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张锡良先生和他的书法， 我想谈
两点，其一是他甘于寒灯冷凳的苦修，其二
是他取经的不凡。

自 1983 年张锡良任湖南桃源县书法
协会主席至今，已近三十年了。 此期间，书
坛虽风起云涌，而锡良总保持着“桃源”风
韵。我与他初识于 1992 年。那年，他获怀素
杯书法奖。 自此后，他几乎年年参展，年年
获奖。 而他似乎总是枯坐冷凳，寂守寒灯。
他虽频频登上五光十色的颁奖台， 却未迷
醉于光怪陆离的幻境，他默默地捧杯而还，
默默地在陋室中临池。在热闹的书坛，像锡
良这样参与“热闹”而总不热闹的人，实在
不多。 他很少参加应酬性的笔会，因此“得
罪了一些领导、 朋友和同道”(锡良答盛和
钧访谈)。 一入“市场”，便难免无奈与难堪，
而锡良宁愿“得罪”人，也“不愿裹读以生命
相许的书法艺术”。 20 年来，我与锡良相见
不多， 他的真诚与谦蔼甚至让我觉得与其
人的身份不相谐调。然而，20 年前，他如此;
在名望颇高、年过六旬时，他还是如此，成
就锡良事业的因素当然很多， 而他内在的
秉性却是决定性的。

近 30 年来，书人书风的变化，无不为
外部情势牵制，在市场官场驱迫下，书法与
书斋、学向、德操日渐疏离，操纵市场、靠近
官场比起枯坐“冷凳”、孤守“寒灯”来，更容
易名利双收，在书品变为商品后，书家难免
也变成了推销员，于是，一切媒体与杜会团
体的表彰、推荐，都十分敏感地反映到价值
本身。此种诱感力是如此巨大，书人如果不
“商化”，便不能不“冷”“寒”以终。 再者，在
“官” 本位意识由行政予以保障后，“组织”
网络化了。 这不仅造成一登“官场”身价百
倍的怪现象，而且，公关“官场”也相应成了
当代人所不可或缺的谋名之术。

市场、官场所结构的“场”，其力广大无
边，处此情势下，能守住魂魄者，鲜矣。而张
锡良正是这其中之一。 然而， 他足足走了
30 年! 假如他顺应“场”势，那么，何须如此
长途跋涉呢？

在这种局势下，讨论张锡良，真是“别
有一番滋味”。他的字写得好，此毋须赘言，
而此公如何？

昔云“天道酬勤”，锡良的“勤”，不是奔
走“官场”、市场的劳碌，他的“勤”，很“古典”
———守“寒灯”、坐“冷凳”，他好像将斋宅当
成了禅堂，在其中苦修不怠，砚是木鱼，笔是
禅锤，“闭门即是深山”。他敲“木鱼”，竟达卅
载! 这样的定力，不全是后天学来的，天性如
此。 他不爱热闹，也不会热闹。 许多次，我在
热闹场合看到了张锡良， 所见的只是一个
木然笨拙的“山”里人。

那么，成就张锡良的原因何在呢？
当然，原因免不了圈内行话所说者，诸

如高人指点、碑帖临摹、砚穿笔冢等等。 凡
此，皆为成功者所同具的共性。而我所欲妄
测的，只是个性。

我完全不了解锡良的家族史，因之，对
于他的父母，乃至他父母的父母，传遗给他
怎样的基因，一无所知。然而，锡良这种“痴
木”的秉性，一定是受之于“天”的，遗传学
上的这类考索非我所能所以， 我之 “测”，
“妄”而己矣。

