战战。。这这是是民民间间文文化化的的一一部部分分，，也也是是奶奶奶奶庙庙的的魅魅力力所所在在。。

如如果果真真的的有有掌掌管管生生育育的的女女神神，，她她一一定定会会撇撇嘴嘴，，她她也也许许会会更更眷眷
顾顾人人间间的的女女孩孩。。在在农农村村，，家家里里生生了了女女孩孩子子，，虽虽然然没没有有生生男男孩孩那那么么
有有面面子子，，也也算算是是喜喜事事一一件件。。女女孩孩子子 33岁岁的的时时候候，，也也要要庆庆祝祝一一下下，，舅舅
舅舅会会买买一一棵棵柏柏树树苗苗，，到到奶奶奶奶庙庙去去做做一一下下样样子子，，当当然然没没人人抢抢夺夺，，于于
是是家家人人也也就就自自己己带带回回来来，，在在院院子子里里种种下下。。大大自自然然是是最最公公平平的的，，那那
些些破破旗旗杆杆早早就就被被当当柴柴烧烧掉掉了了，，而而柏柏树树则则一一直直慢慢慢慢生生长长。。

不不管管是是旗旗杆杆还还是是柏柏树树，，都都是是还还愿愿用用的的道道具具。。真真正正的的祈祈愿愿，，还还
要要靠靠婆婆婆婆，，哪哪家家娶娶了了媳媳妇妇，，哪哪家家的的婆婆婆婆就就会会到到奶奶奶奶庙庙去去烧烧香香。。妇妇
女女是是最最虔虔诚诚的的群群体体，，她她们们在在那那个个小小房房子子前前跪跪下下，，为为那那个个火火坑坑添添一一
把把火火，，嘴嘴角角翕翕动动，，
绝绝对对不不能能让让旁旁边边的的人人听听到到自自己己在在说说什什么么，，据据说说，，许许愿愿要要是是让让

别别人人知知道道就就不不灵灵了了。。但但是是，，到到这这里里来来的的人人，，其其实实愿愿望望都都差差不不多多，，谁谁
又又能能瞒瞒得得过过谁谁？？

这这个个奶奶奶奶庙庙，，是是附附近近几几个个村村庄庄共共同同使使用用，，也也许许它它在在过过去去确确是是
一一个个庙庙宇宇，，但但在在我我记记事事的的时时候候，，它它就就没没有有任任何何庙庙的的样样子子了了。。奶奶奶奶
庙庙旁旁边边，，就就是是农农田田，，元元宵宵节节的的时时候候，，小小麦麦还还没没有有苏苏醒醒，，因因此此，，人人们们
走走在在田田里里，，把把麦麦子子踩踩得得东东倒倒西西歪歪的的也也没没有有太太大大关关系系，，因因为为这这样样的的
踩踩踏踏只只有有半半天天，，等等春春天天真真正正到到来来，，小小麦麦仍仍会会正正常常发发育育。。这这真真是是一一
个个庙庙最最好好的的形形态态，，它它没没有有造造成成任任何何浪浪费费，，等等到到秋秋季季，，田田里里的的玉玉米米
长长高高了了，，这这个个庙庙甚甚至至完完全全消消失失在在人人们们的的视视野野之之中中。。

没没有有人人经经营营这这个个奶奶奶奶庙庙，，因因此此，，等等香香火火断断了了，，它它也也就就消消失失了了。。
上上世世纪纪 9900年年代代开开始始，，大大量量农农村村青青年年涌涌向向城城市市打打工工，，小小伙伙子子们们到到
了了大大城城市市，，大大开开眼眼界界，，对对抢抢旗旗杆杆这这样样的的事事，，就就不不再再有有兴兴趣趣了了。。奶奶奶奶
庙庙开开始始变变得得文文质质彬彬彬彬，，也也就就没没那那么么热热闹闹了了。。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春春节节过过
后后，，人人们们很很早早就就要要出出门门去去打打工工。。到到了了元元宵宵节节，，人人已已经经走走得得差差不不多多，，
村村里里只只剩剩下下老老人人和和小小孩孩，，去去奶奶奶奶庙庙的的人人，，也也越越来来越越少少了了，，奶奶奶奶庙庙
终终于于破破败败以以至至于于消消失失了了，，那那里里完完全全变变成成了了农农田田，，和和旁旁边边没没有有太太大大
区区别别。。
像像我我母母亲亲这这一一辈辈的的老老人人，，对对祈祈愿愿和和还还愿愿都都很很痴痴迷迷。。等等我我考考大大

