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染泥污润绿池， 鸣琴引蝶觅
新知。陶然共醉莲花曲，却解幽怀作
古诗。”书画学人谢小珮的这首《题老
莲居士赏荷图》，清词丽句，抒写的不
仅仅是赏荷心得，而且是夏日读画的
一片心境。解幽怀、作古诗、觅新知，

应是小珮的生活常态。心喜小珮的赏
荷诗，更想看她的荷花画。

前后看过小珮的两次画展，第一
次是在上海，丙申年深秋的艺苑真赏
社，“晚来秋色”独立书画展，一枝一
叶，一山一水，水墨纷葩烂漫，笔笔苍
绿古雅。传统中国文化承载的物象，在
她笔下散发出别样的情趣。艺苑真赏
社座落在福州路上，是上海文化人熟
知的百年老字号，由秦观三十二世孙
秦文锦创立，秉承座右铭“经营不忘琴
书乐，贸易犹存翰墨香”，为文人墨客
所称誉。小珮的画展设在三楼。清新秀
雅，情系高古；苍劲松石，朦胧山村；崛
崎梅花，游戏金鱼；橙黄枇杷，露珠葡
萄，都曾吸引过我。真赏社是真有佳作
可赏。

第二次是在杭州，“碧玉倚青钱”

书画团扇展。 盛夏的西子湖畔正是
浓妆。自苏堤至曲院风荷处，游人穿
梭 ，景物秀润 。莲叶何田田 ，荷花生
艳复生香，使人沉醉于杭州的佳境。

栖霞岭上的 “栖霞艺墅 ”，座落在曲
径通幽之处， 可谓 “绿阴昼静南风
来，晴梢拂拂烟云”。展厅内，二十一
把米黄色竹制团扇典雅、庄重，工写

相宜，一派清气古意，以“夏荷”为主
题，写真西湖荷韵的情境。扇子的正
面是画，反面则题写了字。扇坠是一
些有着吉祥寓意的翡翠小挂件，由她
亲手穿制而成。 所钤之印除名章和
“小珮书画 ”印外 ，另有一枚 “莲 ”字
印 ，为书法篆刻家刘一闻所制，为扇
面增色。

荷花是小珮喜欢的绘画题材 ，

小小团扇上勾勒出的物景， 精湛美
妙，笔笔清奇。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她
的另一首诗《莲塘》：“一笑肥圆始觉
仙，蜻蜓乱入树栖蝉。嫣婷顾影池中
伞，动是鱼蛙静是莲。”在炎炎夏日，

欣赏红深绿艳的小团扇， 闲静中透
出典雅，极富古韵。

观小珮画展，可见她对江南传统
艺文尤有会心处。花卉拿手，山水在
行。除了家族的文化背景，也与后天
的修养有关。她能师承前贤，遗传父
母才情，却又不为规范所囿，走向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小珮诗文画》是她早年的纪录，

收有她多年的画作、诗作以及各类文
章，较全面地反映了她一段时期的诗
文画水平，从中可以领略和体验她那
蓬勃发展的生活。书中有不少画作是
以前的作品， 小珮坦言有些显得稚
嫩。然而如果没有以前大量作品的积
累，就没有今天她这样的成就。作为
一名传统中国画学人，小珮十二岁开
始进入绘事，勤书苦画，她意识到传

统画是笔墨艺术，而诗文则是时间艺
术。如果说诗是情，那画便是意，她说
“愿我的诗如画， 愿我的画如诗”。写
诗是她在画图之余，一时兴起，出自
偶然，作为书画的辅助，也是父亲鼓
励所至。 从 1985 年到 2005 年，她
写有五十多首七绝。细心读来，唇齿
间留有清意， 能读出思古之幽情。小
珮从新诗开始，却钟情于旧诗，也许
这与她对自己的期许是分不开的。写
文章则是她写画和写诗之外的另一
春 ，她在澳洲期间 ，曾受聘 《世界日
报》为其专栏撰写海上文艺界名类名
家。身在境外，她依然心系祖国，为海
外华人推广传统文化艺术奉献绵薄
之力。

谢小珮出生在书画世家， 父亲
谢稚柳先生是书画鉴定家和书画大
家，母亲陈佩秋先生也驰名艺界。谢
稚柳先生著有 《水墨画 》，小珮不仅
翻译了父亲的著作， 并且对水墨画
也学有心得。她曾写就《水墨画的特
殊欣赏 》一文 ，以范宽 、郭熙 、赵佶 、