如果不是“天”授之“性”，很难如此本然
地守固不变。自 1992 年获怀素杯奖后，他展
展捧“杯”。然而，他腆然登台受杯，悄然返归
“禅堂”·他悄悄然参与热闹， 陶陶然孤守寒
灯。 他说“书法是我的生命”，那么，利、名当
然是“命”外的云烟了。 几十年来他所守护
的，也只是这“命”。正是天赋的秉性，使他安
然处“寒”处“冷”而不在意于寒、冷。 天性使
然。 试看天下书人，人各一面，人各一状，或
好风光，或好热闹，或好摆谱自炫，或喜作官
态，或巧于进退，或娴于攀附，凡此皆“性”
也。所以，“天道酬勤”处，似当补遗———天性
成人亦败人。

以上讲的，都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锡

良说观念不能代替严格的技术训练，同样，
性情也不能代替技术训练。

30 年来，风气屡变，最初是对古典的
摹临，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展览，实可名为
“临摹展”。至那个年代中期，“现代书法”异
军突起，碑学抬头。 至 90 年代初，又“回归
古典”，那 10 年，各种流派都登台，只有“现
代书法”骤行骤寂。 到本世纪，一种新风强
劲袭来，这便是“流行书”。 过去，“现代书
法”有颇可观的理论阐述，而“流行书”则只
干不说，尽管如此，此风却至为强劲。

30 年来，这“风”那“风”此起彼落，而
锡良总是处变不乱，他的理念只有 9 个字：
“守住底线，追求高境界。 ”前者为技术信
条，后者为理想目标。这“九字经”，既简浅，
又深难。舍“底线”(即笔法)，无从言书法，舍
境界，技术发挥难免于“造俗”。锡良之长不
是繁杂地去思辨、考证，而是将复杂的事理
归纳为训练指南。 因“高境界”实即晋人韵
致，所以基础训练始终指向古典，故 30 年

来，没有为时风左右。
锡良的“技术训练”，在择师取法上，很

有胆识。 取法赵之谦，可谓走险。 如姜寿田
先生所云， 张锡良 “洞悉了赵之谦书法之
妙，不在碑法，而重在帖法，因而他对笔法
大加垂注并肆力于此， 从而建立起笔法至
上的观念”(《张锡良书法创作论》)。

赵之谦诚然是有清一代的大家， 但在
书史上的地位， 不能与王羲之、 颜真卿等
衡。 不取法于上，而择师于“下”，反映出当
事者不凡的胆识。锡良不取赵之全部，而择
其精者师从之。 他在赵的碑法中辨识出隐
乎其中的帖意，并由此生发，确立了自己的
笔法论。赵之谦小字精妙，而大字有近俗之
讥，锡良学赵，专注于稿草，这使他免于“做
字”之弊，而得随意之趣。 锡良强化了赵之
谦碑学中的帖意，并由此直追晋人韵致。

这样的择取之法， 足以启示今之学书
者。 因为，一味摹临难免成为“书奴”，即使
是一代名家，也难“各体皆精”。赵之谦的大
字书作，难免于着意求佳之嫌，其间，颇多
“创作”气象，而稿草，本为日常笺札，在随
意中流露出的帖意，恰是碑学家所难达、帖
学家所不易得的妙处。而这正是赵之谦“藏
在深闺”的珍宝。

对笔法精研深究，使锡良娴于运管，凡
点迹线痕，都扎实灵动。 他的稿草，结体虽
收得紧，却皆具散朗之致。

在昔湖南名人中，曾文正公研索笔法握
管的高度、松紧及笔的摇动，体之难，因为幕
临经典，难免易其形。 他又说，40 岁以后，心
胸宽大，责己严而待人宽，皆因学书修性所
至。 他是历代名家中学书境界最高的人。 我
不知道，锡良否受到了乡贤的影响。

在书史上，湖南的鼎盛期，一在李唐时
代，一在清嘉道至民初时代，前者的代表人
物是欧阳询及释怀素，后者则为曾文正公。
但外籍入仕湖南的名家尤多， 其中最具影
响力的是钱南园。 当代， 毛泽东虽热爱书
法，却未多予推动。 1949 年以后，鉴于诸多
原因，书法趋于式微，此非仅湖南如此，全
国皆然。上世纪 80 年代后，书法复兴，湖南
书法随之繁荣，翰墨沉浮，同样也感应着世
情人生。

