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端祥

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书法经典作者，绝大部分都是历
朝历代的“公务员”。 近年来我省书协组织狠抓公务员书
法，无疑为书法做了一件大好事，更为我们公务员研习书法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书到深处是文化，书到极致靠修养，书法是养眼更是养
心的文化。 好的书法，融合中和之气、智者之文、仁者之道，有
文学的联想、诗词的意境、绘画的构图、舞蹈的韵律、音乐的
节奏、体势的完美。 与书法共舞，汲文化之精华，得翰墨之灵
气，不但可以陶冶性情，而且能祛病健身。 写字既有动功，又
有功静，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人在写字时“不思声色，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恼，
形无劳倦”，对人的机体起到调节修复作用，对人的情绪起着
调适作用，促进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自古以来，许多人把
研习书法作为丰富生活、修身养性的有益活动。研习书法，可
避免心浮气躁，逐渐养成平心静气、不急不躁的习性；研习书
法，可培养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品格和毅力。书写思想内容
好的作品，能使人变“静”变“纯”，养成专心、细心、耐心和毅
力等优秀品质，获得精神的感染，道德的感化和情操的提升，
从而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

三四十年来的“书法热”一直热度不减，近年更是进机关、
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进社区、进农村、进网络，丰富多彩，
精彩纷呈，成为当代中国参与者最多、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
之一。 学习书法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最近中央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门发文，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求“汲取中国智慧、弘
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和影响力”。 书法艺术作为传统文化，是一种高度程式化
的艺术。 就像律诗，须按格律写作，合辙押韵，否则即使词句再
美，意境再高，也不是律诗。 书法要创新、要发展，但创新、发展
必以继承为前提、为基础。 只有站在传统这个巨人的肩上，才
能获得新的高度。 几千年先贤的创作积累的书法原理、书法法
则，如笔法、字法、章法、墨法，必须必先继承，再创新。

书法至美，习字至乐。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激昂，是提
高生命的东西”。 书法以“美”来打动心灵，给人以美的熏陶，
使人在美的艺术享受里去惩恶扬善、纯净心灵，潜移默化地
美化自己，感染他人。 欧阳中石谈书法说，“作字行文，文以载
道， 书以焕彩， 切时如
需”。这应该是公务员书
法之旅的追求和担当。

（彭端祥，隆回人 ,
邵阳市公路管理局副局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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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粉琴

前不久刚刚成为“感动中国年度人
物” 的湖南省衡山县白云村大学生村官
秦玥飞，3月4日走进央视热门节目《朗读
者》， 和5位小伙伴一起朗读迟子建的作
品《泥泞》，并现场讲述任职大学生村官
的心路历程。

《朗读者》当期的主题词是“选择”。
当年以托福满分、 全额奖学金进入美国
耶鲁大学， 毕业后选择到湖南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山村当了一名村官， 并且一
干就是6年，秦玥飞的这一“非常选择”，
使他成为本期《朗读者》 合适的嘉宾人
选。

走上舞台的秦玥飞， 带来一件特殊
的礼物———湘西苞谷烧， 这是湘西苗族
村民用古法酿制的原浆烈酒。 主持人董
卿靠近一闻，大赞“味道很醇香”，还幽默
地来了一句“来自湘西的苞谷烧，喝一口
精神百倍，永葆青春”。 而秦玥飞，就这么
巧妙地为湘西贫困村做了一个免费广
告。

作为朗读者， 秦玥飞自身的故事比
朗读更吸引人。 现场坐着许多秦玥飞的
同龄人，这些“85后”对秦玥飞的经历颇
有兴趣。 有人问： 当村官一个月挣多少
钱？ 有人问：耶鲁毕业，到农村会不会大
材小用呢？ ……秦玥飞真诚地回答：“我
不觉得我是一个大材，农村是广阔天地，
给了我一个平台， 使我这样的小材可以
大用。 ”

主持人董卿也是一个问
题接一个问题抛出来：当初为
何做出这样让人意想不到的
选择？当村官是不是有一个适
应的过程？在村里干到什么时
候？未来有自己的规划和时间
表吗……秦玥飞一一作答后
坦陈：“对于村官当多久，我没
有刻意的规划。 但未来，我做
的事一定是和农村有关系的。

