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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军

《古今笑史》中有一个笑
话，仅有10个字：“张旭大醉，
以头濡墨而书。”意思是说，张
旭喝得大醉之后，竟以头发蘸
墨书写。

冯梦龙讲笑话，常配以有
感而发的点评或质疑，每每予
人以画龙点睛、一语中的的启
迪。可这个故事，老先生却什
么也不说，是对书法少研究不
敢置评，还是不愿由是引起书
法纷争？不得而知。显然，他将
评点的伏笔留给了读者。

张旭是唐代著名书法家，
曾任金吾长史，故又称张长
史。他擅长狂草，其草书与李
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盛
唐“三绝”。传说张旭在大醉后
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人称

“张颠”。《新唐书·艺文传》中
说：“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
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
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
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颠”者，疯也。这等用头
发蘸上墨汁写字，不说在古代
会被视为奇葩，就是落到现代
人眼里，也会被看做耍酒疯搞
笑。怪诞的是那个“既醒自视，
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当张旭
清醒之后，再看自己写的字，
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想再写
怎么也写不出来，就像古代许
州那位老僧，睡熟之后喉咙发
声如同丝竹乐演奏，醒来后竟
然什么也不知道，如同天赐神
功，不亦怪哉！

“尽信书，不如无书。”《新
唐书》中的这个记载，其可信
度有多少？冯梦龙没有说，但
脑瓜中肯定打了问号。

与张旭同时代的诗人李
颀在《赠张旭》中曾对张旭有
此描述：“张公性嗜酒，豁达无
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
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
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
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
蟹鳌，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
汉，不知醉与醒……”诗圣杜
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
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依
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留此
存照，可以推论：张旭喜欢醉
酒后写书法无疑。但这里也透
出一个事实：二位诗人大咖均
没有说张旭醉酒后有“以头濡
墨而书”之怪癖。倘若真有此
事，诗人应是不会吝啬笔墨
的。《新唐书》的编著者系宋代
的宋祁、欧阳修、范镇和吕夏
卿等，时过境迁，却给出此等
离奇的传说，自然难避道听途
说、以讹传讹之嫌。

尤需指出的是，张旭当
时被称为“草圣”，醉酒后书
写可以有，“脱帽露顶王公
前”可以有，但用头发蘸墨汁
往墙壁、纸张或绢素上狂草，
不仅有辱“圣”的斯文，就事
论事亦不可信。这一高难动
作，且不说一个大醉之人难
以把持，即使不喝酒之人也
难以完成创作。如果不信，诸
君不妨练一把试试，不吐个
一塌糊涂，那才叫怪呢！除非
是故意装醉，为了秀一个“不
知醉与醒”。

由张旭“以头濡墨而书”
的传说，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
今日那些哗众取宠、追求轰动
效应的怪异书法表演。其过
程，有的似与野兽搏斗，表情
诡异；有的时而闭目做思索
状，时而大声吼叫；有的用粗
针管射墨，如同孩子搞恶作剧
般往白粉墙上喷水；还有的脱
个光溜溜，全身着墨，在纸上
打滚留印……结果弄出的一
堆作品，除了自己能解读，别
人都不认识。

更搞笑的是，这种人又被
所谓的小圈子推崇，倘若谁对
此等书法予以质疑，就会被骂
成“土鳖”，斥之为“井蛙”“夏
虫”。而“张颠”“草圣”便成了
其彰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的招牌。

其实，假如眼睛只盯着张
旭的“狂草”，将其大作视若醉
酒“神赐”“不可复得”，乃是对

“张颠”的曲解。与张旭同时代
的书法家颜真卿说：“张旭虽
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
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
世。”宋代黄庭坚经研究指言：

“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人
闻张颠之名，不知是何种语。
故每见猖獗之书，辄归之长史
(张旭)耳。”宋代陈思编写的
书画专著《书小史》称：“张旭
以善草得名，亦甚能小楷。”明
代项穆对张旭的评价更鲜明：

“其真书(楷书)绝有绳墨(指中
规中矩)，草字奇幻百出，不逾
规矩，乃伯英(张芝)之亚，怀
素岂能及哉？”由这些方家的
评点，足见张旭的狂草，垫底
功夫在楷书。他的酒后狂草，
就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一样，是内凝书卷气的飘
逸挥洒，其书法的基础和书卷
气是装不出来的，也是那些只
注重表演、只图表象狂野甚至
狂狠，而不讲究笔法、入体等
最基本元素的书写者想学而
学不来、想装而装不像的。

“草圣”是狂人，更是天
才。张旭能书出潇洒的狂草，
究其原因，除了他豪放不羁、
卓尔不群的性格，还有高超的
技艺作为底色。没有深厚的书
学基础，没有自然灵动的书卷
气息，没有真诚的性情，恰是
后世效仿者只从表皮上模仿
而最终难以学成其狂草的根
本原因。

何谓天才？东汉杰出天文
学家、文学家张衡说：“人生在
勤，不索何获。”著名数学家华
罗庚说：“聪明在于勤奋，天才
在于积累。”有感于此，当今一
些幻想以荒诞怪异出招的人
需要清醒：想成名成家固然
好，可前提是得下点真功夫、
长点真本事。不好好写字，仅
凭三脚猫的功夫，专门模仿张
旭书写时的忘我状态，冀望利
用信息不对称来哗众取宠，好
比无根之水，无论真“颠”还是
假“狂”，只能“画虎不成反类
犬”，徒留笑柄。

