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智莉：用自己诠释书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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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十一期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在过去农村地区，由于思想观念的
落后，容易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总有一种消极的“宿命论”挂在嘴边，
像隐形的枷锁让人认命、服输。譬如：
“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如此这般，使一代代的乡下人，缺失了
梦想，削弱了斗志，自暴自弃。在我的
职业生涯中，曾见识过许多的“叛逆
者”，他们在世俗的圈囿里不甘臣服，
尽管有梦想的人常被视为“精神病”，
惹来毫不相干的讥讽、耻笑，甚至连自
己的生身爹娘也跟着劝阻、起急。静
海区农民出身的女子刘智莉就是一个
这样的典型。在人生低谷，她崇尚文
化、痴迷书法，有人指着她的后背说三
道四。她听到这些话，却不屑争辩，只
是笃定人生路，终于用艰难的付出和
可喜的收获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用自
己点点滴滴诠释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她于2005年加入天津市书法家协会，
2009年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2012年起，连续成为政协天津市第
十三届、第十四届委员。

她，是个敢于挑战命运的女人

1966年，刘智莉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农村家庭，自幼喜欢读书写字，高中毕
业的她始终不舍对文化的追求。由于
家里生活困难，她进了一家乡办的服装
厂，当上了一名缝纫工。那年她才17
岁，身高1.5米，体重不到40公斤。每
天都要和身体强壮的工友们一样连续
工作达14个小时。服装厂的工作简单
而繁重，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但她从不
向困难低头。一天，她因劳累过度终于
病倒了，高烧不退。冥冥之中，她做了
一个梦，梦见自己写得一笔漂亮的毛笔
字。她从梦中醒来又惊又喜，嘴里不停
地说：“写字，我要写字。”

从那时起，她痴迷般地爱上了书
法。每天无论下班多晚，都要坚持仿
着字帖练习至少一个小时。后来，有
人对她说，练毛笔字不是件简单的事，
那是一门艺术，里面的学问可大了。
为了探求写字的奥秘，她利用午休的
时间从工厂骑自行车跑出1.5公里路，
慕名到乡文化站拜师求教。文化站站
长是位热心肠，谦称自己不敢妄谈书
法，便为她推荐了一个能书善画的阎
老先生。她忘记了疲惫，怀着十分的
敬意来到2公里远的前寨村，拜见了这
位德高望重的阎老先生。第一次贸然
拜师，被老先生婉言谢绝。她没有灰
心，第二天又去了，这回没敢再提拜师
二字。在老先生面前她就是一个普通
的女孩子，20世纪80年代女孩子学书
法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像她
这样一个平凡的农家女。在阎老先生
面前，她讲述了自己的现状，谈及了自
己的理想。在她潸然落泪的时候，阎
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

刘智莉把自己在家临习的毛笔字
拿出来，交给老人。老人一边看，一边
点头。那天，老人理解了她的心情，便
答应了做她的老师。自从刘智莉拜师
学写字，在周围的人看来是一件及为荒
唐的事。打那以后，有人阴阳怪气地称
呼她“大知识分子”，有人把她视为“神
经病”，有人甚至当着她的面就说：“兔
子还能长出三只耳朵。”

冷嘲热讽，好言相劝，没能改变她
的初衷。写字，成了她唯一选择和永

远的追求。1986年，中国书画函授大
学天津分校成立，校址设在南开大
学。阎老先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并建议她报名，去那里继续深造，老师
对她抱有很大的希望。6月18日，她
特意和工友换了个夜班，早晨下班后
家也不回，便只身骑自行车径直朝着
相距40公里远的南开大学奔去，报名
费花了将近一年的工资。父母知道后
十分生气，旁人指责她是家庭的“叛
逆”，骂她是个不懂生活的“傻子”。对
此，她只是听之任之。

每两周一次去南大参加中国书法函
授大学的面授学习，对刘智莉来说既愉
快，又艰难。愉快的是，在那里她能汲取
无穷的知识营养。艰难的是，求学之路
实在是太苦太累。每到上课的日子，她
都凌晨4点起床，骑车独自在寂静的村
路上摸黑前行，往返路程80多公里，中
午还要赶回工厂，有时顾不上吃饭，就坐
在机器旁埋头干活。有时遇上天气不
好，路上受罪，回厂晚了点，还要挨批挨
罚。工作中，机器的针经常扎在手指里，
曾几次因过度疲劳昏倒在地。