王冕、 王蒙等古代名家的水墨画为
例， 讲述传统水墨画的特有形式该
如何欣赏：“理解所谓笔法和墨法与
各种不同的技法，理解所谓结构，理
解时代性的变化， 理解历来作者的
崇尚与他们客观体验的表达意图 ，

以及他们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或者
说 ，这就是欣赏的宗旨 。”对水墨画
的创作， 她也一直是朴于言而敏于

行， 通过她新雅的水墨风格传递传
统水墨画美的灵性， 同时也传达了
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观看了小珮的绘画， 欣赏了她的
书法，拜读了她的诗文，所见识到的仍
不过是精妙的一面。究其实，她外表纤
弱清瘦，内心却丰厚强韧。她曾说，即
便享受了父母这两块牌子的庇荫，也
还是需要警醒自觉的； 欲想在诗文画
中觅真我，更要保存心中的那片净土。

小珮有一段特殊的人生阅历， 十六岁
她下放安徽淮北， 而后毕业于阜阳师
范留校任教， 随之又调任合肥中学教
书 ， 继而回到沪上就职文汇报社 。

1988年， 她赴澳洲，2000年又转去
美国深造。二十多年的异域生活，既是
修道，也是修行。多年来，她在国内外
的艺术博物馆遨游， 从中所获得的始
终是坚守画理与实践的法则， 将自己
的书画创制推向纵深。 充分了解她的
经历， 可以从中体会她是如何释放进
取的压力，发挥才智、提高能力的。

万古书香闺秀情， 谢家一门风
雅 。闺阁好手中 ，当数谢月眉 、谢小
珮。谢月眉曾被江南名儒钱名山赞誉
为“女士得气之清如月曙沐，诗书之
泽、 写卉木之华、 六法之精一时无
两”。观小珮之画，也有淡雅清韵。

谢家小珮，在尘世中独存一份清
雅，专心致志地寄身艺道，兼以精心
巧思，她的绘事三昧，传承了书画艺
术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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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文 之 美
钱红莉

