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怀素·草书”：
让地域文化品牌亮起来

艺苑风景

解读怀素 聚焦草书

永州市文联组
织来自全国各地的
书法家到萍岛、 柳
子庙、 朝阳岩、 东
山景区、 浯溪碑林
和戴斯酒店永州石
刻拓片展参观考
察， 永州丰富的碑
刻和书法文化令参
观者流连忘返， 惊
呼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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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福初

湖湘书风的壮丽轨迹
任何艺术都弥漫着地域特色和

时代风尚，这是由民族传统的大文化
背景所决定的。 1954年，长沙左家公
山楚墓出土了一支毛笔，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毛笔。 1942
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帛
书，是极其珍贵的先秦文献。 1949年
以来，先后在长沙、常德、里耶等地出
土了大量竹简文字，是研究楚文化的
历史见证。 耒阳的《吴九真太守谷朗
碑》立于东吴孙皓时期，是三国时期
湖南留下的珍贵书法史料。据宋陆友
《墨记》载：“宋，长沙多墨工，州城大
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
坊有烟墨上巷。 ”可见当时长沙墨业
之盛。 中唐，元结撰《大唐中兴颂》一
文，大历年间函请颜真卿书写，摹刻
于浯溪……

欧阳询、 怀素， 是两座历史丰
碑。初唐，欧阳询以一个书法艺术法
度制造者的身份，创作《九成宫醴泉
铭》《化度寺》等千古名碑，承接暮气
沉沉的隋朝书风遗存， 开湖湘书法
大师之先河。盛唐，长沙僧人怀素草
书《自叙帖》，将狂草推向一个顶级
高度，与张旭并称“张颠醉素”。

明代是湖湘书坛相对活跃的时
期，一大批文人书家传于后世。 “茶
陵诗派”首领李东阳以小篆名世，其
余如杨一清、刘三吾、刘大夏、夏元
吉等皆有据可考， 相传文征明祖籍
衡山， 实际上许多代以前便离开了
湖南，到了江苏吴县。

清初， 已经听到了湖湘书家前
行的铿锵脚步声。王夫之工于行楷，
陶汝鼐书法与其诗文并称 “楚陶三
绝”，黄周星、王岱、陈鹏年、罗源汉、
易文基、何清汉、陶澍等一批又一批
书家的出现， 为明清书坛构筑巍峨
大厦夯实了基石。

晚清以后，何绍基、曾国藩、左
宗棠、黄自元、徐林铭、曾纪泽、李元
度、郭嵩焘、罗绕典、王闿运一连串
名人出现， 或以书名世， 或以人传
书，载入史册。

何绍基以躬行碑帖融合之道，创
立回腕执笔法，铸就了晚清大家新风
范，打破了沉寂千年之久的湖湘书坛
之宁静，与其父何清汉，其弟绍业、绍
祺、绍京，其子庆涵，其孙维林、维棣，
成为湖湘一门鼎盛的书法家族。

齐白石书法在取法经典的同
时，注重向民间学习，保持了民间书
家率真而实求的心境， 白石篆刻以
单刀直冲法，有如千里布阵，具巨浪
排空之势， 开一代崭新印风， 这位
“湘绮老人”王闿运的弟子，出色地
完成了重振民族文化雄风的神圣使
命。一代伟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
十大杰出书家之一， 他以广博的胸
怀、渊深的文化根底、睿智的哲人理
念，加上卓绝的革命实践，与其所挚
爱的书法艺术铸炼在一起， 组合成
一部雄奇的交响曲， 将书法家抒写
人生发挥到一个难攀的高度……

怀素狂草的深刻由来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怀素和造就

一代“草圣”的那个时代吧。
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 中国

历史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
一大批文化巨匠相继出生， 活跃于
七世纪的中唐时期，其中王昌龄、刘

禹锡、柳宗元、李白、杜甫、韩愈、元
结，或贬谪于湖南，或游历于湖南，
或做官于湖南， 对湖南思想文化有
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怀素就出生在这个不寻常的年
代里，这位少年和尚，生性嗜酒与交
游。曾自零陵出游，历衡阳，走广州，
客居潭州，然后经岳阳，北入中原，
一路遍寻天下名师， 广交豪迈旷逸
之士。大诗人李白来到湖南，观怀素
草书真迹，即与之交，因性情相近，
一见如故，痛饮之后，如遇至交，即
作“草书歌行”，赞其“草书天下称独
步”“飘风骤雨惊飒飒， 落花飞雪何
苍苍”“恍恍如闻神鬼惊， 时时只见
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 状同楚
汉相攻战”。诗中对怀素草书意境的
描述，可见灵感飞扬、才华盖世的怀
素兴之所致放浪形骸的境界。 相传
有“粉壁长廊数十间”的传说，这种
大面积气势宏博的露天现场表演正
契合怀素的狂放豪迈的个性。

