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刻碑之风盛于东汉，此后连绵不
绝。碑是竖立在地面之上的刻有纪念性文字
的石头，其内容很广泛，但最重要的功用是作
为墓碑。东汉末年社会上刻墓碑之风大行，不
但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由于竞相攀
比，碑文内容多虚谀不实。曹操认为此风不可
长，于是下令禁碑，自此，从魏晋至刘宋，政府
都有禁止立碑的明文规定。但正所谓“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人们又找到了一种变通的办
法，即将原来立在地面之上的墓碑改变形制
后埋到了地下，这就是墓志，墓志上所刻的纪
念性文字就叫墓志铭。当然，墓志铭的产生还
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五胡乱华”时期的士族
南迁，导致以王谢为主的大族首先使用墓志，
以期通过墓志对家族寻根溯源。

最早的墓志铭，在形制上与碑并无二致，
后来逐渐演变成正方形，成熟时期的墓志分
为上下两块，在上的部分为墓志盖，在下的部
分为墓志。墓志铭由于深埋地下，出土后依旧
字口如新，清朝经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大力
推扬，临习北碑尤其是墓志之风日盛。而在林
林总总的北魏墓志中，有一块在书法上代表
北魏墓志最高成就的墓志铭，就是本文要介
绍的《张玄墓志铭》。

《张玄墓志铭》，全称《魏故南阳张玄墓志
铭》，刻于北魏普泰元平（531年），墓主人名张
玄，故名。张玄字黑女，故在清朝出土后，为避
清圣祖玄烨之讳而改称《张黑女墓志》。今人
则二名俱用，不再受清朝避讳的限制了。可惜
的是，《张玄墓志铭》不但出土地不详，而且原
石也不知去向。说起《张玄墓志铭》的孤本，还
与我们山东济南有一定的渊源呢。清道光五
年（1825）春，大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在
济南得剪裱旧拓孤本，才使其面貌得以传世
至今，后来虽有重刻本，但均不及何氏所得之
孤本原拓传神。该墓志铭之拓本共十二页，每
页四行，满行八字，现藏上海博物馆。

一般说来，墓志铭从体例上讲可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是志，用散文叙述逝者生平；另
一部分是铭，用韵文赞颂逝者之美德。当然也
有仅有志而无铭者，或仅有铭而无志者。《张
玄墓志铭》二者皆全，也是北魏墓志铭体例方
面的典型代表。该墓志铭之志的部分，先介绍
了张玄的籍贯（南阳白水）及先祖和祖父至父
亲，又介绍了张玄蒸蒸日上的政治生涯（南阳
太守）和三十二岁（太和十七年493）离世的短
暂人生。接着说普泰元平（531年）其妻去世
后，于当年十月共葬于蒲坂城（今山西永济）
东原，当时远近之人均十分悲痛。铭的部分，
则以韵文的形式高度赞扬了张玄的高尚品德
与节操以及他去世后天地同悲、故生人为之
刻铭而永传后世之事。

《张玄墓志铭》原石已佚，加之张玄本人
三十二岁即夭亡，虽然墓志铭中对他的评价
很高，但其真实政绩和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
已不得而知了。所以说，此墓志铭拓本的流
传，还是多赖其高超的书法水平。此志书刻俱
精，书法字形略扁，有隶意，古质典雅；用笔方
圆兼施，融北碑之俊迈与南帖之温雅于一身，
是北魏墓志铭中之佼佼者。何氏在跋语中对
该墓志铭评价甚高，曰：“化篆分入楷，遂尔无
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

《黑女》者。”清包世臣（1775-1855）也说：此墓
志铭“利如《隽修罗》，圆折如《朱君山》，疏朗
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

在清末推崇北碑的大风气之下，自该墓
志铭之拓本流传之后，历代之临习者极多。从
中汲取营养并成为一代大家的，首先要数拓
本的发现者何绍基。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
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进士，
官编修。他博览群书，精通小学，尤以善书法
名世。何绍基精通篆、隶、楷诸体，其楷书先从
欧阳通《道因碑》入手，后广泛临习六朝碑版
及颜楷，而六朝碑版中，又于《张玄墓志铭》用
功最多，今仍有何绍基临《张玄墓志铭》传世，
可谓形神兼备、超妙绝伦。

