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正笔正 清雅清静
蔡栋

我一直很喜欢欧程远的草书， 佩服他用笔上的绞转功
夫，笔下龙蛇飞舞，云蒸霞蔚，一片正大气象。 近日看到他写
的小楷《心经》《陋室铭》等，又是另一番面貌，同样令我喜欢。

300多字的《心经》一丝不苟之中透露出平和简敬之气。
文中许多相同的字，如“之“”色”等也注意写出了不同，质朴
自然中显刚健雄强，不难看出他在张猛龙碑上下过功夫。 程
远说他对小楷的追求是：整体平正，结字稳健，用笔干净，气
息清静。 从他近日之作《心经》来看，他言之不虚，也已经做到
了。 程远的追求，看似不高，其实做到并不容易。 也许这只是
他在写《心经》时的追求或是谦虚的说法。 写别的内容，可能
还多一些意趣。 听说他对张黑女墓志也很感兴趣，也在下工
夫，如果有朝一日，把方峻劲挺的张猛龙与飘逸典雅的张黑
女融合在一块，那他的小楷内涵就会更丰富。

清学者、书法家钱泳在《书学》中曾说：“工书者，不精小
楷，不能称书家。 ”何谓“精”，很难设一个标准答案，谈“精”又
何易，这是一辈子追求的事。 许多学书者不喜写楷书，更把小
楷视为畏途,想绕过去，这是不利于真正将书法学到手的。

学书无止境，如果说书法既是形学，又是心画，要重意趣
与性情；如果说，写小楷凝重易，既凝重又灵动难。 那么，程远
在日后的小楷书写中，是否可更放开些，早日将张黑女墓志
飘逸典雅温文之美揉进，更多些灵动之气？ 有厚望焉。

海云

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猎场》，
剧中人物与剧情发展的现实性，引起广大
观众共鸣，而剧中频频出现的台词“金句”
更是直抵人心。 在编剧、导演姜伟的作品
中，台词往往都是其中一大亮点。 而电视
剧《猎场》中的台词，许多之处让人思考。

开篇第一集， 白力勤就吐槽郑秋冬
“成天贩卖成功学、励志学，但自己既不成
功也不励志”。后来入狱，刘量体教导郑秋
冬“不必想自己是好是坏，只要做人有底
线，你就坏不到哪儿去”，而监狱长袁队送
别郑秋冬时说：“往极端处想，势必会往极
端处走，那样的话，新的不幸就该敲你门
了。 ”

《猎场》里的句子能戳中现实，也能给
人力量。 郑秋冬在剧里感叹：“岁月如刀，
我似芹萝，时间太可怕了，经过了这些年
的努力，理想终于成了泡影。 ”但他也说：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 它必将写出最

完美的答案。 ”他会鼓励自己：“想要深藏
不露，就得吃下藏都藏不住的苦头。 ”“人
生总会遇到高潮和低谷， 进入低谷期，你
要做的就是厚积薄发。 ”还有一些值得深
思的台词，如郑秋冬对罗伊人说：“我一直
都不想做一个普通人，可一直都是啊。”而
刘量体在狱中开导郑秋冬 “退一步海阔
天空”是对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也对，可
这些话却是矛盾的，因为“人生就是体会
矛盾的过程”。

导演姜伟曾在采访里说过：“台词若
无意义，争取有点趣味；若无趣味，争取有
点意义。”《猎场》里的台词饱含哲理，却又
富有现实意义，才能引发共鸣，直抵人心。
许多网友每看完一集《猎场》，就摘抄其中
的金句，成为了一种习惯，“扎心的台词却
是现实的生活”，有网友说。胡歌也曾多次
在不同采访中表达了对剧本的喜爱：“《猎
场》是我见过最精彩的剧本。 ”

电视剧《猎场》在近两年的万众期待
中开播，演员阵容备受关注。 大家都对胡
歌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和信任，各路观众在
看到这部剧集的豪华阵容后，每天踏踏实
实地坐等好戏。 有孙红雷、张嘉译、万茜、
祖峰这种级别的演员出阵，是此剧吸睛之
处，而且导演还是曾出手过《潜伏》《借枪》
等名作的姜伟，其个人号召力更是不容小
觑。

《猎场》是一部职场题材剧。该剧以都
市社会为背景， 讲述了郑秋冬职场颠沛、
商海沉浮、十年蝶变，成为专业猎头的成
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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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龄

书法是一种体现作者文化素养、知
识面貌和情感世界的综合艺术，通过变
化无穷的笔墨，展现创作者的思想和情
感， 并把它们变成有灵魂和情绪的文
字，“真性情”归根结底是要靠文字来表
达的。 通过临帖，学习书法结体和各种
笔法的同时，用心去感受博大精深的中
国传统文化， 提高自身的文化艺术修
养，感悟汉字中字里行间的“真性情”，
创作出具有“灵魂”的书法作品。好的书
法作品，是有灵魂的文字。 看王佳宁的
书法作品，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有灵
魂的文字。

