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年前，他怀揣着5元一幅的临摹字画穿行

于深圳的街巷中等待买主；15年后，他执笔泼墨一

字值千金。他为众多名人制印，40年的孜孜不倦

迎来了今天的厚积薄发。是什么让一位书画少年

在艺术之路上满怀憧憬矢志不渝直抵今日，又有

哪些机缘巧合让他带着理想一步步迈进现实？记

者将带你走近彭军，走进他的书画人生。

地名趣谈

通城境内东南有著名的黄袍山，
黄袍山润田村的一条山谷中，有一座
古老的寺院叫普救寺，三面环山，竹林
环绕，幽静宜人。

普救寺始建于南北朝陈南时期，
天台宗智觊祖师云游此地，夜闻神鹿
叫，环顾此地，见风景独特，就地建
寺。明有永历皇帝到此寺朝祭，清乾
隆皇帝游黄袍山时，也到此寺祭拜，并
夜宿此庙中，在此庙中用僧餐。

黄袍山中盛产油茶，传说乾隆皇
帝品尝了寺中用山茶油炒制的爽口的

山菜，对山茶油的味道赞赏不已，称其
“本草天然，国色天香”，龙颜大悦，下
了一道圣旨，免除了黄袍山百姓的皇
粮国税。

锡山位于通城隽水镇南郊，距现
在的县城1.5 千米。由九宫山、瑞庆
峰、积翠岩等组成。旧名银山。据《读
史方舆纪要》云：“锡山在县南七里，旧
产银，曰银山，又产锡。唐初置锡山
镇。”传唐代道教真人罗思远曾在此跌
坐、炼丹，修建了九宫庙。

锡山主峰瑞庆峰，“山峰戴帽，必

有雨到”，又名雨淋尖，海拔471米。主
峰西侧有银泉禅寺，始建于唐开元年
间（713年）。寺旁有一古老石井，传乾
隆皇帝在通城游赏时，曾上锡山，并在
此井饮水，饮后赞口不绝，赐“圣泉”匾
牌，从此该井声名远扬。

此泉水全从石缝中渗出，甘冽清
甜，冬暖夏凉，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口感极佳。取此水放在家中十余天，
没有异味，自古被誉为神水。民国初
年通城县长朱升沛在任期内，每天花
一元大洋请一农人给他挑送此水。每

次水挑到家后，朱的夫人都要用放大
镜照一次，未发现任何杂物才放心饮
用。

有人曾取此水到县自来水公司化
验，该泉一切指标都优于自来水。现
在每天来山取水的人络绎于途。有人
撰联赞曰：“饮水思源，毋忘圣水神水；
寻声自问，何辨水声磐声。”

黄袍圣寺和锡山圣泉
○ 黎时忠 黎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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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风物

在嘉鱼县城西南高铁岭镇与官桥
镇交界处有一座山，名叫大崖山。东峤
有个山洞，或传为古人徙居之所，今衍
为“仙人洞”。

明成化六年（1470），有一个叫李
阜的人在大崖山仙人洞里设馆讲学，从
教数十年，人称“石室先生”，明工部尚
书吴廷举有诗曰：

石室诗洞入递来，灯花昨夜为君开。
山林不售屠龙枝，唐庙真堪倚马才。
天地多年开混沌，凤凰何处结胚胎。
雄飞已出青宵外，肯落黄金百尺台。
今天，洞的门楣上仍可看见苍劲的

“石室”两字雕刻其上，它似乎是告诉人
们：这里曾经是先人清修苦节，求学悟
道的读书之所。

据介绍，元至顺年间（1330—1332），
大崖山始建“雾云庵”。明洪武元年
（1368），改建为大崖寺观。李阜的两个儿
子曾随父亲在此课读，度过了幼小的童年。

李阜长子李承芳，字茂卿，号东峤
居士，生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次
子李承箕，字世卿，号西峤居士，又号大
崖居士，世称李大崖，生于明景泰三年
（1452）。兄弟俩自幼课读四书五经，
终生求学悟道，于成化二十二年
（1486）同时中举。