《张玄墓志铭》孤本——— 一部并未留下书
丹者姓名的北魏书法经典，何绍基——— 一位
清代的湖南书法巨擘，济南——— 一座以泉水
著名的山东省会城市，竟然在道光五年春的
某一天，奇迹般地完成了书法领域一次伟大
的时空邂逅。如果说《张玄墓志铭》是名马，何
绍基无疑是伯乐，那济南呢？这座既与墓主人
张玄墓地蒲坂城无关系也与何绍基籍贯毫无
关联的山东省会城市，却成了故事发生的地
点，也继而成为《张玄墓志铭》旧拓孤本传播
出去的文化源头。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我的父亲弭菊田【名家背影】

□弭金冬

正是因为父亲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
绝不靠祖宗的遗产生活，要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碑刻漫话】

从济南传出去的
《张玄墓志铭》旧拓孤本

□杨加深

鐘乎？鍾乎？【咬文嚼字】

□朱树松

这种混乱民族文字的现象，与眼下极度追崇西方观念的环境不无关系，更
是浮躁功利环境的必然。

想必有点文字常识的
人，都能分清繁体“鐘”和

“鍾”的字义。繁体的“鐘”
字 ，字 义 具 有“鐘錶”的

“鐘”，和表示时间“鐘點”
的“鐘”；而繁体“鍾”字，字
义则是具有集中、聚集、凝
聚的“鍾”，二字字义在某
些应用上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音同，简化字又通写
为“钟”，但在繁体字的译
用上却是不能混同的。两
个字一旦混用不当，就容
易引起对文字意义的误
解，甚至是不搭调的错解

（虽然二字，古时也有通
用，但那是指乐器或特定
的钟漏，余皆不可。因“鐘”
无聚集义）。所以，在一篇
简化字的文章中，就不要
掺杂繁体字；在繁体字的
文章中，也不能掺杂简体
字。尤其是翻译体现丰厚
内涵、简捷比拟的诗词时
更为重要，一字之差，或可
错谬千里。在简体翻译成
繁体字时，务必要弄清所
译字的字义，否则，会贻笑
大方的。

近些年来，笔者读书，
多了一个毛病，就是喜欢
找书里的错误，还常常用
红笔标示出来，或写上点

评、批语之类。也难怪，现
在粗制滥造的东西不少，
尤其是一些赶时髦、拽眼
球、赚利益的书，需要勘误
的字句太多，所以笔者就
养成了这个毛病。近日，笔
者就在一本高端华丽大师
汇聚的艺术书籍里，读到
了一首为了体现书的分
量，着重以繁体字打印的
妇孺皆知的古诗——— 唐·
杜甫《望岳》———“岱宗夫
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
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
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笔者
掂量着这本高档书随手一
翻，搭眼就发现了一个明
显的错误：“造化鐘神秀”，
这里应为“鍾”字，却成了
时钟名称和表示时间的

“鐘”字。细读全诗，还杂有
不规范用字，也还算说得
过去，此就不赘述了。但这
个“鐘”字，却是大谬不讲
不 行 。“ 造 化 钟 神 秀 ”之

“钟”字，在诗中是凝聚的
意思，是说泰山凝聚着大
自然的灵毓奇异之气。而
且，是诗人远望东岳泰山
时，一种触景生情发自内
心的写照，而并非说时间
的。况且，于诗意用“鐘”也