2014年我和耶鲁的一个中国同学发起了
一个公益项目，叫黑土麦田，每年招募海
内外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村开
展精准扶贫，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乡土
创客计划。 ”

此次和秦玥飞一同亮相的5个小伙
伴，就是黑土麦田招募的乡土创客。 他们
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等国内外名校， 他们有的和秦玥飞
一起在白云村做山茶油合作社， 有的在
江西宜春的村庄种植有机水稻， 有的在
湘西花垣县的村庄服务。 听着这些小伙
伴的自我介绍， 台下响起阵阵热烈的掌
声。 董卿也激动地说：这么多名校毕业的
年轻人怀抱理想，回到广袤的田野，让人
想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 在你们
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

“今天，我们朗读的是迟子建的《泥
泞》， 谨以此篇献给我们服务的农村大
地。 ”接着，秦玥飞和他的小伙伴一起朗
读：“我热爱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泥泞
诞生了跋涉者， 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
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和平与勇气。 一个伟
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砺与锻炼， 它会
使人的脊梁永远不弯， 使人在艰难的跋
涉中懂得土地的可爱、博大和不可丧失，
懂得祖国之于人的真正含义。 当我们爱
脚下的泥泞时， 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
种精神……”

对于电视观众来说， 与其说是欣赏
朗读，不如说是倾听年轻人的心声。

李君娜

2017年 ， 文化类节目持续火爆荧
屏。 从春节期间话题度高居不下的《中
国诗词大会》，到近期“高烧”不退的《朗
读者》，再到好评如潮的《见字如面》，这
些文化节目汇聚成一股综艺清流，成为
今年荧屏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些节
目之所以能赢得大众的拍手叫好，正是
满足了人们“诗意栖居”的内心需求，堪
称是全民的情感大释放。 据最新消息，
央视今年还将推出一档大型中华传统
文化节目《戏曲大会》。

网络时代呼唤更高级的审美
“我找到了你 ，便像是找到了我真

的自己。 如果没有你，即使我爱了一百
个人，或有一百个人爱我 ，我的灵魂也
将永远彷徨着。 ”《朗读者》中，结婚26载
的夫妻朗诵了民国时期翻译才子朱生
豪写给宋清如的情诗 ， 打动了无数观
众。

根据最新的豆瓣评分显示 ，《朗读
者》以9.2分领跑综艺榜，紧随其后的是
9.0分的《见字如面》，之前的《中国诗词
大会》的分数是8.5分。 三档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分数持续碾压绝大多数综艺节
目，并非偶然。

文化综艺获得口碑本在 “情理”之
中，但获得高收视率却在“意料 ”之外 ：
今年2月初收官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
季， 以市场份额力压第二名30%的绝对
优势，夺冠收视榜单。 而最近推出的《朗
读者》，收视率达到0.907%，连续进入同
时段节目收视率前十。

这些节目到底靠什么频频击中观
众共鸣的神经？ 无论是拼诗歌的《中国
诗词大会》，还是读信的《见字如面》，又
或是通过文字讲述故事的《朗读者》，几
乎有着一致的审美层次。 有业内人士总
结：“文学之美、文字之美、情感之美，这
三种美通过荧屏浸润开来 ， 安静不喧
哗，缓慢不急躁，直抵心灵，是网络时代
一种更高级的美感。 ”

此前，荧屏综艺节目长时间陷于同
质化、嘈杂化、缺乏深度和营养、娱乐性
强的诟病中 。 这些文化综艺节目的出

现，令人耳目一新。 《见字如面》总导演
关正文表示，人类文化有强烈的自我修
复功能，不会老拿无聊当有趣。 有网友
说：“前两年，网络综艺中最火的是卖傻
卖萌的节目，现在已经被卖聪明卖智慧
的节目换代了。 ”