虽心气过盛，却身体不支。1987年
8月，刘智莉不得不辞掉了乡服装厂的工
作，后来经人介绍，在县第一纺织厂纺织
车间当上了一名挡车工。新的岗位实行
的是8小时工作制，而且是四班三运转，
早中晚三班，每班上两天，上完三班可休
息两天。时间比以前富裕了很多。第一
个运转班下来，她就去了县图书馆，花
1.5元钱办了一个借书证，兴奋得心怦怦
直跳，就像拥有了一座金山。

学书法没有大费用，但却有小消
费。为了练字所需，就得节衣缩食。在
工厂，她每天只花8分钱买半份菜，每月
的菜钱只用3元钱，母亲每月给的20元
伙食费就可节省17元。平时练字用报
纸，大都是从废品店里趸，每月用2元钱
能买一大捆，一张纸翻来覆去能写好几

遍。正所谓：艰难，并快乐着。
参加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的日

子里，刘智莉历尽了艰辛。在求学的路
上，她尝到了跋涉之苦，也得到了师恩
之惠。通过这次学习，她对“书法”二字
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期间还荣幸地接触
到了于复千、宁书纶等许多著名的书法
家，受益匪浅。1987年，她被宁书伦收
为入室弟子。在老师的经心指导下，她
先后临习了欧阳询的《九成宫礼泉铭》
《化度寺》《皇甫君碑》，还相继临习了王
羲之的小楷《洛神赋十三行》以及赵孟
頫、钟绍京等小楷字帖，使她从字的间
架结构到书法的艺术内涵产生了新的
认识，并且能够融入到自己的笔墨之
中，形成了独特的表现风格，艺术水平
明显提高。从此，她的作品多次在市级
书画大赛中获奖。1988年，她加入天津
市静海农民书画研究会，1995年加入天
津农民书画研究会，1998年她的作品多
次在《中国书画报》发表。

她，乐于用自己所能服务社会

书法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刘智莉
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1993年，在家人的配合下，刘智莉
开始从事卖春联行当，每年从腊月二十
至廿九，她作为唯一的女性和众多的书
界同道，站在人潮如流的集市现场挥毫
书写春联，引得大家围观欣赏，人们看
着一个妇女写春联觉得新鲜。
“勤劳人家先致富，向阳花木易逢

春”“门迎晓日财源广，户纳春风庆有
余”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村，只要有刘
智莉写春联，就会有许多人围观、捧场。
大伙买着高兴满意，写春联的刘智莉越
写越开心。此事一经传开，很快得到了
媒体的关注，市、县两级电视台、《天津日
报》《今晚报》等纷纷进行宣传报道。
2003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

组得知后专程来到静海县城乡赶大集拍
摄刘智莉写春联、卖春联的现场。

时隔半个多月的元宵节，《半边天》
节目组来到刘智莉家，为她作了一期特
别专访。节目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强
烈反响，从此刘智莉成了一夜爆红的
“文化人”。相继，天津电视台《四季风》
节目也为她做了报道。天津人民广播
电台生活频道“相亲相爱一家人”“百姓
嗜好”节目约她做嘉宾与胡月共同主持
了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对她的从
艺历程进行专题报道，从此得到了社会
的认可和尊敬，由此她对追求更高的艺
术境界充满了信心。

社会的热切关注，对刘智莉来说是
鼓励，更是鞭策，无论时间多么紧张，她
都始终坚持对书法的研修、创作。她的
书法作品也相继在“隆顺榕”杯第二届
天津书坛新人作品展中获奖，在第三届
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全国工艺美术
家作品联展中获金奖，在“国金杯”天津
市第五届书法篆刻展中获奖，在“纪念
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诗联书画展”中
被评为精品。另有一些作品在全国多
家报刊发表，并被新加坡、美国、加拿大
等国际友人及国内书法爱好者收藏。

凤凰，是神话里的精灵，是美的化
身，它给人们带来的启迪就是经历生
死、浴火重生。农家女刘智莉靠写字，
实现了她的梦想。书法，改变了她的命
运，她愿意以自己的书法专长服务社
会，帮助身边的孩子们接受书法，靠传
统文化引领孩子们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从2000年起，刘智莉就开始在家
里开设书法班，义务教孩子们学习书
法，并相继应聘担任静海区实验中学、
静海区第十三小学、静海区第六小学的
兴趣小组书法艺术辅导班的专业辅导
教师。同时，还应邀到大邱庄镇庞庄子
学校等为农村的孩子们作报告，开展励
志教育，引导教育孩子们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至今，经她直接辅导的书
法班学生已达1.3万多人次。