□肖复兴

一

正欲清言闻客至，偶思小
饮报花开。这是放翁的一联诗。
很多年前读到它，很喜欢，一下
子记住，至今未忘。

偶思小饮报花开，是想象
中的境界，正要举杯小酌，花就
开了，哪儿这么巧？这不过是文
学笔法，诗意渲染而已。但是，
正想能有个人一起聊聊天的时
候，这个人如期而至，这种情况
尽管不常有，总还是会出现。过
去有句老话叫做“说曹操，曹操
到”，也有这层意思，只是没有
这句诗雅致。而且，说曹操，可
能只是一时说起，并没有想和
曹操有交谈的意思。

正欲清言闻客至，这样的
情景，是生活温馨的时刻，是人
生难得的际遇。

二

读高一那年，学校图书馆
的高挥老师突然来到我家。上
小学以来，读书九年，没有一位
老师家访。高老师是第一位。

学生去图书馆借书，填写
书单，由高老师找好，从窗口借
给学生。高老师允许我进图书
馆挑书，在全校是破天荒的事
情。为此，有同学和高老师大
吵。我对高老师感到亲切，她比
我姐姐大一岁，我很想和她说
说心里话。没想到，她突然出现
在我家的时候，我竟然说不出
什么话来了。

高老师知道我爱看书，特
意到家里来看我。她不是我的
班主任，没有家访的任务。当
然，也不是家访。家访不会让
我感到那样亲切。她看到我仅
有的几本书，塞在一个只有二
层的小破鞋箱上，挤在墙角，
当时并没有说话。五十多年过
后，前几年，我见到她，她才对
我说起。我知道，日后她破例
打开图书馆有百年藏书历史
的仓库，让我进里面挑书，我
去北大荒前从她手里借的好
几本书再未归还，都和这个小
破鞋箱有关。

三

父亲去世后，我从北大荒
回到北京。最初的日子，待业在
家，无聊至极，整天憋在小屋
里，我妈劝我出去走走，找人聊
聊天。找谁呢？我是回来很早的
知青，大多数同学还都在全国
各地插队的乡下。白天，大人上
班，小孩上学，我家更是门可罗
雀。

一天，有个小姑娘来我家，
她是邻居家的小孩，叫小洁，六
岁，还没有上学。她手里拿着一
本硬皮精装的书，把书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夹着的都是

花花绿绿的玻璃糖纸。她从书
里拿出几张不同颜色的玻璃
糖纸，对我说：你把糖纸放在
眼睛上看太阳，能看到不同颜
色的太阳！好玩吧？我知道，她
是想和我一起玩，一起说说
话。

我问她，你怎么有这么多
糖纸呀？她一仰头说：攒的呀！
爸爸妈妈过年给我买好多糖，
我把糖纸都夹在这本书里了。
说着，她让我看她的这些宝贝
糖纸，书里面好多页之间都夹
着一张或两张玻璃糖纸，快把
整本书夹满了。每张糖纸的颜
色和图案都不一样，花团锦簇，
非常好看。我认真地一页一页
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从头看到
尾。

好多天，她都跑到我家，和
我一起翻这本书，看糖纸，还不
住地指着糖纸问我，这种糖你
吃过吗？我逗她，摇头说：没吃
过。她就说，等下次我妈再给我
买，我拿一块给你尝尝。

几年以后，我搬家离开大
院前，小洁跑到我家，要把这本
夹满糖纸的书送给我。我连忙
推辞。她却很坚决：我爸我妈总
给我买糖，我的玻璃糖纸多的
是！再说，我看出来了，你喜欢
这本书里的诗。

这是一本诗集，书名叫《祖
国颂》。

四

父亲是清早在前门后面的
小花园里打太极拳，一个跟头
倒下，突然走的。那时，我在北
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内蒙
古，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孤
苦伶仃，束手无策，正想找个人
商量一下怎么办理父亲的后
事，焦急万分，没着没落。就是
这么巧，老朱恰逢其时地出现
在我家里。

老朱是我的中学同学，一
起去了北大荒的同一个生产
队。他回北京休探亲假，假期已
满，买好第二天回北大荒的火
车票，临离开北京前到我家来，
本是想问问我家里要不要给我
带什么东西，没想到母亲一把
抓住他的手，他面对的是母亲
泪花汪汪的双眼。老朱安慰母
亲之后，立刻到火车站退了车
票，回来帮助母亲料理父亲的
后事，一直等到我从北大荒赶
回北京。

是的，这一次，不是我在家
里正欲清谈而恰逢客至，是我
的母亲，是比清谈更需要有人
到来的鼎力相助。那一天，老朱
如同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母
亲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简直
是比书中或电影里的巧合还要
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一
触即发之际，才显示出客至时
情感的含义；雪中送炭，才让人
感到客至时价值的分量；心有
灵犀，才是放翁这句诗“正欲清
言闻客至”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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