“诗和远方”的呼唤
“诗和远方 ”也可以抵抗网络时代

的刻板化和碎片化。 一位网友这样表达
“话风” 的改变：“失恋的时候你就不只
会说‘蓝瘦，香菇’（网络语言：意即难受
想哭），可能就会用 ‘人生若只如初见 ，
何事秋风悲画扇 ’来表达 ；想念一个人
的时候，你可以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而不是只会说‘我想死
你啦’……”

有专家认为，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
是文化供给侧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 如
《中国诗词大会 》， 它已经成为一个引
子，将长期默默植根于社会中对传统文
化的情感激发出来。 《见字如面》则唤醒
了人们对“从前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
回忆，书信中饱含的情感给互联网时代
带来一场深情的集体回望。

这些节目最打动人的地方，帮观众
找了回“初心”。

综艺清流需细水长流
实际上 ，从2013年的 《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 》到2014年的 《中国成语大会 》，
近年来，文化类综艺未曾缺席。 而几档
同类节目在今年同期火爆，并非偶然现
象，但也并不意味着“春天”到来。 在业
内人士看来，文化综艺类节目若不在节
目形式上持续完善和创新 ， 让文化的
“阳春白雪”彻底落地，再火的节目或许
也只能成为一时谈资，无法真正用文化
去影响观众。

一位知乎网友表示：优秀传统文化
的复兴不是要搞文化复古，不是要做古
人的翻版，而应着眼于一个“兴”字。 今
天，“兴” 的意涵可以理解为 “兴旺”和
“创新”，希望这样的文化热潮能够长期
保持下去，聚集成为一股扎扎实实的文
化竞争力。

综艺清流，更重要的是细水长流。

苏高宇

徐悲鸿曾说过,假如齐白石只活
到60岁就去了,中国画坛准没有了后
来的白石老人。 可以说，60岁以后，
是齐白石由一个民间画师脱胎为一
代宗师的关键时期。

1909年， 齐白石结束了长达八
年（1902至1909年）的“五出五归”、
行半天下的游历生活之后，便倦居乡
里，一意读书，息交绝游。然时隔八年
（1917年），为避兵乱，无奈之下他又
再度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南纸铺卖画
刻印。 彼时的光景，正如老人后来所
慨叹的那样：“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
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
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
简直是绝无仅有。 ”“未先拈箸先拈
笔，画到如今不值钱。”（齐白石《画山
水杂以花草》句）生涯落寞，只好栖身
于庙里。“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
从龙泉寺搬到石镫庵， 都是住的庙
产，可谓与佛有缘了。”在这样一种情
形下，“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创红花墨
叶的一派。 ”齐白石开始衰年变法。

有意思的是， 在变法过程中，触
目境况，齐白石乃特有感触地创作了
一系列与“佛”相关的画作与诗篇。据
笔者粗略统计， 仅从1917年至1925
年之间，他的以“佛”为题材的诗画作
品即不下于20幅（篇），这种现象在
齐白石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实在是很
特殊的。

请一起来欣赏他的《佛手》。
先说章法。 这是一张四尺条幅，

一般的画家大都会套路化地将佛手
位置经营得疏密有致，合于画理。 但
齐白石则不然，他敢于造险，一扫习
气，有意识地让五只佛手全挂在了画
面当眼的上方，使温暖的颜色抱成一
团，人为地将画面一分为二，生硬突
兀，极不自然。 面对这样刻意设计的
章法，倘遇他人，必无从措手，而齐白
石却别出心裁地在画面下方宝贵的
空白处，错落地题上两处长款，反疏
为密，利用黑（墨）色在画里的分量，
顿时将上方的热闹气氛给压了下来。
最后，再以沉着的两颗白文红印上下
呼应，镇住画面，出奇制胜。

