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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刚说：“书势自定时代。 ”春天，
遂想起清代碑学，想起何绍基。

既保留帖的风神， 又有碑的气息，
成功融会碑、帖而显示独特书法面貌的
开创性书家———

融会碑与帖 继往更开来
韩玉涛曾在《书意》一文中说过一

句很有见地的话：“在张芝以后，我们的
书法史上，有三种美的形态：一曰晋，二
曰唐，三曰碑学，那价值是不同的。 ”这
三种美的形态， 魏晋时表现风神潇洒、
姿致飘逸的美， 唐代表现出端严丰厚、
雄秀茂密的美，清代碑学表现出奇拙雄
浑、苍古质朴的美。相对于帖学的“书卷
气”，碑学表现的就是“金石气”！帖学与
碑学的美学特征大体也可以用飘逸与
厚重来概括。 写在纸帛上的墨迹，依靠
毛笔的挥洒，记录下来书写过程中的每
一颤一挚的动作变化， 灵动， 飘逸，流
美。而碑以石质为主，硬而易斑驳，年久
了风雨一侵蚀就有了石花，成了历史沧
桑的记录，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们在
领略其端庄、厚重、雄浑的同时，又不由
感叹“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雪泥鸿爪”，于是在纸上有意识地去保
留它、传递它、重视它，形成一种奇拙雄
浑、苍古质朴的新的审美类型曰“金石
气”。

湖南人何绍基以其深厚的理学学
养，独特的眼光，对中和之美的崇尚，有
意识的避开了北碑中过于霸悍的作品，
把碑和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其书法既
保留了帖的风神，又有碑的气息，从而
成为有清以来能成功融会碑和帖而显
示独特书法面貌的开创性书家。

何绍基书法的碑派美学特质大体
可以浑厚、遒劲、苍茫、高古八字来领
会。

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
义则赴，是谓不俗———

书格崇骨格 不俗藏回腕

何绍基书法浑厚的来源，一是他对
颜真卿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的追求，大气
磅礴，心胸豪放，二是独特的悬臂回腕，
中锋行笔，书贵篆隶的坚定信念。

何绍基崇碑抑帖、重骨轻姿，里人
有问：“字学极于右军，奚为弃晋法而重
唐帖？ ”何绍基回答说：“鲁公为人，刚劲
不阿，观其书，如睹其人，吾爱其书格之
高，实仪其立身之峻。右军人品非不高，
然不善学之，必遗其神而得其粗，是为
妍皮裹痴骨，赵董诸人皆是。 观一时人
士书法，足见其风尚之柔靡，岂得谓六
艺之末，不关挽回风会耶？ ”

又问：用力之要何在乎?答曰：“不
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
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
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
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
俗。

又答说：古人论书势者曰“雄强”，
曰“质厚”，曰“使转纵横”，皆丈夫事也，
今士大夫皆习簪花格， 惟恐不媚不泽，
涂脂傅粉，真气茶然，江浙儒雅之邦，此
风尤甚。 何绍基对赵之谦为代表的那种
略薄如片片、光滑秀媚的魏体书很不以
为是。赵之谦天才横溢，可惜英年早逝，
但他的线条和何绍基一比确显单薄，在
心气上也不像何绍基有一种睥睨天下、
雄视一切的大丈夫气。

何绍基独特的回腕高悬执笔法行
笔慢，多用藏锋，笔锋裹在线条中间，且
行且止，亦涩亦留，艰难挺近，积点成
线，形成一种沉缓生涩之感，显示一种
深厚与坚强的主体性格， 极合王羲之
《题笔阵图》。 所以何绍基书法在线条
上，好似每一根线都经过铁匠火与水的
淬砺， 伸屈随意经得起敲打， 立体，迟
涩，凝练，浑然，刚强，磅礴，无厚之厚！
他的用墨饱满、充足，往往起笔处墨多，
时时运用涨墨，一块一块自然晕化成一
组一组墨团，有块面感，加上线条本身

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疏朗与宽绰浑
然一体，虚实相生，一峰则太华千寻，一
勺则江湖万里，在结字与章法上更显浑
厚，这种整体的浑厚感正是碑学相对帖
学在章法审美意义上的创新与贡献。

