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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联话·万宁

“大”春联的魅力

编者按
泱泱大中华，天南地北
的年俗大相径庭自是不在
话下，而小小的海南岛，仅
是对春联的要求，都因地域
不同而风俗各异，不同市县
不同人群对写春联和贴春
联，就有不同的习惯、不同
的习俗。
譬如“中国书法之乡”
万宁，人们就喜欢字体大和
条幅长的春联。都说羊大
为美，万宁人却认为字大为
美。

“大”春联亦重意境
万宁人的春联，
讲究颇多。
“内容年年要有新意，要应时
令，应新景。”魏家喜说，万宁市书
法家协会每年都会印刷一本专门
的春联辑，
“这本春联辑里既会收
纳通用、常见的春联，也会收纳万
宁书法家们根据时令、生肖自主
创作的一些应景春联。
”
这些应景春联中，最有趣的
当属生肖春联。
“生肖春联就是联内含有生肖
字样。如‘金鸡歌盛世，喜鹊迎新
春’
，
这一副鸡年的春联，
就比较受
群众喜欢。
”
魏家喜说，
比较受万宁
人喜欢的生肖春联包括龙、鸡等，
而虎、狗、猪等生肖字眼则不大
“受
人待见”，
“ 或许与‘鸡’的发音同
‘吉’
相通有关，
其他字眼则因为字
面意思不好看而不被喜爱。
”
在万宁，
春联的写法也有不少
讲究。
“万宁春联一般写作 7 字联，
也有 5 字联或 11 字联，基本上都
是单数联。”魏家喜称，当地有个
说法，
“ 写对联对照字序‘生老病
死苦’的轮回，
‘生’和‘老’属于激

励字眼，尾字要落在‘生’或‘老’上，所
以一般以 7 字联为主。
”
有一定书法水平的人则会自购纸
笔，自己撰写春联。

“大”春联与“大”书法

万宁书协送春联下乡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吴鹏 摄

古代君子习六艺，
万宁人独爱书法。
春联既是民俗，亦是文学形式。今
年春节对万宁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
们来说是一个忙碌的春节。万宁市书
法家协会连续 21 天举行送春联下乡的
活动，
打破了协会送春联的历史记录。
2018 年 11 月，万宁北大镇 140 多
名贫困户同时搬入新居，万宁市书法家
协会的书法家们为他们同时写了迁居
春联。魏家喜说，
“ 这么多群众喜欢书
法家为他们写的春联，也说明书法在万
宁的群众基础很深厚。
”
万宁市书法家协会现有 210 多名
会员，其中有多位国家级书法大师。
“我
们目前在万宁市文化馆和青路书屋开
办免费的书法培训班，为书法爱好者提
供系统而全面的书法教学。
”
魏家喜说。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作为中国书法
之乡，在书法的推广上尤为重视。通过
开办书法兴趣班，吸纳青少年习练书
法，再通过中学招收书法特长生的方
式，鼓励更多孩子将书法作为一项特长
进行培养，
不断扩充书法人口。
在魏家喜看来，学过书法的孩子，
和没有接受书法教育的孩子，精神面貌
有着明显不同。他说：
“ 习练书法既能
陶冶孩子的情操，也能帮他增长知识。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着力推动书法进校
园，在条件好的中小学建立书法教育基
地，争取每所中小学都能建立一个书法
联系点。”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魏家
喜手书并制作的一副木刻对联。

春联，似乎都是写在红纸
上的。
但在万宁，使用上好木材
刻印春联，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习俗。
“著书铭志、刻石留字是古
万州士子名流的文化遗风，一
些文人名士也会互赠木刻楹
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万
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魏家喜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万宁，春联
有时也会被精心刻制，长久保
存下来。
由于文化氛围浓厚，万宁
当地流行自撰对联作为春联，
其中有不少名家所作的名联。
一些人家会将作好的名联当作
家训，选取上好的木料精心刻
制，制作完成后悬挂于门庭或
中堂，
警示、
教育子孙后代。
“现在仍然有这种传统，不
过 范 围 要 小 得 多 了 。”魏 家 喜
说，现代常选取菠萝格作为制
作木刻对联的材料，
“这种木材
不易变形，也不易裂口，能够保
存很久。”
有了好木料，再请手上功
夫扎实的匠人将春联的内容誊
刻上去，一副能够保存很久的
木刻春联就制作完成了。
“成本
很高，一副 40 公分宽、3 米长、5
公分厚的菠萝格对联，制作费
用需要上万元。现在也只有家
境殷实的人才会去做。”魏家喜
说。
而且由于时代变化，人们
开始走进城市，住进小区，这样
的环境也不太适合使用木刻春
联。
“不过时代的变化对书法
进 步 也 有 帮 助 。”魏 家 喜 笑 着
说，以往写春联时，由于很多字
体不熟悉而没办法书写，
“现在
有手机 APP，可以查找各种字
体。再遇到不会写的字体，打
开手机 APP 一查就会，这也为
我们制作木刻春联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

文 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

文 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

“我今年就写过一副近 4 米长
的对联，
非常壮观。
”
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万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魏
家喜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在为北坡村一位书法爱好者
书写春联时，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创
作了一副 3.9 米长的春联，
“从二楼
一铺而下，
非常壮观。
”
春联讲究“大”，是万宁当地
的一大特色。
魏家喜介绍，万宁人对春联
的要求很高，尤其是要求春联的
篇幅要大，
“ 有很多要写 3 米多长
的，平均下来也有 2.3 米长以上。”
写“大”春联，就对书法家的
大字功底要求很高了。
“简单来说，写大字和写小字
最大的区别在于气势。”魏家喜
说，写大字对于书法家运笔的要
求更高，讲究整体性，更注重势的
一面，
“ 一幅好的大字，气势必然
是能打动人的。”
万宁人这种酷爱“大”春联的
习俗，其来有自，与当地的书法传
统息息相关。
明清时期，万宁地区文人墨
客众多，家家户户张贴手写的春
联，其中还有很多人张贴自撰的
春联，文化氛围极其浓厚。
“东山八景显灵气，摩崖石刻
留青史。”在万宁现存的古人书法

中，东山岭上的摩崖石刻群最为
人津津乐道。自唐代以后，历代
朝廷官宦臣吏、文人骚客登临东
山岭或寻幽揽胜，或吟诗作赋，或
泼墨挥毫，托物言志，在东山岭上
留下底蕴深邃的书法作品，形成
如今保存完好的摩崖石刻群。
“东山岭的摩崖石刻群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万宁人。”魏家喜
说，东山岭上的摩崖石刻内容深
邃，气势雄浑，积淀了万宁书法的
雄厚底蕴，
“几乎每一位书法爱好
者都会去山上观摩学习石刻上的
书法技艺。
”
一代代的积累，最终形成了
万宁独特的书法文化，培育出一
代又一代知名书法家，也催生了
“大”
春联的独特民俗。

古刻春联今犹在

字大幅长是为美

说起春节的习俗，贴春联或
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了。在
新春佳节，家家户户贴红纸，挂春
联，将对新年的美好期望寄托在
门前的一对红春联上。
万宁是“中国书法之乡”，书
法在当地的群众基础非常深厚，
并且有多位国家级书法大师。而
春联作为书法的典型作品，万宁
人对春联以“大”为美，讲究字大
幅长，对春联的内容要求也很高，
不仅要求对仗工整，还要结合时
令，内容不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