再看画法。 齐白石在变法之前，
早年（20岁）是以一部《芥子园画传》
奠定基础。 后来，他曾向乡贤胡沁园
认真学习过工笔草虫画法。入而立之
年，他开始广泛地探求明清文人画的
法门，不教一日闲过。 在此后数十年
的积累过程中，他临仿了扬州一派的
金冬心、李复堂、郑板桥等各家笔意，
尤于明清的徐渭、八大、石涛用功最
勤。 同时，还研习过早他一些时候的
孟丽堂、尹和伯、周少白、张世准等人
的用笔设色之法。而在变法的特殊阶
段， 除了间接学习吴昌硕的技法之
外，他又智慧地吸收了同辈画家如陈
师曾、王梦白、陈半丁、姚茫父诸家之
长。 可贵的是，他在向前贤和时俊借
鉴的过程中，始终能够坚持以抒发自
我的气质与情怀为主调，不为他人精
神所奴役，正如同他在后来的题画诗
里所鄙薄的那样：“一笑前朝诸巨手，
平铺细磨死工夫。 ”没有融入自家精
神气脉的依样葫芦，亦步亦趋，是为
他所不屑的。

而从佛手和叶的姿态，我们又可
以看出齐白石与生俱来的那份率真
以及后天养就的种种乡下人朴素的
狡黠性格。 特别是五只佛手，模样着
实有趣， 对之使人顿觉透心的愉悦，
涤尽尘氛。作家汪曾祺曾明确表示过
他读到齐白石作品后的滋味———“我
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
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
打砸抢分子。 ”

如果说齐白石在开始实行变法
的初期，他只是对未来有一种朦胧的
憧憬（他曾在1917年的一首《画佛手
柑》 的诗中写道：“买地常思筑佛堂，
同龛弥勒已商量。 劝余长作拈花笑，
待到他年手自香。 ”）那么，通过后来
的苦心孤诣，在创作《佛手》的岁月，
他是已经烟霞妙手，十指生香了。

谢军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一转眼，傅国钦告别人生已经
有12年了，回想与他成为“忘年交”的往事，仿佛历历在
目。

傅老的漫漫人生，是一本厚实的书，细细品读，能感
受到他的人生态度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他在书赠
给我的《心里话》中道：“衣不要纹绣，只要适体的布衫；
食不要膏粱，只要充饥的素餐；屋不要雕梁画栋，茅棚子
整顿几间。 ”的确，傅老家住农村，宁静的山水清气使他
忘却人事的纷扰，陶冶了他的艺术性灵。

傅老在长沙、北京、广州的书法展览，使得他“一介
布衣名动全国”，写的字忽然有了价，能卖到钱了。 于是，
买字的络绎不绝。傅老却心静如水。 他告诉我：一个人有
了金钱不见得就幸福，他可能会因为纷繁的生意而变得
身不由己。 然而，他如果有了一颗宁静的心灵，就能超脱
地看待一切，以平常心去享受生活。 正是有了这样的境
界，傅老在获得成功时很坦然。 傅老的宁静淡泊，不是不
思进取，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以一颗纯美的灵魂对待生
活与艺术。 当他从电视新闻节目里得知少数贫困学生失
学后，他就让家人打电话给我，要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开展义卖。 那时正值夏天，他趁上午凉快，不停地写，满
脸的汗珠，却好像并不觉得。 他的作品被收藏爱好者买
去，所得的款项全部交给了当地教育局。 后来，我陪傅老
先后在长沙、娄底几大广场进行过几次义卖，他就像牛
一样吃苦耐劳。 当他把10多万元捐款送到600多名寒门
学子手中时，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在艺术追求上，傅老有着永不自满的清醒和严肃认
真的治学态度，由此形成了他率真恣纵、大气磅礴、方峻
朴拙、含蓄多变的风格。 他饱吸传统营养，坚持创新，以
深厚的传统功力表现着时代精神。 字如其人。 他的作品
从不做作，也不张扬，在心平气和之中透出力度。 细细品
味他的作品，总能体味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常常书写
自己创作的诗句，如他在《九十抒怀》中写道：“行年九十
几沧桑，余热犹思发寸光；衣布食蔬心自足，学颜习柳草
难狂。 ”这些自作诗词，语言朴素而寓意深远，使得笔墨
的雄健与文字内容的品格和谐统一，构成了一个充满灵
性、形神兼备的艺术世界。 傅老数十年的宁静孕育了伟
大的力量，他的艺术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远播四方。

傅老生前说：“人吃大地一辈子，大地吃人才一口。 ”
理解了大地的慷慨与沉默，也就理解了傅老宁静致远的
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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