王佳宁是一位富有才情的书法家。
她2002年考取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本
科，2006年至2014年在我的指导下攻
读硕、博学位，主攻方向为现代书法的
理论与创作。 从她一系列的传统、现代
作品中，悉知她恰当地把握了传统书法
与现代书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文字
梳理归纳的形式进行理论构架，做到了
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一点是经历过科
班培养且日后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科研
的优势所在。

她的学书背景及其工作经历，使书
法成了她不可或缺的人生伴侣。长期在
高校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科研环境里教
学相长，使得科班教育原有的知识体系
与书写技巧日益臻进。 大草一体，讲求
纵逸豪迈，史上以大草成名的大家者屈
指可数，闺阁女史涉足者更少。 佳宁在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开始专注大草，她
在大草的创作上努力承续明清草书气
势恢宏、不拘一格的风貌，寄豪放于秀
逸柔美之中，难能可贵。 她在大草书写
的同时，又能很好地把握精细微妙的小

楷与法度严谨的小篆创作，在书体的动
静维度之间展现了自我的才华。她在文
征明小楷风格的书写中呈现了女性细
腻温存的情感，字里行间倾诉“落花诗”
般端庄秀丽、风雅超逸品格；篆书则充
分体现了扎实的童子功训练，如“闲情
赋”式点画圆融劲挺、沉着刚健，一笔一
画的摹写中历练了她的心志、耐力与定
性。技能功底与艺术情怀都是她日后境
界升华的有力保障。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佳宁的草书较
之前几年在取法上明显有意识地溯源
晋唐，在对张旭、怀素草书的体认上有
了更深刻的展现。她的大草渐渐走出普
通意义上女书家在驾驭草书时由性别
所决定的局限性，在沉着痛快与肆意奔
放、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之间，佳作纷呈，
似乎达到“心手双畅”的妙境。 古人云
“从心所欲不逾矩”，佳宁此刻的书写正
反映了深入传统矩镬、探求突破的自由
感悟，其中的艰辛与快乐都是令人鼓舞
期许的。

佳宁2009年硕士毕业后， 从西子
湖畔来到潇湘岳麓，来到毛主席工作过
的地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任教，至今已
经8个春秋。 她由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
科班学生进而成为书法学专业的学科
带头人、负责人。

佳宁出生于大海之滨山东威海，求
学于浙江，工作于湖南，厚重深邃的齐
鲁文化滋养哺养了她，细腻温润的江浙
文化为她的学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钟
灵毓秀的湖湘文化则更多地激发了她
的艺术才情。 不同地域文化的交织养
成、丰富了她的艺术架构，为今后的探
索开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12月2日至11日，由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湖南美术出版社主办的“漱毫
集———王佳宁书法艺术展”在美仑美术
馆开展， 还是请大家来看看她大气
磅礴 、才情迸发的《春江花月夜》巨
幅草书作品 ，看看她行云流水的《生
查子》，看看她宁静娟秀的《天地赋》长
卷小楷……

美女·博士·书法家， 这是当代人贴
在佳宁身上的“符号”。 我认为，佳宁身上
的“符号”只是噱头，笔墨并无性别之分。

（王冬龄，著名书法家，中国美术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萧建民

山水之间，容纳了我75载春秋的生活体悟，直面
自我。 历经多年的文学、美术、书法、诗词、摄影等创
作，我倾心于山水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山水中有我家。 南国武当山下，山清水秀的山下
村就是我的家乡。 村前是大田洞，村后是古木参天的
后龙山，山后有水库，我家就住在后龙山下。 村后山
腰渠道蜿蜒，清清渠水绕门前，大山沅村的坡上黄墙
留晚照，弯弯竹笕送清泉，谷底清溪伫立小桥，流水
潺潺， 山水形态及情境美的眷恋情意深深地印入我
心底。 我的父亲是村里知名的劳动能手，我的母亲则
温婉贤淑，诗文书法俱佳。 两位老人家在家境最困难
的时候还默默地为一位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养老多
年并送终。 家山如画，父母高德，铸造了我品性之根。

山水画的精髓在于“气”。 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
画编》中写道：“天下之物，本气之所积而成，即如山
水，自重岗复岭，以至一木一石，无不有生气贯乎其
间”，而“论六法者”，首曰气韵生动，盖即指此。 宇宙
间万物皆有“气”。 不仅有自然之气，更有精神之气，
这些体现在画面中的气息， 因画家精神状态及观照
事物的方式不同而各异。 我们看作品常有大气、小
气、灵气、俗气之说，就是以气观道。 不同形态山、树、
云的气息，山有气流、树有动枝、云有意象，他们殊途
同归地融合为一股天地间生命的气流带， 升腾入深
邃神秘的宇宙。 置身自然，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种种
枝端末节，何足挂齿。 回眸一瞥，人生七十余冬夏，种
种磨难于我，不过是繁枝生乱影，无法撼动心中清气
的宁静。