是讲不通的。
由此，我又想起了前

些年随政协书画院去沿海
考察时，在一所接待我们
一行的高档场所迎着楼梯
的墙壁上，一副当地知名
书法家撰写的巨幅对联中

“东风万里”的“里”，却写
成“裏外”的“裏”。还曾见
一位国际有名的大师级画
家，在自己画作上用繁体
字落款时“雪裏送炭”的

“裏”，却 写 成“ 里 程 ”的
“里”。最让人无奈的是，笔
者的名字“树松”，在好多
有关艺术函件和集子中，
不知为什么，编者非用繁
体字，把“树松”二字硬是
打印成“樹鬆”。笔者曾经
给多位编者纠正过，说名
字是松树的“松”，不是“蓬
鬆”的“鬆”，繁体字用错
了。更让人可笑的是，一位
南方当时很负盛名的青年

“艺术大家”，却曾在电话
里很有礼貌地对笔者说：
这是繁体，您老可能不认
识。笔者无语，随之是无奈
与悲凉！最让人难以接受
的是那个“囧”字，本来是
光明之义，却把字义完全
反了过来，去媚取世俗之
娱。还有一些原本无法启

口的脏话，却成了大肆宣
扬的“噱头”，或是大庭广
众之下的常用语（因脏不
赘）。其实，这种混乱民族
文字的现象，与眼下极度
追崇西方观念的环境不无
关系，更是浮躁功利环境
的必然。

一个民族的文字是这
个民族的魂魄与仪表，是有
尊严的。其文字的应用是严
肃的、认真的、敬畏的，它体
现的是一个民族厚重的文
化（灵魂）与立命的品格。中
国自古就有“敬畏字纸”的
美德，更何况是欲传世的
鸿篇巨制，或人才摇篮的
学府导师呢。繁体字的应
用是不能乱来的，即便是
现在所提倡推广通用的简
化字也有其文化渊源。凡
成书籍或作品，公开于世，
往往起到的是引导读者的
作用。尤其是那些举足轻
重的人物编著的高端书
目，或能起到字典、词典的
意义，影响深远，在所用字
句上更要严肃认真准确，以
免谬种流传。这也是编著者
和艺术家们义不容辞的义
务与责任。

（本文作者为著名书
法家、诗词家、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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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弭菊田出生于
一个书香门第、殷实之家。祖
父弭宗奭，是清未举人，做过
一年肥城县“教谕”，后行医
为生。父亲四岁时，祖父得急
病而死。父亲的童年时代战
乱不断，未及成年，家道便空
寂冷清。父亲的外祖父武福
恭是清未举人，艺术修养极
高，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是
济南一代名流，对失去父亲
的外孙特别钟爱。他教父亲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培养
他倾注了不少心血。正是因
为父亲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生
活经历，他在青年时代就立
下雄心壮志：绝不靠祖宗的
遗产生活，要靠自己的奋斗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37年，父亲在山东南华
文学院艺术系任教授，教山
水与篆刻。他的同窗好友段
黎民（父亲在北京艺专的同
班同学）画大写意花鸟，是李
苦禅先生的大弟子，也在南
华文学院教学。解放前夕，南
华文学院南迁去了台湾，段
先生失业在家没有生活来
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父
亲知道后，马上请他每日来
我家吃饭。解放后，政府安排
段先生到济南三中教美术，
奶奶又给他介绍了对象结婚
成家，并把家安排在我家的
东厢房里，组成了一个安定
幸福的家庭。

王天池先生是齐白石先
生的入室弟子，解放后一直
没有正式工作，依靠卖自己
画的书签和贺年片维持生
活。“文革”后他妻子身体不
好，孩子又多，生活拮据。父
亲当时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可他心中时常挂念着王老，
每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省
出部分钱来给王老送去，以
解他的燃眉之急。每逢我们
家改善生活，父亲总是把他
请到家中打打牙祭。因为他
腿脚不便，吃过饭后，父亲再
用自行车把他推回家去。后

来，父亲出任济南画院院长，
上级请他提名组建领导班
子，在父亲的举荐下，王天池
担任了济南画院的副院长。
从那以后，他焕发了艺术青
春，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
品。

