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时代
让他的人生幸福和美

从北京到台湾，再到纽约、杭州，最
后回到家乡富阳展出，并将 4 次展览中
的 78 件（组）作品捐赠给富阳区委区政
府，由公望美术馆永久收藏。对于羊晓
君来说，这四次个展是对他30多年书法
艺术生涯的检验、总结和展示。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展览，从某种程
度上说，是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2012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羊晓君是浙
江第6人，富阳第1人。“对于我来说，所
谓人生价值，就是时代、社会、家乡，对于
我无怨无悔的瞻顾。”他认为，用书法展
的形式是他能想到的回报社会的最好方
式。所以，他的四次系列展览内容均以
富春山水为主，又各有主题，赢得广泛赞
誉和好评。

“虽然晓君的身体状况不理想，视力
又很差，本身是一个矮小的人，但是这个
展厅可以改变我们的看法。我突然觉
得，艺术创作的成果，人的思想境界，可
以使一个矮小的人变得高大，甚至可以
变得伟岸。”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鲍贤
伦即兴说的这句话，被很多人记下来，发
在朋友圈里，故曰“不寻常书写”。

今年55岁的羊晓君，因为自身的努

力在书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那么工
作和家庭又如何呢？他一样是“满意”
的。“因为政府和各级领导、同事和很多
老师朋友们的关心，所以我今天能坐在
这个位置。”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在过去
一般是属于自生自灭的。

从灵桥制帘厂的一名“费用工”（临
聘人员）到富阳工艺美术厂的正式工人，
后调入文物馆工作，再到富阳文联及现
在从区文联副主席退居二线，在工作上
他一直勤恳好学，但也离不开大家对他
的关怀和肯定。

“我的家庭幸福和美，妻子贤惠，女
儿们学业上进，父母健在。”一直来大家
关注的都是羊晓君的书法，很少听说关
于他的家庭生活，对此羊晓君并不忌
讳。他说，妻子是本分的家庭妇女，有稳
定的工作，“我回家吃的现成饭，老婆将
家调理得妥妥当当，真的很感谢老婆。”
说到妻子，羊晓君是一脸的幸福。

感恩于人和事
让他有志者事竟成

羊晓君，出生于灵桥镇的普通农家，
因为个子小，田里农活干不了，所以父母
让他“学一门手艺”。中学毕业后，羊晓
君就去了灵桥制帘厂学习绘画，当年学

画的人多，而书法相对“冷门”，且内心里
羊晓君更喜欢书法。

机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书法
家华人德到访富阳，羊晓君拿着习作去
请教。“先生态度和蔼，非常认真地对我
的习作进行了讲解，给了我很大的鼓
励。”羊晓君说，关于恩师华人德，有一个
故事经常会被人说起：1987 年冬天，他
跑到苏州大学求教华人德，因为火车半
夜抵达，那个下雪天，他整整在校园等了
一夜，令华人德深受感动。

还有一个故事是：羊晓君去北京启
功先生家请教。启功先生说，苹果长在
树上，有大有小，但只要鲜美可口都一
样，人也是这样，不在大小，只要有作为，
都值得尊敬。启功先生说话一向通俗而
深刻，令羊晓君深受鼓励。

在羊晓君看来，每一个人的成长，像
极了一列奔向远方的火车，那些曾经帮
助关心过他的人，就像那些散落在沿途
各处的小站，默默注视、关切，却从不疏
离。“我得拿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来
回报这些关切和期待！”

2008 年，羊晓君荣获中国书法“十
大年度人物”，组委会给出的入选理由
是：“在这个时代，在书法艺术这个群体
中，羊晓君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真
正的人生强者的符号。”

现在，虽然视力已经差到极点，但是
他还是会每天练字。羊晓君希望通过自
己的行动来告诉大家，人无完人，虽然你
可能某些方面是不完美的，但一样可以
实现完整的人生价值。

感恩富春山水
赋予他作品灵感

羊晓君总是把“没有富阳，就没有我
的今天”挂在嘴边，说富阳是他艺术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他将几次展览的
大主题定名为“家在富春山”。对家乡的
热爱和感恩，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尽
情流露，更体现在他对富阳书法事业的
关注和身体力行。

“可以说，我是见证了富阳书法发展
的全过程。”1982 年，羊晓君学书法时，
富阳的书法作者还很少。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们举办了一次“富春江五
青年书画展”，分别是蔡乐群、王雪宝、华
泳、徐相忠以及羊晓君自己。这几人已
经是当年富阳书画界小有名气的活跃分
子了，富阳的书画热大约也就是从那时
开始的。后来，书画艺术氛围越来越浓，
加入到书画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