10 多年前，我到长沙，还有幸与虞逸
夫、颜家龙、练霄鹤诸先生聚首，多得雅示，
更蒙颜先生相陪游赏张家界。 今年再至长
沙，却未见故朋老友，而张锡良已成当下湖
南书坛的年长者了。 历史进程将张锡良自
然地推到了前沿，承前启后，有赖斯人。

从全国范围上说，在“求新”、“求变”的
时风下，“新”而不美、“变”而失美的情形十
分突出，在此风气下，锡良守“底线”、追“高
境界” 的创作实践与美学理念颇具现实意
义。 三十年来，张锡良守“线”以趋、攀登高
境，从不追风随雨。他的进修之道，于书界，
大有启示。

(作者系贵州大学教授，著名书法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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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良，1943 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协顾问，湖南
省政协委员，作品入展全国第五、六、七、届书法篆刻展览，其中第五
届获“全国奖”，入展全国第四、五、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其中第
四、五届获奖。 出版《张锡良书法集》、《张锡良册页书法》、《张锡良书
法精品选》。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收藏。 作品入编《中韩书法家
作品宝典》，并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 当选中国书协第四
届代表大会代表，被中国书协评为首届“德艺双馨”会员，担任中国书
法第二届“兰亭奖”评委，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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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剪影

看书法展，有时我是走马观花甚至
跑马观花的， 不是不珍惜学习机会，实
在是有的展览不经看。这次在新闻大厦
文萃美术馆看张锡良书法精品展，却不
由不下马观之 ，慢慢走 ，细细品 ，来回
看，甚至想学欧阳率更的“驻马观之”，
因为作品太有内涵。

展览室里有《中国书法》2008 年第
7 期张锡良卷的赠页。 看看赠页上锡良
的书法，再对照看眼前的作品，我感到
他又一次超越了自己。

如今书坛热闹。 有的书法名家给人
的印象却是越写越差， 是精力不济，还
是探索未到家？ 不大清楚。 锡良耐得寂
寞，“闭关”4 年，坚持“临帖是日课，创作
是余事”， 甚至出场费颇丰的笔会也推
了。 一千多个日夜的苦修，捧出的作品,
用一位刚在全国拿了大奖的青年书法
家的话来说是，“看得人出了一身汗”。

锡良一直强调用笔， 讲究笔法，崇
尚 “法比天大”，多年来身体力行。其用
笔，不但精到，而且丰富。如果说 4 年前
赠页上的书法未免还有粗放不如意处，
那么，这次精品展，确乎是致广大尽精
微 ，用笔之妙 ，美不胜收 ，如行山阴道
上，令人目不暇接。

值得一提的是赠页最后他抄的“曾
文正公勤学语录”：“功课无一定呆法，
但须专耳”， “如人欲至京城……步步
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
近”。此是不难明白之理，他为什么工工
整整抄了这么一大通？又把它用在赠页
上，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吗？

忽忆及 30 多年前当知青时， 队上
有一老农，我们叫他“华爹”。华爹白面红
颜，无子女，极爱干净，细声细语，从不疾
言厉色，却威望极高。 每年春插与双抢，
我们这一干知青，收工回来时无不浑身
挂泥，队上其他插田高手，也多少要沾
泥带水，独华爹却一泥不染，仿佛做客
归来，田却插得又快又好，插田竟插出
了美感，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现在想
来，也就是“但须专耳”的道理，子曰：“仁
远乎哉？ 吾欲仁，斯仁至矣。 ”

又想到如今社会浮躁之风蔓延，不
愿耕耘，过于“计算远近”，以为一天便
可建成罗马而难成大器者， 不就是轻
“专”所致吗？

锡良抄那段“劝学语录”，不管是偶
然录之还是刻意抄之，都耐人寻味。 说
是 “自勉”，其实亦可理解为大家共勉。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

■ 蔡 栋

“但须专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