李承芳举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公
元1492年升大理寺少卿。李承箕中举
后则无意进仕，归辞后，在大崖山真静
所读书讲学。遂建一瞰水亭，名曰“洗
耳”，意为“固己超然有混蜀之意。”

弘治十三年（1500）李承芳偕李氏
族人，在湖西义学旧址重建堂宇，以图
复兴李氏义学堂（即湖西义学）。

湖西义学始建于宋庆历元年
（1041），由嘉鱼李氏四世祖宗仪，宗儒
创办，当时义学制田千亩，是为教养李
氏子弟，后同邑及蒲圻、咸宁、临湘来求
学者数百人，多会如此。明户部尚书文
渊阁大学士王鳌为湖西义学撰文曰：

“湖西义学，宋庆历年间，嘉鱼李公宗儒
建。公之十四世孙大理评事承芳为预
言，自宋祖元，县中子弟及蒲圻、咸宁、
临湘来会学者率数百人，咸李氏禀之。”

宋靖康之变后，湖西义学停办，后
因元末明初兵火战乱而废。弘治庚申
年（1500），李承芳依托祖庙奉正德皇

帝敕命，修建祠堂（今朱砂祠堂湾），李
承箕参与助建。该祠堂名为世祀堂，内
设“义学堂、世祀堂、享祭堂”，义学堂常
设私塾教馆，

该祠堂建筑古朴高雅，规模宏大，
正门石质门楹联为“郁林天祚唐王裔，
庆历风高范相家”。门眉“世祀堂”上方
镌有明正德皇帝御赐金字匾“恩荣报
本”。是“嘉半朝”历史文化的标志，历
代李氏族人秉承“修四德，敦五伦，励百
行，昌荣禄，祀功名”的祠堂文化，传承
儒学道德，也深刻影响了嘉鱼地域传统
文化的积淀。

从山洞走出的文化之家
李建雄

本报讯 通讯员徐大发报
道：5月10日，通山青年作者黄
晓娟散文集《散漫的歌吟》首发
式暨作品研讨会召开，该县宣传
部、文联、作协的相关工作人员
及部分作协会员参与了研讨。

据悉，散文集《散漫的歌
吟》于今年四月份正式出版发
行，全书分为“人生况味”、“守
望家园”、“屐痕处处”和“心语
低诉”四辑，共计24万多字，由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研讨会
一致认为，作者的散文朴实无
华，干净温馨，意蕴深厚。叙事
抒情独特，以叙中悟理见长。
文字诚实、亲切、温暖、舒适，文
风圆润淳厚，在通山女性作者
中独树一帜。

黄晓娟现为通羊四小教师，
她在从教之余笔耕不辍，爱好旅
游和写作，作品散见于报刊及网
络平台，目前该书正在热卖中。

通山县文艺界

举行文学作品研讨会

本报讯 通讯员孙剑报
道：5月12日，由咸宁市作家协
会、新华书店主办，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市朗诵艺术家协会协
办的本地作者作品欣赏会第6
期在市新华书店如期举行，本
期欣赏的是嘉鱼县农民诗人龙
金发的诗集《孤独的石头》。市
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李专
主持欣赏会。

龙金发是官桥镇廖家桥村
四组的村民，30多年来笔耕不
辍，在各级报刊发表300多首诗

作。2017年，在嘉鱼县作家协
会的大力支持下，龙金发出版
了诗集《孤独的石头》，受到广
泛关注。

欣赏会上，专家们对《孤独
的石头》部分诗作分别作了声
情并茂的精彩演绎，对其作品发
表了精彩见解和剖析。与会人
员一致认为：《孤独的石头》是以
石头为主题，从爱情、哲理、自
然等5个方面层层深入，抽丝剥
茧，使读者感受到了作者的思
想情感和文学理想。

我市文艺界

举行文学作品欣赏会

亦文亦商 且书且刻
——彭军的书画篆刻艺术人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盛勇 见习记者 丁婉莹