将“美术书法工作者协会”分设成立了美
术和书法两个协会。

“富阳书法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富阳
书协曾连续4次（每两年一次）被省书协
评为先进组织。”羊晓君说，在上世纪90
年代初，著名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在全国
书法大展评审会上定义为“书法界的富
阳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富阳文联还
举办了一次书法庆功大会，当时在全国
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中，富阳有 3 人书法
作品入展，全国新人新作书法展有 4 人
作品入展，“在县级市，这样的成绩在全
省排第一了，富阳书法算是真正起步
了”。

2010 年，富阳开始创建“中国书法
之乡”，2013年授牌。在杭州地区，富阳
是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而在2010年，
富阳灵桥已经是“中国书画之乡”了。同
时，富阳积极创建“书法村”。其中，银湖
街道唐家坞村、灵桥镇新华村是“浙江书
法村”。

羊晓君坚信，书法艺术在乡村的普
及，将会是一项对未来几代人文化修养
有积极影响的大事业，“随着时间的流
逝，最终留下来的，将只会是文化”。

记者 骆晓飞

“因为这个时代，在经历了无数个白天和黑夜的琢磨和思考之后，我所有的艰辛和失落，都变得具有了

意义。”在今年5月8日浙江美术馆开展的“家在富春山——羊晓君隶书展”的开幕式上，羊晓君如是说。

众所周知，羊晓君是一位在富阳成长成名的本土书法家，多年来孜孜不倦精研汉隶，以格调高雅的隶书

闻名书坛。

个子矮小，却写“斗”字。就是凭着一股韧劲，从2012年北京展览、2013年台湾展、2014年纽约展，他将

个人书法展办到了中国美术馆、台湾孙中山纪念馆、美国纽约联合国，一直到今年杭州展。4次展览，他用8

个字总结“感恩、展望、沟通、家山”。他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家乡的厚爱，心里始终怀着对富春山水的热爱，

他将这份爱融入笔端，在书法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艺术生涯，从新登出发
1921 年 12 月 27 日，在古城新登的

一户姓汪的人家里，一个女婴呱呱落地，
因属“玉”字辈，取名为“玉兰”，后被过继
给当地的徐家，改姓为徐。

1933年夏，徐玉兰入新登东安舞台
科班学花旦，后改老生。她学习过长靠
与短打、大小花脸和猴戏等基本功，能从
三张半高的桌子上翻下。1933年11月，
徐玉兰随科班到上海演出于南洋桥叙乐
茶楼。1937 年初第二次到沪，“八·一
三”事变后返乡。1939 年初，随科班再
度到沪，相继演出一批新剧目，同年 11
月参与组建兴华越剧社。

1941 年 12 月 19 日，徐玉兰在上海
老闸戏院与施银花搭档改演小生。1942
年下半年与施银花一起至宁波天然舞台
演出。1943 年夏回上海与傅全香合作
演出。1945 年下半年与筱丹桂搭档。
1947年9月组玉兰剧团。1948年下半年
起，与王文娟长期搭档。

1952 年 7 月，徐玉兰和玉兰剧团的
姐妹们要北上参军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上
海滩。徐玉兰说：“我们参加解放军，我
是第一个举手同意的。”参军不久，徐玉
兰和姐妹们排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

《西厢记》等剧目。其中，《西厢记》代表
总政文工团参加了1952年10月全国戏

曲汇演，徐玉兰饰演的张生荣获演员一
等奖。

1953年春，徐玉兰深入前线为中朝
人民的子弟兵演出，获得朝鲜三级国旗
勋章和志愿军二等军功章。1954 年起
加入上海越剧院。同年秋，参加华东戏
曲观摩演出大会，在《春香传》中扮李梦
龙，获表演一等奖。

上世纪 80 年代，徐玉兰曾赴新加
坡、泰国和香港、台湾等进行文化交流演
出。1989 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
首届“金唱片奖”。1992年7月，《徐玉兰
唱腔集成》问世。1992年，摄制8集电视
片《徐玉兰艺术集锦》。1994 年 10 月，

《徐玉兰传》出版。
2003 年 6 月，徐玉兰参加“宁波越

剧革新 60 周年纪念活动”。2004 年 1
月，《徐玉兰影集》出版。2006 年 3 月，
题为《越剧“生”角流派》的演讲在贺绿
汀音乐厅举行。徐玉兰在台上深情地
说：“眼睛一眨，越剧诞辰已百年。想想
心情就激动，自己的舞台生涯已经有70
多年啦。从草台班子起家，一路坎坎坷
坷，直到越剧兴旺发家，我们是越剧发
展的见证人。”

两大丰碑，无人逾越
徐玉兰被公认为越剧三大名小生之

一，与尹桂芳、范瑞娟齐名。徐玉兰的舞
台造型俊逸潇洒、神采夺人，表演富有阳
刚气质，但又不失越剧本体的隽永和优
雅，在越剧舞台上独树一帜，被授予“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
人”和“百年越剧特殊贡献艺术家”等称
号，获中国戏剧节终身成就奖。