何绍基60岁以后更沉迷于篆隶，遍
临汉碑，曾临习张迁碑、礼器碑多达百
余通。杨守敬评价说：“论者谓子贞书纯
以天分为事，不知其勤笔若此。 ”他的用
笔空灵，看似不经意，实为一丝不苟，最
终将各种周秦籀篆汉碑融为一炉，成就
无厚之厚，大气磅礴，非常人能望其项
背。

从笔意看是心气高迈，从笔姿看是
沉着悠远，从笔迹看是厚重流逸。 故成
其遒劲———

遒劲显心气 高迈兼流逸

名家书法莫不尚劲、有劲。 劲有多
种，何绍基书法突出在遒劲！ 帖学的美
可以刚劲、清劲，唯有碑学的美方可遒
劲。

遒，一般解释为雄健有力，遒劲却
远非劲健那么简单。试看一些用到遒字
的句子：

《宣和画谱》：“遒劲如寒松霜竹。 ”
鲍照《上浔阳还都道中》：“鳞鳞夕云起，
猎猎晚风遒。 ”刘孝林《广绝交论》：“遒
文丽藻，方驾曹王俊迈，联横许郭。 ”曹
丕《与吴质书》：“公干有逸气， 但未遒
耳。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曹氏父子
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文
壮节，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 ”可见遒的含义十分丰富，不过
总是带给人一种悦目动心、情移神往之
力，一种爽爽风发的意气！

遒跟气有关。 练技艺功夫讲“气”，
气宜聚而不可散， 气聚方运行流畅、有
力。 笔道所谓败笔，笔败必是气败的表
现。 所以一定要全神贯注， 也就是要

“遒”。 走神即气散，无神采，即不遒。 所
以周汝昌先生说：“遒，是控制、驾驭气
而达到恰好的‘火候’的一种境界。 ”

“遒”不僵硬，也不狂乱、冲动，不松
不垮，不塌不倒，不败不懈，不甜不软，
不搔首弄姿。 何绍基的捺画最的遒劲
意。 何绍基的遒来自颜真卿的忠厚、欧
阳通道因碑的险劲、 张黑女的遒厚精
古。

何绍基作书， 从笔意看是心气高
迈，从笔姿看是沉着悠远，从笔迹看是
厚重流逸。 故成其遒劲。

苍茫之美与高古之美———
苍茫多意趣 高古味无极

钟鼎、石鼓、汉魏碑刻铭文书迹经
过制作工艺的作用和悠久历史的风化

剥蚀过程，书法的面目增添了许多原本
不具备的美感，即所谓古意、金石气等，
清代的碑学家就是从这里发现了与帖
系书法迥然不同的新的书美，并改变笔
法，直接以柔软的长锋羊毫极力仿效其
斑驳苍茫意趣，创造性地发展了书法艺
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

上溯周、秦、两汉篆籀，下至六朝南
北碑版， 何绍基搜集金石文字不遗余
力，游名山大川，寻残碑断碣，于古文字
学及金石学既十分精通，又心摹手追其
书法，取法十分深广。 石刻字口年复一
年的波动雨溜而磨耗，锋芒不见而愈感
浑厚、模糊，耐人寻味，这与历经千年腐
蚀风化的铜器铭文、长年日晒雨淋而剥
蚀的种种石刻，以及瓦当、封泥之类的
模糊、含蓄、苍茫趣味异曲同工，将这类
自然风化之迹作为书法艺术自觉追求
的一种美， 是碑学书家们的创造性贡
献，也是何绍基书法之美的又一个重要
特征。 苍茫之美在何绍基书法中，无论
真、行、篆、隶都表现的极为强烈、自然、
生动，淋漓尽致。