70年出生的彭军与书画结缘已有
40多年，良好家风的传承让彭军从小
便浸染在水墨书香之中。“我的曾祖父
是位晚清的老贡生，开私塾的老先生，
父亲从事文化工作几十年，对我的要
求极其严格，我从小练习柳楷，自此书
画便一路相伴。”彭军说。

年近知天命之年的他，是终生学
习的最好践行者。虽在书法上已颇有

造诣，直至现在，他仍拜在咸宁书法家
协会主席郑世进的门下学习行草书法
的创作。

“我学习书画的门类很多，出于喜
爱、欣赏或是羡慕，这些都是我学习的
初衷。白天为了事业奔走应酬，只有
晚上才能挤出时间研究书画、临摹学
习。”彭军说。

国画、汉印、油画，他游弋于书画

艺术的精妙之处，信手拈来，没有40
年绘画生涯的磕磕绊绊、跌跌荡荡就
没有他今天的艺术生气。

彭军幼时随中国著名画家刘三多
学习素描、油画，14岁始学篆刻，习汉
印，师从湖北篆刻名家张克彬老师，现
被中国当代著名书画篆刻家曹立庵弟
子尹志刚收为学生，学习篆刻创作。

“每当我略有失意之时，总有贵人相

助。”彭军说到的贵人指的就是他的老
师们。

“他拜师多，多拜名师，童子功、厚路
子正，没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学习沉淀，是
永不可厚积薄发的。”郑世进如此评价。

2014年，彭军被吸纳为中国军事
博物馆红色书画家协会理事会员，他
的人生就像从习书法到习篆刻的过
渡，变得更加立体丰盈了。

师从众多名师

桂花镇的乡土牵系着远在他乡的
游子，7岁时，彭军便随父亲离开出生
地广州，回到了老家咸宁，彼时的他怎
能知道，自己和这片乡土将有着怎样
的牵挂和缘分？

彭军也曾南下深圳寻商机谋出路，
2007年又二度返乡回咸，只因父亲病
中、故土难离，此时的他开始萌生在咸
从事书画事业的想法。8年之后，这个
想法终于在他的努力之下变成了现实。

“宝艺轩”便是他在咸宁创办的工作
室，古色古香，40平米的小空间里，尽藏
名人雅士的书画作品。在这间并不太显
眼的“雅室”里，经常可见数位文人饮茶作
画，交流技艺，俨然是一个艺术交流中心。

在这间不大的工作室里，藏有一
份彭军心爱的“宝贝”，一份印有名人
印章的文册，文册中工工整整地印有
数枚他的手工刻印。隶书、篆书、甲骨
文，每一枚章印都各具特色，大小不一

却又端正精妙。
翻看他的作品，更像是在回顾他人

生的履历，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和人。他回看着自己的“人生”，有些激
动，说：“刻印得懂人心，得知人喜好，知
人性情，每一方印都代表着某一个人，
见印如见人。”彭军介绍说，他乐于制
印，为了制好一方印，他每次着手篆
刻前都会对对方进行详细的了解。

幼年的汉印学习和多年的美术基

础，为彭军的篆刻创作积蓄了深厚的
功力，自2011年拜“江城第一刀”尹志
刚为师，专习篆刻创作不过7年时间，
他已为千人制印，其中不乏国内重要
领导，知名人士。

一次机缘巧合，彭军结识了著名
书法家卢中南老师，并被收为唯一的
关门弟子，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能
得到卢老师的亲面指导，他的书法篆
刻之路也因此变得更加平坦宽阔。

广结天下善缘

作为一名书画篆刻艺人，彭军手
中有笔，心中有画，对于书画艺术他渴
望超越和突破，有“自成一家，独领风
骚”的雄心壮志。他同时还有另一个
身份，书画商人。

常年往返南北，他的艺术眼界与
常年俯首只认笔墨的文人大有不同，
他的艺术思维不容许书画事业有丝毫
停滞，咸宁这块人文底蕴深厚的土地，
便成为了他意欲开拓的市场。

在郑世进的眼中，他是一个有“境
界”的人。对于书画，他颇有研究和造
诣，并有一颗时刻求突破的进取之心；
对于艺术，他尊师重艺，将咸宁本土艺
术家们的书画作品引向沿海市场，为
能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咸宁的书画艺术
铺路架桥；对于事业，他有经商之人的
头脑和眼光，希望能以商业的运作撬
动咸宁的书画创作，以此形成产业。