怀素广交游，在其《自叙帖 》抄
录的名人诗句里有张谓、卢象、王邕
等人， 透过诗句可窥艺术相互融通
之堂奥。

大历七年（772年），怀素持锡回
乡，途出东都，适遇名书家颜真卿时
客洛阳，曾趋谒拜访，僧儒论书，遂
为书坛盛事。 同时，应邀为其《怀素
上人学书歌集》作序，“开士怀素，僧
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
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
著”，甚为称誉。

师造化，得自然物化，神游于大
自然， 使其草书更加富有奇妙和无
垠的联想空间。 我们细细品尝怀素
的狂草形态，字字缠带，明显由王右
军字群结构化出；起伏摆荡，并非事
先设定，而是急就之中任性所为；流
动快捷，且线形一致，可以看出其卓
绝的平衡能力。师名士以广见识，师
造化以旷心胸， 这就是怀素狂草的
由来。

湖湘书风地域色彩的重要
表征

经典一旦产生， 必然被视为瑰
宝，广为流传；经典一经认可，自然
成为典范，被奉为法度。湖湘书家在
法度的推崇上有如榜样一样的力
量，影响深远。

谨守法度，依循规则，是湖湘书
法审视传统精华的普遍特性。 诠释
狂想，张扬个性，是湖湘书风极富地
域性色彩的重要表征。 众多湖湘学
者对于湖湘个性的理性分析， 介于
蛮夷的血性遗传， 僻陋的自然环境
和来自屈子离骚奇思怪想的传承，
总结出湖湘人个性：性情偏激，好走
极端，崇尚豪放，追逐浪漫，性本率
真，倔犟自信。 性格使然，艺术的审
美取向趋于个性潜能的彻底释放是
有其渊源的。

湖湘大地，古称“楚蛮”，为四塞
之地，境内川壑纵横，舟车不易。生活
在这种僻陋环境中的湖湘人，长期与
自然抗争， 遗留着坚韧顽强的血性，
锤炼出百折不挠的斗争， 性情偏激，
好走极端，表现为一种凌空的霸道和
决战到底的精神。 这种血性和精神，
带来了艺术审美的极端化倾向，要么
狂放不羁，要么精微无比。

诠释狂想，张扬个性，是湖湘书
风极富地域性色彩的重要表征。

（作者系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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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光

3月28日、29日，“首届怀素草书
学术论坛”在历史文化名城、唐代草
书大家怀素故里湖南永州举行。

怀素书法历代接受角度的研究，
是本次论坛的亮点。相关内容论文较
多、质量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
授邱才桢《唐宋草书观念之转型：以
怀素的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一文，通
过对唐宋两代怀素草书相关文献的
梳理，归纳两朝怀素草书接受的具体
情况：唐代有关怀素文献，主要来源
于诗歌和传记，如陆羽《僧怀素传》、
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杜甫诗
歌等，唐人热衷于对怀素癫狂创作状
态的描述与赞美，以及对其草书艺术
特征、笔法中古法奥秘的揭示。 宋代
有关怀素文献及作品著录，有《宣和
书谱》《书史》及书家文人相关评述文
字等，苏轼等北宋书家对怀素评价颇
多负面之辞，唯有黄庭坚给予高度评
价， 黄氏对怀素草书及相关技法、特
别是“古法”等问题做了独到阐述。

论坛中有五六篇论文讨论唐代
草书问题以及草书艺术本体问题。宋
立博士的《草书“引带”研究———以怀
素草书为例》， 聚焦草书中的微观细
节“引带”现象，以怀素《自叙帖》为例
字归纳草书引带几种样式与技术特
征。 文章由小处着眼，对草书中易受
忽视的这一用笔细节详尽考论，力求
尽精微而致广大。 曾恩庆《从〈自叙
帖〉管窥中唐时期上流社会的书法审
美》一文，重点梳理怀素交游社会名
流对其书法的评价，他们属于中唐社
会精英阶层，其评论也代表当时主流
社会的书法审美趣向。

一般认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
《怀素草书歌》 是唐朝同时代人赞颂
怀素草书脍炙人口的名作。中南大学
教授向彬博士《〈怀素草书歌〉考论》
认为，《怀素草书歌》并非出于李白之
手，而是他人杜撰，文章对《自叙帖》
中提及的草书诗中有关怀素草书“形
似”“机格”“疾速”“愚劣”等描述予以
考论。 此文虽系一家之言，但作者勇
于质疑史料、大胆提出问题并缜密论
证的态度值得提倡。

研究古代草书除了书史求真外，

还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即为当下草书
创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杨天才的《抒
情与唯美化表达———当代草书创作
探索与审美诉求审视》评析当代草书
创作，文章关注当代草书创作三个层
面：传统与经典，法度与抒情，笔墨与
形式；呼吁草书创作在挖掘传统资源
的同时，须注入新的艺术元素，寻绎
合于时代审美的形式语言，丰富当代
草书艺术内涵和审美趣味。该文属于
思辨阐论为主的论文，在史论考证为
主的论坛文章中是另一种风景。