苍茫之美更多是在视觉上美感，高
古之美则完全是境界之美。

历史造成的时间距离及其残缺斑
驳固然常常是高古之美的一种重要表
现形式。毕竟，那种杳然深远、味之无极
的境界， 我想一个人如果长期沉浸期

间，一定会有一种大大的乃至可怕的寂
寞！ 非有大智大勇不可。

何绍基的高古境界来自于他对古
文字学及金石学的精通， 来自学问、修
养， 也一定有某种湖南人独持己见、一
意孤行的性情，独蹈蚕丛鱼凫之境的勇
力。

何绍基晚年研习周秦籀篆，广泛临
习。 其篆书不类邓石如、赵之谦等清人
之篆的光滑秀媚， 其用笔如老猿抱树，
回腕高悬，通身力到，颤笔涩行，于笔画
牵引中有微妙的起伏变化， 笔意苍老，
纯以神行，悬锋飘落，精气内涵，墨气浓
淡一任自然，如藤蔓蝌蚪，若天女散花，
坚劲处得镂金刻石之神，觉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 苍茫处极锥沙蚀木之妙，
叹雪泥鸿爪，虚廓杳渺。 苍茫与高古合
一，逐为后世开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的鸿蒙新境！

就是那种莽莽苍苍、 迷离斑驳、淳
朴混沌的鸿蒙之境———

高蹈且孤行 鸿蒙开新境

何绍基这一鸿蒙新境对后人影响
巨大，后世学碑迟涩厚重行笔大约都受
惠于此。 李瑞清受何绍基的影响，写篆
籀如勇士横槊，气度恢弘，字愈大愈奇，
又每以屋漏痕笔法出之， 点画微颤，蜿
蜒自然。 吴昌硕常以“鸿蒙”论艺术，其
题《何子贞太史书册》道：“但愿蝯叟入
梦兼鲁公，正气充塞鸿蒙中，何难绝大
手笔驱蛟龙？ ”沙孟海先生说他的老师
吴昌硕肆力石鼓文，六十岁左右确立自
我面目，七八十岁更姿肆烂漫，神明变
化，不可端倪。 大约吴昌硕六十岁以后
是用了金文线条的笔意去写石鼓文。我
在欣赏吴昌硕的篆书作品时，对其意临
的金文作品比他写的石鼓文还要感兴
趣些，就是那种莽莽苍苍、迷离斑驳、淳
朴混沌的鸿蒙之境！

何绍基在充分挖掘籀篆线条内蕴
之美的同时，迟涩厚重、莽莽苍苍、迷离
斑驳的线性发展了书法的用笔技巧和
表现能力，同时，对篆籀金文奇古姿肆
结体的领悟提高了书法造型趣味和想
象空间。 他将这些收获直接运用于隶
书、楷书、行草，融会贯通，为碑学的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他曾经孤
独高蹈过的鸿荒境界于我们或许只能
是一个念想。

何绍基以其学问修养、不可复制的
独特经历、个人天赋、一生对书法的不
懈追求，从一开始就将碑派书法美学推
到一个很高的层面，成为一代书法碑帖
融合、壁立千仞的大家。

何绍基，这样一个湖南人，这样一
种不可一世的美，他走过的道路，他倔
强的性情，他创新的思维，他取舍的标
准，他深厚的学养，都令我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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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湖南人，这样一种不可一世的美，一定有某种湖南人独持己见、一意孤行
的性情，独蹈蚕丛鱼凫之境的勇力———

厚遒苍古 壁立千仞
———谈何绍基书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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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书法家文化缺失的情况， 已经
有很多的人在批评， 这些批评的用意是好
的，希望当今书法家能效仿古代书家，真正
成为具有精湛书法技能和独特书法风格的
文化人， 尤其是希望当今的书法家能够从
一味追求书法技能、 盼望成名成家的热梦
中冷静下来。

我国历史上， 真能够称为书法家的人
为数不多， 而且这些已经在书法史上留名
的人物，个个都是文化人。他们不仅书法技
能精湛，书法风格也独具面貌，具有很大的
开创性。更重要的是，这些书法家个个都饱
读诗书，学富五车，他们在经、史、子、集等
方面都下过很大的工夫， 有的甚至学术著
作颇丰。 即便有些古代书家在经史等领域
没有足够的学术成就， 但他们要么诗词歌
赋名噪一时或流芳千古， 要么诗书画样样
精通。 可以说，那些青史留名的书法家，就
是当时的文化精英。尤其自宋代以后，书坛
几乎掌控在文人手中。