徐玉兰的表演富有激情，善于塑
造人物形象，具有俊逸潇洒、神采夺人
的艺术魅力。徐玉兰嗓音嘹亮，旋律
常在中高音区进行，唱腔除继承越剧
传统老调外，广泛吸收京、绍、杭等剧
种的声腔成分，具有高昂激越的特色，
被称为“徐派”。

1959年9月23日，上海越剧院徐玉
兰、王文娟、顾振遐、刘觉等20人赴京参
加国庆10周年演出，在中南海受到周恩
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与大家作了长时
间交谈，对越剧的发展、音乐唱腔的改革
和男女合演等问题，谈了看法。

徐派唱腔的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
奔放，刚柔并蓄，华彩跌宕。周恩来总理
就曾称赞：“谁说越剧都是软绵绵的？徐
玉兰的《哭祖庙》就很高亢壮烈么！”

徐玉兰在《红楼梦》扮演的贾宝
玉，是几代人对宝哥哥的最初印象，这
也使徐玉兰与王文娟联袂出演的越剧

《红楼梦》成为最经典。1962 年 7 月，
徐玉兰与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被摄

制成电影。
从艺 80 多年，徐玉兰演出了 300

多部剧作，塑造了无数性格鲜明的人
物形象，充分展示了越剧徐派艺术之
美。其中，她主演的《北地王》和《红楼
梦》被誉为徐派小生的两大丰碑，至今
无人逾越。

传承，是最好的怀念
“玉兰”花开馨富春。
1992年10月，徐玉兰忍着脚踝的伤

痛回乡义演，先后在富阳影剧院、新登剧
院演出《孟丽君》《红楼梦》《碧玉簪》《情
探》《珍珠塔》等折子戏，所得款项全部捐
献给富阳县发展文化事业。

2013年11月9日，徐玉兰被授予中
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并以年逾九十的
高龄亲自到场领奖。

2017 年 4 月 7 日，徐玉兰荣获第 27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
奖，但因病重无法出席颁奖仪式。4 月
19 日，徐玉兰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
年96岁。4月27日，徐玉兰落葬上海福
寿园百合园。

简朴的墓碑上刻有“人如白玉戏如

兰”，寥寥几字概括了她一生的人品修
为和艺术成就，墓碑左侧是一尊徐玉兰
塑造的最经典人物——《红楼梦》中的

“宝哥哥”形象，仔细凝望，仿佛她正在
吟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
刚出岫……”

徐玉兰的亲侄儿，原富阳越剧团编
剧汪毅说：“姑姑一辈子从事越剧表演艺
术，从富阳新登走到上海，一直未改乡
音，她对家乡特别有感情，很想为家乡做
点事情。前些年身体允许的时候，富阳
的很多大活动她都不会缺席。”

传承是最好的怀念。在徐玉兰逝世
一周年之际，2018 年 2 月至 4 月富阳举
办了“家在富春江上——越剧宗师徐玉
兰系列纪念活动”，首届全国越剧（徐派）
戏迷演唱（邀请）大赛，越剧徐派艺术传
承与发展座谈会、越剧经典剧目《红楼
梦》演出等活动精彩纷呈……

大师故里打出“玉兰”牌。新登镇已
修缮徐玉兰故居（民国时期的凹字形三
合院），成立徐玉兰戏曲协会，将《徐玉兰
传记》作为学校的校本教材，小学生学越
剧列入新登镇小拓展性课程，新登镇已
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浙江省民间文化艺
术（越剧）之乡”。

徐玉兰：人如白玉戏如兰
越剧“徐派”艺术创始人，是这个时代为数极少的大师

记者 徐丽亚

1978年7月，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彩色越剧影片《红楼梦》在富阳首映，轰动县城，观众逾10万人，创

“富阳之最”。记者当时虽尚年幼，但当年电影院内外人山人海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徐玉兰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越剧史，她是最早形成流派风格的少数越剧艺术家之一，也是舞台生命

力最为持久的越剧艺术家。2013年5月，记者曾专程赴上海徐玉兰寓所采访，一个月后，徐玉兰和王文娟一

起参加《舞台姐妹情》演出，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登上舞台……

作为杰出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徐派”艺术创始人，徐玉兰是这个时代为数极少的大师和剧种标志

性人物，是富阳的骄傲。

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臧一平 版式设计 | 俞高峰6 致敬改革开放·富阳40人 FUYANG DAILY

羊晓君：翰墨书写的强者
以隶书闻名书坛，用书法向世界讲述富春山水故事

1992年徐玉兰（左二）来富阳演出

羊晓君和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