学学的的那那一一年年，，她她就就跑跑到到淮淮阳阳县县的的伏伏羲羲庙庙去去朝朝拜拜。。那那里里的的庙庙会会全全国国
知知名名，，每每年年要要从从农农历历二二月月初初二二办办到到三三月月初初三三，，伏伏羲羲庙庙又又被被称称为为
““人人祖祖庙庙””，，他他应应该该是是男男神神，，掌掌管管的的事事情情也也更更多多。。我我后后来来去去那那里里参参
观观过过，，几几棵棵参参天天大大树树上上，，系系满满了了人人们们的的心心愿愿绳绳。。作作为为当当地地著著名名的的
景景区区，，这这里里还还要要收收门门票票，，但但是是，，周周围围上上百百公公里里范范围围内内的的人人们们都都会会
到到这这里里来来。。这这种种旅旅途途的的麻麻烦烦，，反反而而造造就就了了某某种种仪仪式式感感。。

我我猜猜，，原原来来一一定定有有很很多多简简陋陋的的奶奶奶奶庙庙，，最最终终都都像像我我老老家家那那个个
一一样样凋凋敝敝了了。。在在奶奶奶奶庙庙的的世世界界，，也也发发生生了了一一阵阵关关停停并并转转的的浪浪潮潮，，
如如果果真真的的有有神神仙仙，，他他们们又又如如何何处处理理自自己己的的利利益益呢呢？？很很多多人人都都知知
道道，，这这只只是是迷迷信信，，而而且且人人们们也也并并不不一一定定相相信信许许下下的的愿愿就就会会实实现现，，
只只不不过过是是要要给给自自己己点点念念想想罢罢了了。。我我们们的的生生活活，，需需要要这这样样的的仪仪式式
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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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833))
““眼眼中中泪泪水水留留下下来来””**，，
““留留””是是错错字字意意思思拧拧，，
目目中中充充满满了了热热泪泪，，
正正写写应应是是““流流下下来来””。。

**如如：：热热泪泪盈盈眶眶流流
下下感感动动的的泪泪水水 ，，““流流””
““留留””音音同同义义有有别别。。

((448844))
““倍倍受受鼓鼓舞舞增增干干劲劲””，，
““倍倍受受””之之““倍倍””是是个个错错；；

整整个个身身心心受受鼓鼓舞舞，，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备备受受””**。。

**此此处处应应用用““备备””，，
““倍倍””与与““备备””主主要要的的区区别别
在在于于表表示示的的程程度度不不同同，，
““倍倍””指指加加倍倍，，有有更更加加格格
外外的的意意思思 ，，如如““信信心心倍倍
增增””““倍倍感感亲亲切切””““倍倍思思
亲亲””。。““备备””是是表表示示完完全全，，

有有极极而而言言之之的的意意思思，，如如
““艰艰苦苦备备尝尝””““关关怀怀备备至至””
““备备受受欢欢迎迎””““备备受受青青睐睐””

等等。。

((448855))
““饿饿俘俘遍遍野野很很凄凄惨惨””**，，
““饿饿俘俘””二二字字是是错错词词；；
饥饥荒荒战战乱乱死死人人多多，，

正正写写是是““饿饿殍殍遍遍野野””**。。
**““饿饿殍殍””ee 、、ppiiaaoo ，，指指

饿饿死死的的人人，，不不能能写写作作““饿饿
俘俘””。。““殍殍””““俘俘””发发音音不不同同
层层次次义义有有别别。。

((448866))
““那那山山村村十十分分肖肖条条””，，
““肖肖条条””之之““肖肖””是是别别字字；；

寂寂寞寞、、冷冷落落无无生生气气，，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萧萧条条””。。

((萧萧索索、、萧萧瑟瑟，，不不能能写写成成
““肖肖索索、、肖肖瑟瑟””))