与古代甚至近现代那些书法家相比，
今天的书法家在文化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
缺陷，这应该与当今社会发展有很大关系。

现在很多人心目中，一个人有点学问、
有点文化、有点才艺，根本算不了什么；那
些衷情于传统文化的承继者， 哪怕文采再
好、诗词再妙，在某些“大款”眼里，就是一
个穷酸无用书生。 现今还有多少巨富会为
求一篇佳文亲自去书生寒舍登门请求？ 在
将金钱多少作为衡量是否成功的人眼里，
一个读书人有才学算什么？ 即便在所谓的
文化殿堂大学里， 文学院也不会因为一个
教师写出了好诗妙词或极富才情的文章，
就能评上教授。 但文学院的教师研究古代
某位诗人、 词人、 散文家如何写出诗词文
章，发表了著作或论文，就可能当上教授。
同理，艺术学院的职称评定中，发表书画艺
术作品，出版书画作品专集，都很难成为职
称评定的条件， 而要看是否有课题、 有奖
项，是否在C刊发表了论文，是否出版了学
术著作……唯独不会怎么问他的艺术作品
创作水平如何？ 因为书画水平的好坏找不
到一个恰当的评价标准。这些现象，好像都
很正常，按现行评价机制都没有错，却具有
极强的导向引导作用———既然一个人具有
再好的才气与文艺创作水平也得不到社会
或者自己单位的认可， 自然也就用不着在
这方面下多大力气！ 所以，所以，很多文学
院的教授埋头研究如何写诗赏词， 就是自
己写不出！ 既然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们都
不重视也不会写诗词歌赋， 凭什么非得要
从事书法专业的人去写诗填词？

由此看来， 不要过多地跟书画家们谈
文化有多重要， 而要让全社会将文化的价
值和对文化的重视提升到足够的高度，这
样书画家自然就会去认真读书！ 文化能滋
养书画艺术，能提升书画品位，尤其是书写
汉字的书法家， 没有文化肯定会留下很多
笑话。 但是，书法家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光
拼自身的文化底蕴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还
得看他的书法水平！ 一个没有文化的书法
家可能只是一个写字匠； 但一个写不好字
的文化人，更不会是书法家！

所以，我要说：书法家，只会写字算不
了什么，但写不好字什么都不是！

（作者系博士后，中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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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楷书 《次韵僧潜见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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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绍 基（1799—
1873)，湖南道州人，字子
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
士，晚号猿叟。清代诗人、
学者、书法家。通经史、律
算,尤精小学，旁及金石
碑版文字。为近代提倡宋
诗的重要人物之一，论诗
主张“人与文一”、“先学
为人”， 而后直抒性情，
“说自家的话”，其诗随境
触发，真挚敦厚。 精通金
石书画， 以书法著称于
世，被誉为清代第一。 其
书法熔铸古人， 自成一
家，早年秀润畅达，有清
刚之气； 中年渐趋老成，
笔意纵逸超迈， 时有颤
笔，醇厚有味；晚年炉火
纯青，以意为之。

何绍基父亲何凌汉及兄
弟四人无一不善书，何氏兄弟
被称为“何氏四杰”；何绍基孙
子何维朴亦继承家学，工写山
水。 图为何绍基弟弟何绍业
（1799-1839）所绘《山中幽居
图》局部。

3月底、4月中旬，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中国书协
理事、湖南省书协主席鄢福初连续在长沙、湘潭等地举
行专题讲座，讲述“何绍基的书法美学及其当代意义”，
引起热烈反响。 湖南历史上出现过众多著名书家，如欧
阳询、怀素、何绍基、黄自元、曾熙、谭延闿等等，被誉为
书法上“有清200年以来第一人”的何绍基是其中的翘

楚，他在继承学习文化传统时，有“霸得蛮、耐得烦”的
精神，真正解决了对文化传统如何继承、融合、创新的
问题。 以何绍基为药石，去沉疴以正当前书坛风习，倡
行守正、守道的正大气象，匡正和振兴湖湘书风，当是
鄢福初先生讲座的深刻用心与意义所在。 故我们撷其
择选讲座之精华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