为了感恩回报家乡静海对自己的
深情养育，刘智莉每年至少捐出三分之
一的作品用于公益事业。2018年2月，
她参加静海区工商界书画艺术协会组
织的“翰墨情深·爱心助困”书画拍卖活
动，所得善款全部捐献给当地困难家
庭。2019年9月，参加区统战部组织的
“同画新时代·携手奔小康”静海区对口
援助甘肃镇原县书画义卖活动，将拍卖
所得的1.5万元全部捐出，用大义大爱，
体现了静海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和时代
担当。

当走进静海区实验中学校园，在教
学楼前那尊孔子像下的金字，还有旁边
巨大的汉白玉雕塑的书卷上镌刻的工
笔正楷《劝学篇》，都是刘智莉书写的佳
作。该校校长王建龙介绍说：“ 2009年
以来，本校成立了课外兴趣小组，每周
三下午，刘智莉老师都来这里为孩子们
上书法课，从不间断，已经成为我校教
学的一大特色。”

她，以己为例用书法成风化人

“书法改变了我的命运。当一个个
光环落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始终记得自
己是个普通农民。”已是天津市政协委
员的刘智莉，前不久在参加政协天津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
“生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让我明白，心
中有梦想，脚下才有力量，才能创造无
愧于时代的人生。”

在大会分团交流时，刘智莉作为市
政协文化和文史委的委员，怀着无比激
动的心情和大家欢聚一堂，说发展，话
巨变，讲履职，谈奉献。她说：“自己生
在农村，长在农村，亲身感受到农村的
发展和变化，现在过上了好日子，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告诫自己和一代代的孩
子们，千万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
易。”她还说：“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深
知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
础，用职业的本能服务社会，教书育人，
是自己人生不变的追求，也是一名政协
委员的责任和担当。”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政协
成立70周年期间，刘智莉积极带头参
加市政协举办的“立足本岗有作为，政
协履职有贡献”政协委员风采、绘画、书
法、摄影展。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
员会的领导还专程到她的工作室进行
走访。她带着对这个时代深深的感恩，
努力创作高质量、高水平的书法作品。
经过深刻学习、认真感悟，她在浩繁的
经典论著中，选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论断摘抄共计1300多字，用小楷创作
成一幅长126厘米、宽46厘米的书法作
品，每个字只有1厘米大小，成为此次主
题大展活动推出的精品、亮点。

身为政协委员的刘智莉，靠对文化
的追求实现了人生命运的突破，在对于
一个农村的农民来说，她已经是脱胎换
骨了。身份的跨越，是不争的事实，但
对刘智莉而言，这不是她的初心和目
标。市两会闭幕后，刘智莉回到自己的
工作室，开始用心筹划着办一个个人书
法作品展，她要通过自己这个农家女的
书法作品，让更多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和农民从物质到文化的追求、
从追求温饱到享受精神的根本性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三农”
非常关注，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刘智
莉希望农民除了有钱之外，更应该有一
些对文化、对精神的追求。在这方面她
希望能起到带头人作用，试探性地摸索
着这条路往前走……

用刘智莉的话说，政协委员只是一
个社会身份，但很光荣，是自己写字写
出来的，这不只是才能所及，更是文化
的魅力所至。每周二、周三的下午，刘
智莉雷打不动地前往受邀的几所学校
给书法兴趣小组的学生们讲课。她说：
“我是学校的书法辅导老师，日常给这
些孩子们上上课觉得很有成就感。课
上孩子们听得都很认真，从他们那种淳
朴、求知的眼神中，让我看到了这些孩
子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所以我一
定要毫无保留地把汉字书写的知识传
授给他们，让中国汉字书写文化一代代
地传承下去。”

刘智莉是个职业的写字人，她的主
要经济来源就是靠写字创收。有一次，
来自北京的一位外国留学生慕名来到
静海，想花大价钱收藏刘智莉的一幅
字。她见到这位学生，得知他对中国书
法艺术的热爱和崇拜，便留赠送给他一
幅作品。刘智莉说：“文化没有国界，我
希望他把这幅作品带出国门，让外国人
看看这是我们中国农民写的，让他们知
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变化，我
觉得这个比金钱更有价值。”

记者 刘洪奇

诸葛亮的《诫子书》图为刘智莉（右）向“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敬献书法作品。即：张伯礼的词《菩萨蛮·战冠厄》

书法作品《浪淘沙·北戴河》《沁园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