时下有人称下等书画作品为老年书画， 意思是
老年人墨守成规，毫无生气。 我看这有失偏颇，年龄
岂是艺术水平划界的依据？ 在艺术中，艺术格调和技
术的高下可以有分辨标准， 却无法辨析艺术唤起生
命自由的愉悦和对精神升华的意义， 已是身心合一
的大自在，何来法则按图索骥，何需跳入取悦他人的
条条框框？ 我早已不再矛盾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技
术与风格的取舍， 更关注于引发内心共鸣的山水物
象表现，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精神轨迹，轻装而行，获
得了新的自由。

人生有涯，艺术无止境，踏实走好人生每一个过
程，读懂生命，善待生命，艺术才有“真气”。 我虔诚地
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画笔随心而动，心中有丘壑万
千，笔底有青山韵致。 在有限生命里，我还将继续品
味着无限山水，无限精神之境！

李熙斌

每看到自己的人物画《备课》，孙国成就会想起1977年中秋节前在
韶山纪念馆接待过的陕西黄土画派创始人、著名画家刘文西。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韶山纪念馆改馆，省内外调画家。1971年孙国
成被郴州地区革委会推荐到韶山纪念馆工作，任美术组组长。 从1975
年至1976年，美术组邀请了中央美院的潘世勋、李骏，辽宁的吴云华、
孙国岐，广州的恽圻苍、曾洪流、尚涛，湖南师大的曾晓浒等全国著名
教授、画家，为韶山纪念馆美术创作。 在韶山纪念馆，从1971年至1981
年孙国成除了自己的美术创作外，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来韶山纪念馆
的国内外著名的画家。

上世纪70年代，从长沙到韶山有专列火车。 韶山火车站到韶山纪
念馆有十多公里路程，要坐公共汽车。 来自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的游
客众多，特别是毛泽东故居、韶山陈列馆、韶山纪念馆等主要风景区游
人如织，摩肩接踵，像极了铁路春运时的旅客。 刘文西从西安到长沙
后，专程到湖南省博物馆找到在这里工作的中国美院前身浙江美院同
班同学刘端度。 刘端度热情为刘文西写了介绍信：“孙国成同志：刘文
西去韶山参观学习，请你们安排好食宿，希望帮助解决困难。 ”刘文西
怀揣介绍信风尘仆仆赶到韶山纪念馆，来找孙国成时已近中午。 此时
孙国成正在专心致志地创作青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备课》人物画，没
有听到刘文西接连不断的轻轻敲门声。 孙国成创作感到累稍作休息，
终于听到门外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惊呆了：这是画坛声名赫赫的刘
文西呀！

彼时刘文西看上去40多岁年纪，人矮胖，头戴布帽，身穿蓝布工作
服，风尘仆仆。 当时刘文西任西安美院副院长、教授，延安市挂职副市
长。 孙国成30多岁年纪，用现今时髦的词语形容，是刘文西的粉丝。 他
经常关注美术报刊、年画、印刷品中的刘文西的画作。 例如，“四清”运
动后期的《刘文西画册》，特别是成名代表作《毛主席和牧羊人》《东方》
《祖孙四代》等作品，孙国成看后很是仰慕。 刘文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
的工笔重彩，到六十年代的笔墨写意；从色彩明快到水墨淋漓；从传统
技法到融合中西……在孙国成眼里，刘文西犹如西安古老而又历尽沧
桑的城墙一样，是一道斑驳而坚定的风景。 孙国成看了介绍信后惊喜
不已，伸手紧握住刘文西双手，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正在创
作，让您久等了！ ”刘文西笑了笑说：“从门孔看见你在作画，不想打扰
你创作，天气实在太热了，一身的臭汗，只好不断地轻轻敲门了。 ”孙国
成渐渐平息了紧张、内疚的心情，热情地把刘文西带到了韶山宾馆3号
楼住下来，并陪刘文西在餐厅吃了中饭。 当天下午，孙国成陪同刘文西
观看毛氏宗祠，其中有青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创办的农民夜校备
课的说明，刘文西非常专注地观看牌子上的文字介绍，非常高兴，对孙
国成说：“这个题材好，我是带着这种类型题材的创作任务专程来韶山
的，看了后也有创作的激情，你已在创作《备课》，我就不画了”。

刘文西在韶山的一个星期时间里，在孙国成陪同下，游览了韶山
周边的名胜，处处入画，尤其是毛泽东故居让他流连忘返。 刘文西心情
激动，精神振奋，掏出写生册页本和笔墨，一幅幅画，记载了他对毛泽
东故居及韶山风景的真情实感。 韶山之行以及陕北热土的滋养升华了
刘文西， 让他画出了一幅幅毛泽东在陕北的金戈铁马岁月的风姿，成
为画坛的“信天游”。

孙国成在韶山纪念馆工作十年的特别经历，让他有幸接待了许多
国内著名画家和大师， 面对面交流， 接受悉心指导， 让他终身受益。
1977年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向全国征稿，约200
余幅毛主席题材作品入选，孙国成的《备课》在这次毛主席题材画展中
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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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建民作品 《梦绕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