当彭军被问及到他是如何看待自

己的双重身份时，他的态度直接、情意
真切，“商人的身份并不影响我对书画
始终如一的喜爱和尊崇，试想一个不
懂书画的人，如何能欣赏书画之美，如
何能将好的艺术作品引荐给更多懂它
的人。”

近观咸宁的书画市场，他有着极为
广阔的愿景。他想做一个牵线人，牵起
咸宁书画艺术与外界书画艺术的联系，
为此他乐此不疲地组织接待到咸宁考

察交流的艺术家们，参与其中、自得其
乐。他还想做一个摆渡人，将众多优
秀的本土艺术作品渡到更远的地方，
让其艺术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他说：“把对书画的兴趣当成事业
来做，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

摆渡香城文化

➡
特别特别 话题话题

本报讯 通讯员吴孝清报
道：5月12日，赤壁市官塘驿镇西
湾村人头攒动，鼓掌声、喝彩声不
断。原来是“迈进新时代，美丽乡
村行文化采风活动”在该村上演。

此次文化采风活动由该镇
政府主办，西湾村委会、市老年
学学会官圹分会承办，市老年
学学会、市诗词楹联协会、市书
画研究会组织参与。

活动演出形式丰富、节目
内容新颖，不仅有舞蹈《今天是
个好曰子》、《村级妇女表演大

型广埸舞》，还有诗歌朗诵《官
塘驿镇西湾村礼赞》，以及现场
作诗作画等，这些接地气的节
目深得群众喜爱。

据悉，此次活动以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宣传党
的好政策，不仅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增强群众热爱本土文化
的热情，同时提高农民整体素
质、培养农村文明新风，将各种
优质文化资源延伸到农村基
层，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充分
地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赤壁市官塘驿镇

开展文化采风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
陈立波报道：“热爱读书、用文
化来丰富内涵，是每个青年应
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今
后，我会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
生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让书
香文化永续流传……”9日，通
山县九宫山镇团员青年们汇聚
一堂，品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

岁月》，交流学习体会。
该镇团委以“不忘初心跟

党走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为主
题，引导广大青年学习青年习
近平身上的爱读书爱学习的可
贵品质，以文化的力量教化人，
以榜样的力量鼓舞人，凝聚了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的共识，
受到该镇广大青年的欢迎。

通山县九宫山镇

开展读书交流会

11日，崇阳县青山镇红色主题公园展出《扶贫济困你我同行》宣传
栏，将精准扶贫户的家庭信息展示出来，让游客们通过电商送出温
暖。近年来，该镇围绕“建设幕府山区经济强镇，打造美丽富饶青山”
战略目标，大力推进红色文化、金色文化、绿色文化建设，加强文化的
引领作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马彪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李蒲松、
镇咸书报道：5月13日，由中国
书法家协会展览中心提名并主
办的“龙腾盛世·弘扬经典”
2018全国书法名家作品（安徽、
吉林、湖北）展在北京重阵美术
馆开展，我市书法家覃修毅近
期创作的4件书法力作精品参
加展出。

据悉，此展为全国系列的
第三场，共展出3省25位名家
新作100件，湖北有8人入选，
参展书法家都曾入选全国书法

名家系统工程。
覃修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

资深会员，湖北省青年书协副
主席，省书法院研究员，省书协
理事、行书专业委员、第四届评
审委员，供职于咸宁市国税
局。其书法作品5次入选中国
书法最高奖“兰亭奖”创作艺术
奖和“全国展”，10余次入选全
国性书法展览。2012年覃修毅
被中国书协评为书法进万家全
国先进个人，2014年入选湖北
省十大青年书法家之一。

咸宁籍书法家

参加全国书法名家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