（待续）

李传玺

去年底编写《徽风皖训》，特意编选了近现代三位皖籍女
性的懿行美德。这三位是：吕碧城、苏雪林和江冬秀。吕碧城
和苏雪林是文化大家，江冬秀虽然只是家庭妇女，但由于跟
在胡适身后，也广为人知。编选时，我突然发现：她们虽然均
为女性，但在人民有难，民族危亡的时刻，都能够慷慨以赴，
其大义情怀，丝毫不让须眉，甚至一些所谓须眉根本就望尘
莫及。

吕碧城，少年命运多舛，其才识被英敛之赏识受邀加入
《大公报》后，诗文很快在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致被誉为
“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出现“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
况。

1913 年，母亲在上海病逝，吕碧城赶过去和大姐吕惠
如、二姐吕眉生和小妹吕坤秀(四姐妹均是中国现代女子教
育的开创者)料理了后事后，竟然购买了数万元“署券”，鬼使
神差一脚踏进了债券投资活动，也许是上苍对她早年苦难的
补偿，这些“署券”没两年即给她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她后来
的生活完全独立靠它，留学美国游历欧洲靠它，但她并没有
完全用于个人生活，常常以此慷慨开展社会公益慈善甚至动
物保护事业。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永定
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个，京畿一带顿成
泽国。时在上海的吕碧城立即与诸名媛在第一时间发起成立
了“京直水灾女子义赈会”。吕碧城代拟了赈灾通告：“迩者，
奇灾告警，大浸稽天，黔黎惨逐波臣，京畿沦为泽国”，“惟以
广益集思，众擎易举，爰发通告，号召邦媛”，“联袂偕来，共维
义举。此日贤劳备至，他生福慧双修”。通告发出后，吕碧城四
处奔走向各界劝募，自己更带头慷慨解囊。让人震惊的是，她
一下拿出了 10万大洋。1918年，清华学校的外国教员狄麦
登调查发现，北京市郊 5 口之家，每年 100 大洋就可以维持
生活。吕碧城的 10 万大洋，如果真能全部到达灾民手中的
话，能养活 1000 个 5 口之家一年。

吕碧城生长于安徽舒城，祖籍皖南旌德庙首，从此向西
不过百里的太平岭下(即今黄山区，当年两地同属宁国府)，
14年后又出了位才女苏雪林。苏雪林对吕碧城是相当敬佩
的。曾将一幅吕碧城身着孔雀服“美艳有如仙子”的玉照供养
多年，以表倾慕之情。

苏雪林在批评鲁迅问题上多有偏激偏颇，当时就受到胡
适先生的批评，以后也广受诟病，但她在文学乃至文化其他

方面的研究还是有很大贡献，也受到后学们的广泛肯定与称
赞。就一人生行迹来说，抗战初期的捐金义举无疑是一大亮
点。

“8·13”淞沪抗战爆发后，读着前线将士同强大的日军浴
血奋战的消息，苏雪林感动了。一天，她从床下拖出一只小皮
箱，这个小箱子，苏雪林无论走到哪都带着，里面放着自己同
张宝龄结婚时母亲的嫁资 3000元，还有这些年自己教书写
作攒下的积蓄。她打开箱子，仔细清点一下，按当时的比价能
兑换 51 两黄金。她当即决定，将此全部兑换，捐献给国家，以
助抗战，以挽救民族危亡。堂妹得知后，要她再考虑一下，这
毕竟是你的血汗钱，和张宝龄感情不睦，一直没有孩子，将来
也不会有孩子，抗战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些也是活命钱。
但苏雪林征求张宝龄意见后，毅然全部拿出，并立即送去给
大公报社长胡霖(四川成都人，但在安徽宿州和安庆长大)请
他转交国民政府。苏雪林捐金的消息大公报透露出来后，人
们对苏雪林的义举表示称赞，也立即带动上海掀起了捐金帮
助抗战的热潮。