笔者作为本次论坛评委之一，总
结评审过程，思得部分感受如下：

入选论坛的19篇文章基本体现
了目前书学界最高学术水平，论坛发
表的文章从怀素生平考评，怀素草书
艺术特色、美学特征、文化价值，怀素
书法在各代的接受、弘扬、流变，草书
形成、发展、演变，唐代草书特征，当
代草书创作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研究，代表了当前怀素书法研究
的最新优秀成果。 从来稿作者结构
看，一是以中青年作者为主，表明书
法学术界队伍壮大且年轻化，二是作
者大多来自高校及研究机构，大多具
有硕士、博士学历，受教育层次、学术
水平、学术规范化日益提高。

来稿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及不平
衡现象，一是此次来稿中有关怀素书
法历代接受方面的文章较集中，从另
一种角度看，这或是学术界某种“风
尚”或“流行研究方式”所致，比如今
天一起用“比较法”，明天又一窝蜂地
搞“接受法”， 不同方法宜因课题而
异，不能赶时髦。 二是有关怀素草书
艺术本体研究以及怀素人生、交游方
面的新成果较少，并不见得是前人已
做尽了相关工作，而是我们缺少新发
现和新视点。 三是就研究方法而言，
能运用新方法的文章较少。诸如借用
多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等，这或
是书学研究整体水平提升的一个关
键。 四是由点及面、因小见大式的研
究思维仍嫌不够。 窃以为，个案探究
是为了发现历史规律，对细节的执著
旨在揭示风格史的本质。

（王晓光：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
委员、西泠印社社员）

蒋三立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和策划，
2017年3月28日至4月12日， 全国
第四届草书展、全国草书名家邀请
展、首届怀素草书学术论坛系列活
动在永州市成功举办。

中国文联、 中国书法家协会、
省直相关部门和我们永州市做了
大量筹备协调组织工作。这是一次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的文化盛会。
依托永州得天独厚的书法艺术资
源，通过提炼“永州·怀素·草书”等
元素，发掘推广湖湘文化，旨在把
草书艺术节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
高端文化品牌和展会平台。

争取到主办权殊为难得。中国
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省直
相关部门、永州市共同商议，组织
开展了全国第四届草书展、全国草
书名家邀请展、首届怀素草书学术
论坛、永州当地书法名家展、书法
名家“草圣故里”行、永州书法石刻
艺术考察等活动， 活动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开幕式的展出现场分三
个展厅：全国第四届草书展，全国
草书名家邀请展，永州当地书法名
家展。全国第四届草书展组委会共
收到书法作品10707件，最终评出
221件作品参展， 来自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以及美
籍、澳籍华人。 全国草书名家邀请
展展出了来自全国草书名家的作
品127件， 包括中书协副主席、理
事、草书委员会委员和知名书家以
个人草书风格书写的与怀素相关
的诗词歌赋；历届获奖作者临写的
怀素遗存墨迹及刻帖，以及当代书
家理解再现怀素草书遗风等方面
的作品。还展出了永州当地有较大
影响的25名书法家的35件草书作
品。来稿作品涵盖了章草、大草、小
草及狂草各种草书风格，基本反映
了当前全国草书创作的现状。

其间举行的首届怀素草书学
术论坛，学术专家围绕入选19篇论
文进行交流， 从怀素生平考究、草
书艺术特色、文化价值、美学特征、

怀素草书与历代草书发展流变、唐
代草书、 怀素草书与当代草书创
作、当代草书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
内容进行研讨。 论坛专家交流发
言，相互验证，共同探讨传承千年
的草书文化艺术。

此次草书展活动吸引了全国
各地书法爱好者的关注和支持，有
的亲临永州观摩，有的通过网络点
赞，有的还通过电话求购作品。 参
加此次活动的来宾纷纷表示：永州
风景秀丽，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怀
素为中国草书作出重要贡献，是永
州的骄傲；这次草书展扩大了永州
的影响力，提升了永州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知名度。

古代，我市出了怀素和何绍基
等书法大家，都是影响书法史发展
的代表人物，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文化现象。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
伟大的时代，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书法艺术事业，还需要更多本
土书法家坚持“二为”方向和“双
百” 方针， 彰显中华审美精神，以
“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
多样包容”为创作导向，加大学养、
修为与境界的累积、 陶养和蓄势，
依靠生命感悟、艺术情感的酝酿与
升华，承载昂扬进取精神，创作出
传递时代审美精神的草书艺术，为
推动永州书法艺术在传承创新上
努力奋斗。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
精神家园。永州作为潇湘两水的汇
合之地， 是中华道德文明之源、中
华稻作文明之源和中华陶作文明
之源，有道是：“吾道南来，原是濂
溪一脉； 大江东去， 无非湘水余
波。 ”南宋诗人陆游也说：“挥毫当
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这
片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
的永州文明，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地域文化品牌亮起来，我们
任重道远。

（作者系永州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国家一级
作家。 ）

艺术地图

刘宗迪作品 曾宪良作品 李爱民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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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永州市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