孩子拿回学校发的小古文课本，文风

简淡清新。每篇仅四五十字，将万物说透，

无繁文缛节，当止处，则止。一如夜里，所

有的星星亮起来，明月清风自来。这些古

雅的汉字，仿佛活过来的波光粼粼，犹如

暮春清晨橘红的阳光倒映于溪水，一路流

啊流，流了几千年，到得当下，一样无以形

容的好。

被这样的小古文浸润着，窗外的天，蓝

得清正，云也倜傥，眼前所见的一切，顿时

变得有气质起来。何谓有气质？即是脱离

了恶俗与庸常，变得艺术起来，比如一只

造型古拙的碗，若将其移至书架，关上玻

璃门坐在沙发上远远地以目光摩挲，则非

常艺术了。

艺术与庸常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一

道玻璃门，还有一双双审美的眼。

这些小古文，犹如古人法帖 ，言简意

赅，却意蕴无穷，值得反复琢磨。有事无事，

翻翻帖， 可将身上的恶浊之气清理出去一

些，整个人变得清虚起来。每个人脸上，印

刻着的并非岁月风雨的沧桑， 而是他读过

的书、行过的世。

抄一则《桂》：

庭中种桂，其叶常绿。秋时开花，或深
黄，或淡黄。每遇微风，浓香扑鼻，人咸爱
之。花落，取以和糖，贮于瓶中，虽历久而
香甚烈。

算上标点，短短五十九个字……玩味

良久。

怎么好法？说不出 。如同你问我庾信

《哀江南赋》好在哪里？我也一样答不上，

并非他的顿挫沉郁，而是他深刻痛苦的灵

魂———什么样的灵魂可以承载起如此深

厚的感情？仿佛郁郁不能言，而分明一切

又涵容其中了。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

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

无所有，于无所有中获救。

每读庾信，郁郁哀哀中，觉得自己获救

了。

人在好文字面前，是词穷的，犹如心意

相通的两人，无法言语。

得了空闲，我便捡起这本《小古文》读

几则。若是为孩子讲解，却也讲不出所以

然来。大约晓得说，你看这行文，多简洁浅

淡啊，一点不铺张……这也是基本的为文

之道，仿佛一个人历练过风雨琳琅，自来

处来，往去处去，省却无数山水。

多年前，于书摊上偶翻《本草纲目》，也

是被其间简淡的文风吸引———极平易的

说明性文字，三言两语，极度精准地将一

样样植物的特性和盘托出， 明白晓畅，一

看即懂，何况是工具性质的书呢，随笔散

文更应如此。

再抄一则《日月星》：

日则有日，夜则有月，夜又有星。三者
之中，日最明，月次之，星又次之。

一旦翻成白话，古汉语的韵味尽失：白

天有太阳 ，晚上有月亮 ，也有星星 。三个

中，太阳最亮，月亮第二亮，星星第三亮。

再看《雨》：

今日天阴，晓雾渐浓，细雨如丝。天晚
雨止，风吹云散，明月初出。

三十个字， 写尽整日天气， 自阴天雾

重，至小雨淅沥，及至入夜，雨止，云散，月

出。天时云雨的变幻，逶迤而来，直逼四言

古诗般简洁不芜，末了，还会令你发散性思

维，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李白的两句诗来：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临睡前，读几则 《精怪故事集 》。安吉

拉·卡特的文笔简洁生动，富于童趣。不同

国度不同民族的各种故事，纵然繁杂丰茂，

一经她笔，自会浮现出秋阳淡远的意味。

书读至一小半，忽然来了一则中国故

事———《三娘子 》。这故事原名 “板桥三娘

子”，收录于唐代《幻异志》《河东记》以及

宋时《太平广记》。

说是，唐朝的时候 ，开封府西边有家

“板桥客栈”， 店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

子，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她一无儿女，二

无亲戚，向来寡居。这个三娘子为人慷慨

大方，客栈也舒适宽敞 ，还养了一群上好

的驴子，她的客栈一直生意兴隆。

一天，一个叫赵季和的人留宿于板桥客

栈。当日，已有六七位客人先到客栈，赵季和

后到，只分到角落里的一张床，隔壁便是三

娘子卧房。午夜，他听见三娘子的房间里有

搬东西的声响，便透过墙缝望过去……

“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 取烛挑明之。

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以木牛、一木
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

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
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
荞麦籽 ，受于小人种之 。须臾生 ，花发麦
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
小磨子，碾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
取面作烧饼数枚。……”

这一小节，美好，浪漫，富于童真之美。

这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浑然天成，有着童

话的晶莹剔透之美。

接下来的事情 ，更有意思 ，有意者可

自寻观之。整本《精怪故事集》读下来，中

国的民间叙事尤为美妙， 意趣而深蕴。译

者郑冉然在后记里提及，自己在书里特意

提供了中国故事的古文版本，主要是想比

较一下中英文互译的“失真度”。所谓的原

版，早已消隐于广漠的时间中，真正留传

下来的唯有———汉语的文化基因。

如此浪漫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而下，

到了清时《聊斋志异》里，蒲松龄又将其发

扬光大。原来的妖仙鬼怪，不过是故事的一

个壳而已。

有一则《种梨》，纵然短短千余字，却分

外跌宕多姿———

一个小商贩在集市卖梨，一个衣着寒

酸的道士想吃，可又买不起，一直站在卖

梨的车前徘徊不去。一家店铺里的杂役于

心不忍，给了道士一枚铜元。

“道士拜谢。 谓众曰：‘出家人不解吝
惜。我有佳梨，请出供客。’或曰：‘既有之，

何不自食？’曰：‘我特需此核作种 。’于是
掬梨大啖，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镵，坎
地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汤沃
灌。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渖 ，道士接浸
坎处。万目攒视，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
树，枝叶扶苏；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

累累满树。道士乃即树头摘赐观者，顷刻
向尽。已，乃以镵伐树，丁丁良久，方断；带
叶荷肩头，从容徐步而去。”

《聊斋志异 》并非全被狐仙鬼怪的腥

障之事占满， 竟也有这等白日里融融市

井的温馨，且文笔好，语言简洁温静———

比如“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

树”。此类情节与板桥三娘子取出木偶犁

田如出一辙，一样的惹人怜爱。

童话的意趣大抵如此。

谢
家
小
珮
出
清
尘

鱼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