对少数民族书法家金
棻先生，父亲更是在他最困
难的时候伸出无私的援助
之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期，华东局准备出版内部刊
物《华东通讯》，当时在华东
局任职的原大众日报社社
长郭家福推荐父亲为刊物
题刊头，那时父亲参加全国
书法比赛获得一等奖，他完
全可以应承下来自己写，但
他此刻想起了生活无着的
金棻。金棻题写后，华东通
讯社对其非常满意，寄来了
稿费40元，父亲马上叫我二
弟弟给金棻先生送去。40元
钱，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
道，但当时却是一笔不菲的
收入，对金棻家徒四壁的生
活真可谓雪中送炭。其后，
父亲千方百计为金棻谋求
一个正式的职业，恰好那年

“五一”节省美协找人书写
趵突泉公园泺源堂前的楹
联，父亲找到美协秘书长戎
玉秀商量由金棻题写，金棻
用隶书写出后，省美协领导
非常满意，当时的省领导高

启云看到趵突泉泺源堂苍
劲有力的书画楹联后，非常
高兴，问是谁写的，这时父
亲和戎玉秀马上说：“这是
一个叫金棻的回族书法家
写的，可他现在还没有正式
职业呢！”高启云果然爱惜
人才，把他安排到了省文史
馆担任馆员，一下子解决了
他的生活问题。如今，每当
看到趵突泉泺源堂前金棻
先生书写的“云雾润蒸华不
住，波涛声震大明湖”时，总
回忆起父亲那种乐于助人、
爱惜人才的古道热肠。

父亲又是一位爱国进步
的画家。我小时候上学很晚，
八岁时还没有进学校读书。
因为当时抗战还没有胜利，
济南的小学里要接受日本人
的教育，父亲不让我和大弟
接受奴化教育，请来他的小
学老师傅先生到家里来做我
们的家教，我和弟弟直到日
本鬼子投降后才进了制锦市
小学上学。

父亲又是一个淡泊名
利的人，从不占公家便宜，
不走后门，不为儿女谋利
益，可谓两袖清风、一身正
气。一次山东画院副院长张
登堂交给我三百元钱，说这
是分给画家的材料费，要我
给爸爸买纸、笔和颜料等。
我到了文物店找到杨经理

说明来意，文物店又给我打
了八折。我高高兴兴地把买
到的宣纸、国画颜色、毛笔
抱了一大包交给父亲。但父
亲听说我买的用品打了折、
得了便宜，他很生气，逼我
把打折的钱退了回去，并
说：“记住，以后谁也不能以
我 的 名 义 去 占 公家的便
宜！”父亲用行动告诉了我
人生在世做人的道理。

父亲的山水画，早年在
临摹上下了很大工夫。日寇
侵略中国八年，他闭门谢客，
在家临了马远、夏圭、唐寅、
沈周等人的作品整整八年，
不仅保持了民族气节，而且
打下了扎实浓厚的笔墨功
底。解放后，父亲深入生活写
生创作，先后创作出了《泰山
红日》、《海岛女民兵》、《春
苗》、《国际歌声处处闻》、《丹
柿丰收》、《绿树红楼》等优秀
作品，特别是在青岛八大关
给青岛事务管理局画的巨幅
国画《山海奇观》（3米×9米）
得到了全国各地同行的高度
赞许。1986年，天津画家穆凌
飞去青岛，入住青岛王朝大
酒店，看到这幅气势恢宏的
巨作不禁大为赞赏，他对父
亲的学生王桐年（著名人物
画家王凤年的堂弟）说：“这
幅山水画是我在北方见到的
最好的一幅！”

爸爸对我的期望很大，
1978年我调到济南市博物
馆后，他要我画山水画，让
我临摹古画，做基本功的练
习，有时候带我到野外写
生，走遍了龙洞、四门塔等
济南的山山水水。我创作出
的作品，都要先通过他的

“验收”才算合格，否则他不
准我随便拿出去参加展览。
如今，每次参加画展去展出
自己的作品时，总觉得惶恐
不安，因为没有了父亲这个
艺术上的把关者，心里总是
空落落的。
（本文作者为知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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