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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华

作为一名由衷热爱书法艺术的国
家公务员， 深知公务员学习书法之不
易。 公务员事务忙、任务重、责任大、规
范多，学习书法的时间有限，加之在单
位有不务正业之嫌， 微言责词肯定不
少，难有外出学习机会。 国展、省展又
因是专业书家竞技之所，处在“业余”
状态的很多公务员临习书法经年，却
无缘参展。 日益壮大的公务员书法群
体急需一个可以展示才情、 提升书法
水平的平台和通道。 全省公务员书法
大赛在一批热爱书法的老领导和部门
负责人的倡导下，顺势而起应时而生。

从第一届全省公务员书法大赛
起，连续三届，我始终参与了策划、组
织和评审工作。 启动之初是组织工作
不易。 面对的是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
的书法爱好者， 把这些分散在不同地
方不同单位的人组织起来， 没有联系
网络，没有组织抓手，硬是凭一股霸蛮
的劲一家一家单位去跑， 将省直十多
家单位拉进来作为主办单位， 终于撬
动了沉寂甚久的全省公务员书法板

块。 然而，第一届大赛征集到的作品书
体单一、风格单调、形式陈旧，既给评
审工作带来了难度， 也制约了展览的
整体质量。 但这一届大赛一个最大的
收获， 就是真实地反映了全省公务员
书法学习的现状， 看到了当前公务员
书法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问
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书法的认识比
较模糊， 对书法的基础技法、 艺术规
律、 审美取向等缺乏系统、 准确的认
知；二是学习书法的路子窄，视野不开
阔，所投作品中以“欧颜柳赵”楷体为
多，众多经典法帖未有涉猎；三是书法
的基础技法欠缺。 书法是一门实践性
强、技法纯度高的艺术，没有深入的临
帖，难有技法的支撑，任性地挥洒，大
都是油滑失范，面目凡俗。

最大的不易是公务员书法水平的
提高。 举办书法大赛，目的是提高公务
员书法群体的创作水平。 因此，第二、
第三届公务员书法大赛的重点， 就是
在提质上做文章。 第三届大赛征稿期
间，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组织了多期培
训班，延请省内知名书法家上课示范，
为全省有志于提高创作水平的公务员

书法爱好者搭建起一个新的平台。
此次大赛， 从征稿到赛事结束历

时半年之久。 最令人欣喜之处有二：其
一，参赛人数3117人，作品3329幅，参
赛人数和作品都比上一届提高了35%
以上；其二，80后、90后参赛人数有400
余人，比上一届多了一倍多。 公务员队
伍里热爱书法艺术的人逐年增多，更
有年轻一代公务员热爱民族传统文
化， 并以公务员这一特殊身份影响同
龄人，令人欣慰。

书法艺术需要天分与勤奋来合
成， 勤奋需要时间的积累， 天分是与
生俱来的艺术感受力和顿悟的能力。
公务员队伍中集合着一群不乏志坚情
深、 颖悟灵秀之俊彥， 我们搭建这样
一个驿站， 只为砥砺远行的同道， 构
筑一处新的起点。 一项活动要打造成
持续发展的品牌， 同样需要时间的检
验和品质的提升， 更有待于同道们用
才情、 激情， 用柔中寓刚的笔锋， 去
荡开一片新境界， 印证我们共同的期
愿。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
文化厅干部）

书法的魅力
刘良武

俗话说“字如其人”。 一手好
字是人的第二张脸， 是与人交往的
一张名片， 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
的。

记得2012年某日， 领导把一份
同事拟好的上行文签呈交给我说：

“小刘， 你字写得好些， 重新抄写
一遍。” 当时我真觉得把签呈写好
事关重大， 既有自豪感又有压力，
工工整整抄写了三份交差。 正好当
时单位工会主席要我牵头组建厅机
关书画协会， 我也觉得组织更多的
人一起练字效果更好。 书画协会成
立后组织了一些活动， 但没有系统
化组织书法培训， 收效甚微， 中途
还有人退出了协会。 郑建新同志也
是书法爱好者， 且有颇深的造诣，
他出任省财政厅厅长后， 对厅书画
协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希
望打造财政文化的一个新品牌。 我
们组建了湖南省财苑书画院， 并坚
持组织书法公益培训班26期， 聘请
省书协副主席胡紫桂等专业老师授
课， 培训学员1000余人次， 又连续
4年义务为机关干部职工书写春联，
在厅机关举办了3次书画展。 通过
一边学习培训一边组织活动， 极大
地提高了厅机关干部练习书法的积
极性和参与度， 目前已蔚然成风。

本人自幼爱好书画， 不管在什
么岗位， 都坚持习书， 但进步缓
慢。 真心感谢省公务员书法大赛，
促使我们以此为契机， 组织厅机关
书法爱好者系统学习书法。 在老师
的指导下， 掌握了调锋、 捻管、 运
笔等书法技巧， 知道了在书法临习
和创作中， 看一幅书法作品美不
美， 既要看每个字的形体结构， 也
要看整幅作品中是否有变化， 结
体、 点划不雷同， 肥瘦适当， 肥而
能秀， 瘦而能腴， 风姿潇洒， 达情
尽性， 神采飞扬。 通过组织学员强
化训练、 精心创作、 积极投稿， 第
二届、 第三届省公务员书法大赛我
们均取得较好成绩， 这对大家是莫
大的鼓舞， 也坚定了练习书法的
信心。

