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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物6

挥毫14年 徐党荣誊写古典文学作品
包头市退休干部徐党

荣14年如一日，每天坚持
用蝇头小楷誊写名著古诗
词，他用6年时间誊写完四
大名著，被北大出版社出
版。之后历经8年，他又完
成了600多万字的《全唐
诗》的誊写。目前，他正在
誊写《全宋词》，预计2021
年完成。他希望自己在有
生之年，还能完成《全元
曲》的誊写工作……

手抄出版四大名著

7月3日，记者走进退
休干部徐党荣家，一股浓
浓的文化气息迎面而来。
一张大大的写字台上，除
了放着一本厚厚的《宋词》
外，桌角整齐地摆放着厚
厚一摞手稿。记者看到，这
些手稿全部用蝇头小楷书
写，字迹工整、挺拔苍劲、
用墨均匀、结构规矩、方圆
兼备，而且上面的格线都
是老人亲手所绘。

1949年出生的徐党荣

是土生土长的包头人，他
从小喜爱读书写作，在部
队曾从事宣传方面的工
作。转业后，他在自治区党
委政策研究室工作，2006
年初调回包头市政协任副
巡视员。2004年，徐党荣突

然萌生了一种想法，用毛
笔来誊写古典名著。

于是，当时还在工作
岗位上的徐党荣，利用下
班时间和周末时间来誊
写。他从《水浒》开始写起，
2006年随着自己空闲时间
的增多，依次又誊写了《西
游记》《红楼梦》《三国演
义》。历时6年，他完成了小

楷誊写四大名著，线装成
册，完全恢复过去那种传
统的古典著作形式。这套
书360多万字，线装书共44
本，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出
版。

徐党荣介绍，现在他

回过头来看十几年前的
字，认为写得不满意，但却
很珍贵。全国虽然誊写的
人不下百人，但真正能出
版的这还是第一部。

每天工作8小时

“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取决于他个人的价值观。

从我的价值观来看，就是
对家庭、社会、民族甚至对
历史有所贡献才能体现。”
徐党荣说。

退休后生活清闲了，
但又不愿虚度时光，徐党
荣就想把这些经典之作誊
写出版给更多的人看看，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四大名著誊写出版
后，徐党荣的字精进不少。
2009年底，退休后的他又
萌生了另一个念头，那就
是誊写《全唐诗》。《全唐
诗》共收录唐代诗人2500
多人的诗作，用毛笔誊写
《全唐诗》是一个巨大的工
程。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
标：用10年时间写完《全唐
诗》。为了这个目标，徐党
荣集中精力，奋笔疾书，每
天8个小时誊写，一天要誊
写5篇，2000字左右。

结果，徐党荣用8年时
间提前写完了《全唐诗》。
2016年11月份，他把正文
写完，写目录、编页码等后

续工作用了1年时间，加上
目录全书共有600多万字。

手稿比房子还高

许多人对于徐党荣的
做法感到不解，这些名著
书店里都有，何苦要辛苦
誊写呢？徐党荣坦言，他所
做的工作就是要还原古
典，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
优秀的东西与最传统的形
式完美结合。书店里的这
些名著书籍是古典的东西
用现代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他是要把古典的内容用
古典的形式表现出来。

徐党荣的《全唐诗》手
稿装在纸箱里保存，有3米
多高，他计划要线装出版。
在他眼中，线装书装帧形
式传递着古色古香、浓厚
典雅的文化气息，具有很
强的传统艺术魅力，适合
长久留存，有收藏价值。

徐党荣对记者说：“宋
词不到300万字，我计划在
2021年写完。”

由于每天长时间誊
写，徐党荣累出了一身毛
病：颈椎有病，坐着没事，
出去走路的时候就会头
晕；原来他的视力特别好，
现在老花镜都带到400多
度；由于右手常年握毛笔，
小手指常年弯曲，已经严
重变形。尽管如此，但他依
然乐在其中。通过誊写的
方式再次细读经典，他也
进一步提升了个人的文学
素养，静心陶冶情操。

徐党荣说，他希望自
己誊写的书出版后，能走
进大学图书馆、中学图书
馆，让中国的孩子了解更
多的传统文化，要是能进
国外的孔子学院、大学里
那是最好的，让外国人也
能了解中国文化，增加我
们的文化自信。

徐党荣告诉记者，他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
自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完成《全元曲》的抄写工
作，那时也就“此生无憾”
了。

77岁的退休教师斯琴
高娃，是竹板笔蒙古文书法
爱好者。从小学时代开始，
竹板笔伴随了她61年之久。
竹板笔书法面临着失传的
危机，斯琴高娃最大的心
愿，就是将自己的技艺，传
授给更多的年轻人……

竹板笔书法名人

退休教师斯琴高娃，居
住在锡林浩特市。每天，她
都要去社区书法室练习书
法，一直以来，她都是社区
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斯
琴高娃练习的是蒙古族独
有的竹板笔书法，现在能够
写好竹板笔书法的人，在全
区寥寥无几。