江冬秀就是一家庭妇女。但她可是出生于名门望族。曾
外公吕朝瑞是咸丰三年癸丑科探花，外公吕佩芬是光绪六年
庚辰科进士，最早倡修皖赣铁路并开始付诸实施。二吕也是
庙首人，应该说江冬秀和吕碧城沾亲带故。无奈家道中落，到
了江冬秀，只能成为普通村姑。虽然一生都站在胡适身后，是
胡适的光环映照了她。但她也能在一些问题比如胡适从政一
事上给胡适一定提醒和建议。

抗战时期，尽管一家生计艰难，但回到家乡，仍然就自己
力所能及做出了贡献。有人会说，此时胡适在美国当着驻美

大使，日子有什么难过的？一，胡适工资和其他收入比较多。
但他乐善好施，一直没什么积蓄，中间买了些股票，也想进行
投资，但抗战开始后，江冬秀在带着这些东西转移时，偏偏把
股票给丢了。二、胡适公私分明，大使工资是 540 美元，除了
支付个人在美生活费用，还得用来养一家子。担任大使头两
个月，国内抗战正是关键时期(武汉和广州失守)，大使馆没
有收到经费，全是胡适自掏腰包维持运转，为了争取打开美
国对中国抗战援助大门，胡适累得心脏病突发，所花医疗费
也是先向朋友借的，孔祥熙给他寄钱，他也退了回去。大使有
笔特支费，他在大使期间竟然一分未动。

胡适大使期间演讲比较多，一方面是公共外交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胡适想弄两个外快补贴干瘪的口袋。他常常写
信给江冬秀，婉转地请她减少家用开支。但江冬秀并没显得
抠抠搜搜，在大事面前，她仍然显得慷慨大方。上世纪 40年
代初，江冬秀曾从上海短暂回过上庄，也到江村看了看，当她
走过杨桃岭那段胡适相亲之道，也是旌德一带村民外出经商
的“徽商古道”，看到古道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多处石板
坍塌，于是自掏银两，请山两侧老百姓对古道进行整修。当我
们今天走过这段古道时，村民们仍然会自豪地指着石板对你
说，这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当年回来请我们家先人帮助铺垫
的。

传统家规家训中自然会有对女性的规范要求，但统统读
下来，你会发现它们都只是讲女性如何相夫教子遵守妇道闺
德的，教条单调古板，从今天看来显得十分陈旧落后。但从历
史角度来看，它们当年也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任何一项道德规范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产生
后，如果严格遵守它，特别是那个历史环境下的个体能把它
化作血肉的自觉和灵魂的信条，都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行正
向的合力。比如相夫教子，如何才能相好教好，这就需要
裹着小脚的女性的视界、心胸、品德不能自囚于深宅大院
的天井内。

在皖南的古村落，你常常会看到一些老建筑特别是只能
是男性天地的祠堂里镌刻着女性的名字，那是她们接过父兄
特别是丈夫的重任，在他们去世后，将他们正在进行的事关
整个家族的事业进行到底换来的。哪怕倾家荡产，哪怕将来
再无生活来源也在所不惜。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长大的中
国女性是具有这种品性的。上述三位女性虽然身上多了现代
色彩，但她们的人生成长来自传统文化的陶冶。她们在家国
面前的大义情怀正是中国传统女性传统品性在国家民族等
现代意义上的放大与再生。

三位皖籍女性的大义情怀

原原乡乡

钩钩沉沉

▲方正字库中的“少壮体”。

▲

当时就读黄城根小学的罗源森在创作作品。

“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
真。虽然源森现在只有 12 岁，但他对
书法理论已经有自己的理解：书法不
能简单地多练，应做到先动脑再动
笔，还要有自己的审美眼光

“ 任何一项道德规范都是历史地
产生、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那个历史环境下的个体能把它化
作血肉的自觉和灵魂的信条，都会成
为推动历史前行正向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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