书法是汉字艺术的升华， 是中
国精神的彰显， 投入其中可以感受
很多乐趣， 如出差途中读读帖， 领
略名家风采， 定无舟车劳顿之疲
惫。 闲暇之余练练书法， 也是一种
修身养性的好办法， 特别是能锻炼
一个人的毅力与耐性。 本次省公务
员书法大赛， 我投的篆书———苏轼
《前赤壁赋》 有幸入展， 500余字，
我冒着酷暑一口气在案前写了20多
个小时， 自己都感到惊讶， 这也许
正是书法的魅力所在。

老师说学书法重在临摹， 精心
读帖， 不要妄动， 不论法度。 我将
遵师训刻苦习书， 不断超越自我，
努力向书法艺术的殿堂攀登。 “梅
花香自苦寒来。” 我相信， 只要付
出了努力， 就会终有所获。

（作者系省财政厅非税局稽查
处副处长）

蒋华

书法跟文凭无关， 跟学
历无关；书法跟兴趣有关，跟
学识有关，跟修养有关，跟气
度有关。

我从小喜爱书法绘画，
少年时曾憧憬成为一名画家
或书法家， 长大成人后在乡
镇招干中被录为公务员，成
为一名基层乡镇干部。 走村
串户的日子激发了我的工作
热情，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少年时的憧憬也未曾放弃。
虽然工资不高，经济不宽裕，
我还是不断买帖、临帖。 没有
名师指教，没有高人点拨，我
硬是凭着对书法的虔诚敬畏
之心，倾心于书法，专注与书
法，自练自学，勤临苦练，勤
修书法理论知识和“二黄”为
主体的各种碑帖，从学识上、
修养上提升自己， 加强自身
的理论修养及书写水平 。
1987年，我24岁，一篇《论扬
州八怪书画艺术》 的文章在
中国《书法》杂志发表，获得
了业内一致好评。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工
作紧张，杂事繁多，只有挤时
间、拼精力、下苦功、巧借鉴，
才能不断进步、提升。不问收
获， 凭着对书法的喜爱执着
求索。别人10年磨一剑，我可
以20年磨一剑， 甚至30年磨
一剑。凭着坚毅的追求、执着
的干劲、耐得住寂寞的恒定，
我有了一些收获： 我的作品
2011年、2014年、2016年连
续三届在“湖南省公务员书
法大赛”中入展；2013年分别
在“上海国际榜书大赛”获优
秀奖、湖南省“首届人口杯暨
李东阳全国书法大赛”入展；
2016年分别在“洞庭新韵全
国榜书大赛”入展、“翰墨情、
吉首梦兰桂吉首书法大赛”
入展。其他获奖入展十余次。
并于2013年加入湖南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
在书法道路上还刚起步，路
漫漫其修远兮，而我，一直在
路上。

（作者系安化县清铺镇
党委委员、政法书记）

石概志

作为一名爱好书法的基层公
务员， 常常羡慕别人有大把的时
间练字。 别人说： 你太忙了， 可
以理解。 自己也为自己开脱： 静
不下来。 就这样年复一年、 日复
一日， 总在不断找藉口中维系着
自己对书法的痴爱， 然终究一事
无成。

知道省里有个公务员书法大
赛是两年以前的事了， 圈子里的
很多书友在前两届都有参 加 ，
他们去了， 参展了、 获奖了，
我也没有去关注过， 认为自己
的水平还不行， 等练好了再去
参赛， 就这样耽搁了两届的时
光 。 这第三届， 自己本已错过，
有天从县里书法协会群里收到一
条消息， 说今年全省公务员书法
大赛截稿时间延期了， 我才想到

赶紧去报名。 试着拨通了大赛组
委会的电话， 一位女士很热情地
向我介绍了大赛情况， 同时还说
赛前会组织几期专门的培训， 已
经办了一期， 可能还有第二期。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
就如期参加了第二期培训班 。
培训时间都是在双休日， 安排
较紧， 但课程节节精彩。 授课
的个个都是知名的实力书家，
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解， 理论传授
与现场书写相结合， 台上与台下
互动， 线上线下交流， 学员受益
匪浅。 学员们感觉视野变开阔
了， 除了课堂上交流， 回到家
里， 一有作品就传到微信群里大
家一起评， 有好资料发出来大家
一起共享， 其乐融融， 其艺臻
臻。

人常说， 艺术之路注定是孤
独的。 自己几十年踽踽独行， 得

来的是自以为是亦或孤芳自赏。
其实，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 求艺
之路大可不必一个人去探索。 参
加公务员书法大赛， 有种找到
组织的感觉 ， 并且收获多多。
“门前流水尚能西 ， 休将白发
唱黄鸡 。 ” 艺海无涯 ， 当积跬
步 ； 彳亍而行， 难以致远。 像
我这样靠自己独自摸索， 没有参
加过专业学习的学书者， 很希望
有这样一个平台。 像这样把赛事
发动到基层， 把培训面向每一位
书法人， 大赛与培训相结合， 把
各层级的人组织起来， 把大家发
动起来， 把技艺交流起来， 把阳
春白雪普及起来的活动， 是大受
欢迎的。

我是公务员书法大赛的一个
受益者， 希望有更多的人受益。

（作者系安乡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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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华作品 （局部）

在路上

刘良武书法作品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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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省公务员书法大赛感言

携来百侣曾游
艺苑风景

石概志书法作品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