7月19日下午，在社区
的书法室见到斯琴高娃时，
她正在练字。裁成长条状的
白纸，中心位置用铅笔画了
两列竖排的四线格。要写的
文字，就写在四线格里。所
谓的笔，其实是一个个宽窄
不一的竹板片，用于书写的
一头被削尖，写双线条文字
的竹板笔，则要在中间挖出
一个镂空的缺口。

斯琴高娃用竹板笔蘸
了些墨汁，开始写字。竹片
在她的手中变得灵动，动作
如行云流水。而落在纸上的
文字，如印刷字般规整，又
有着一股子活泼的劲头儿，
看起来赏心悦目。斯琴高娃
告诉记者，竹板笔书法讲究

推、拉、提、勾、挑、旋等运笔
技巧，字迹工整流畅，犹如
印刷字，十分美观，这也是
竹板笔书法一直吸引她的
原因。

斯琴高娃的竹板笔是
自己动手制作的。她告诉记
者，如果不是竹板笔取材价
廉、随处可见，制作难度也
不大，也许在童年的时候，
自己就没有机会学习竹板

笔书法了。

从小被竹板字吸引

在斯琴高娃家中，记者
看到斯琴高娃写的厚厚的
一本字帖，是每个蒙古文单
个字母的描画。每个字母都

经过千百次的临摹，经过数
十年的练习，才能练成行云
流水般的洒脱，才能在规整
如印刷字体般的书写中，加
入自己的精神气。

1957年，在赤峰巴林左
旗上小学的斯琴高娃，无意
间看到校长仁钦道尔基办
公室墙上的竹板笔书法作
品。那温婉优雅的字体，深
深烙在了她幼小的心灵上。

从此，她便对这种文字着了
魔。她自己找来竹子削尖，
做成竹板笔开始练习。没有
墨汁，就用钢笔水代替；没
有草纸，就收集糕点、糖果
的包装纸。在那个物质和精
神生活同样匮乏的年代，那
悠扬遒劲的描画，给了童年
的斯琴高娃莫大的喜悦。

校长的办公室，如同一
座埋藏着宝藏的地方，让斯
琴高娃魂牵梦绕。刚开始的
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学
生，腼腆的斯琴高娃不敢向
校长请教和学习。一年多的
时间里，斯琴高娃就是趁校
长不在的时候，悄悄溜进他
的办公室，对着墙上的书
法作品，默默的临摹。那一
笔一画，深深地刻在她的
脑海里。她将在办公室看
到的文字，分解成一个一
个的笔画，然后拆分练习。
每一个笔画都熟练流畅之
后，斯琴高娃的板笔书法
有了小小的进步。

临近毕业时，校长才
知道有个学生一直在模仿
自己的书法作品进行练
习。于是，校长给了斯琴高
娃一些指导，这是斯琴高

娃书写板笔书法几十年的
生涯中，唯一一次获得的
指导。几十年来，经过不断
地练习和摸索，斯琴高娃
编写出了一套竹板笔书法
字帖。

独特的书写艺术

蒙古族竹板笔书法，
以简单规整著称。竹板笔
蒙古文书法艺术讲究形式
美，笔画简洁、线条匀称，
风格典雅古朴。随着蒙古
文字的发展和规范，蒙古
族竹板笔书法逐渐演变为
一门独立的文化艺术，具
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艺术
价值和历史价值。

据《史集》记载，1225
年成吉思汗为了纪念也松
格创造的射箭距离的奇迹
而立，也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第一部蒙古文石刻碑文
《也松格碑》以及蒙古帝国
时期的贵由汗印玺上的文
字，都是用竹板笔写上之
后再刻制而成的。因此，蒙
古族竹板笔书法，对研究
蒙古文字的起源发展和历
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财富。

竹板笔书法也渗透在
蒙古族日常的生活中。牧
民过春节、举行婚礼、召开
那达慕时，都喜欢张贴用
竹板笔书写的对联、标语。
在牧区，常可见到贴在蒙
古包门和各类器皿、家具
上，用竹板笔书写的“宝音
乌力吉”（幸福富贵）、“图
门乌力吉”（万寿千秋）、

“巴雅尔”（欢喜）、“巴雅吉
乎”（发家致富）等表示吉
祥或祝愿的字样。

竹板笔蒙古文书法作
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在当代社会广泛应用于书
籍装帧、刊头设计、金石印
章，以及生活用具的装潢
等。近些年来，蒙古文竹板
字书法也成了巴彦淖尔等
地的非遗项目。然而，随着
时代的变迁，这门具有着独
特艺术魅力的少数民族书
法形式，正面临着失传的危
机。

谈到竹板字的传承，斯
琴高娃说，她十分愿意将自
己的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但是令她感到忧虑的是，愿
意学习这么技艺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了。

文·摄影/本报记者 解裕涛

斯琴高娃：竹板笔书写美好生活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徐党荣正在誊写

斯琴高娃正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