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季龙

练习书法30余年，一直在不断的
追寻过程中。

喜欢上毛笔字，是在上世纪70年
代初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根本不知道
书法叫何物。当时中国的农村还是集
体所有制，我家乡的农村都是统一出
工、集体劳动。 每家每户的农具用品
都会写上名字， 特别是斗笠和油纸
伞。 大夏天的山坡上或农田中，劳动
中的人们头上都戴着一顶斗笠防晒。
走近一看，每顶斗笠上都有主人的名
字。 新斗笠买来后，人们都先在斗笠
上用毛笔写上名字， 再用桐油覆盖、
晒干再用。 父亲读过私塾，在村里是
算有文化的，经常用毛笔帮大家在用
具上写名字，于是我也就有了学写毛
笔字的欲望。 家里穷，也找不到笔墨
和字帖，我就用父亲给大家写农具的
笔墨，找一些废报纸胡乱练习。

真正学习书法是1982年进大学
以后， 学校成立了书法兴趣小组，相
当于现在大学的社团，有专门的老师
教书法。于是在我的书法启蒙老师匡
裕群教授引领下，进入了书法艺术殿
堂。 在书法的追寻之路上，也经历过
一些过程和变化。就书法风格和取舍
而言，除了开始的二三年入门打基础

外，首先取的是粗犷雄强
之美。 人说字如其人，也

许因为自己是一个五大三粗
的汉子，性格也豪放爽快，因此

选择了明代王铎的书法作为自己主
要的学习方向，临摹他的各种字帖有
十几年之久。 曾与一些书法朋友交
流，他们评我的书法风格时说：要用
宋词来形容的话，应该是“东坡词须
关西大汉，铜琵琶，绰铁板，唱大江东
去”。

王铎书法虽独宗羲献，但广泛涉
猎魏晋唐宋诸名家， 又遗貌取神，摆
脱古人， 形成了一种纵横豪放的格
调。 王铎在《为啬道兄书诗卷》后说
“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
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
我非常认同斯言。书法有时与自己的
处世哲学会有矛盾。 我生性不爱张
扬，却偏偏喜欢张扬大气的书法。 这
究竟是好是坏，自己也没有结论。

2013年开始师从陈羲明老师，在
清华美院高研班学习书法， 受益良
多。 老师要求书要高古，学习书法要
更往前溯，要往晋代以前看，否则只
在明代书风中打圈圈， 就难以再提
升。于是就写《圣教序》和《十七帖》以
及王羲之的手札，几年下来，书风似
乎有所转变， 从纯粗犷转向粗中有
秀，在用笔上更精到一些了。

学书几十年也是临帖几十年，追
寻几十年。在主攻王铎的阶段和主攻
羲献的时候，也一直在尝试学习历代
其他书家的优点。 某些时候写得很

杂，喜欢魏碑的时候狂写《龙门二十
品》， 喜欢唐楷的时候又写虞世南的
《孔子庙堂碑》，汉碑则常临《张迁》，
也常临苏轼和蔡襄的行书，有时还会
去写明清祝枝山、傅山的草书。 现在
回头一看，临得多而杂的时候，个人
风格形成就会比较慢。

学习书法是一条寂寞和艰难的
路。 技与道是不同阶段的重点。 技是
基础，道是境界。无技而空谈道，只会
是野道。 书法需要技巧和技能，除了
多临古帖，别无捷径。因此要大量的、
持续的、长期的训练和练习。 当今社
会人心浮躁，书法界亦然，太急功近
利，且鱼龙混杂，野道者也不少，炫技
者亦多。 书法不仅仅是技巧的艺术，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法割舍的关
系，传统文化是书法之根。 众里寻她
千百度， 多了解和钻研传统文化，多
读古人的书， 才会创作出有灵气、有
底蕴、有生命力的书法作品。

近几年在思考，古人作书，常从
自然中汲取营养，所以有“道法自然”
之语。传说怀素观风云变化而悟草书
之跌宕起伏的姿态 。 然世易时移 ，
社会在进步和变化。 比如城市化
的推进，城市风格千姿百态，亦可
给书法创作的美带来借鉴，书法也
要与时俱进。而我居住的长沙作为湖
湘文化的枢纽之地，有马王堆的历史
沉淀，有岳麓书院的千年儒雅，有湖
湘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性格等，书法
与城市的风格是否也可以相互影响
呢？

艺苑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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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红

《流浪地球》说，太阳将在50亿年
后变成一颗红巨星，假如人类能活到
那一天，该如何逃离地球被吞噬的命
运?此情此景，犹如上古时代人们世
代居住的山上燃起熊熊天火，上古先
王如何带领族人逃难。《周易》 里有
“旅卦”：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
刑而不留狱。 可见，从石器时代到科
幻年代，万年跨度，人类关于终极命
运的思考，从未停顿。

万物于宇宙，犹如旅客。“旅者，
羁旅也，失其本居，而寄他方。 ”古人
深知行旅之苦，然失其所居，不得不
出门行旅，故以此释“旅”。“带着地球
去流浪”， 同义。 万物生存在宇宙时

空，不过一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
旅行。 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
旅”；唐寅说，“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
无酒锄作田”。小到蝼蚁，大到地球或
太阳，皆同旅客一样暂时寄寓于一时
一地。如此短暂，如此渺小，旅人该如
何自处? 范仲淹说：“夫旅人之志，卑
则自辱，高则见嫉，能执其中，可谓智
矣。 ”

万物于宇宙，犹如烟花。 一场来
往于宇宙间的旅程，短到一段求学时
光、一次职场经历，长到一场生命始
终、一轮朝代兴替，甚至一个物种起
灭，皆如烟花易冷。 故“刑罚”要明察
慎用，要随时随地宽宥一切，与自己
和解，与他人和解，与生活和解，与命
运和解，与宇宙和解。古人尚且有“管

仲射钩,桓公以霸”，“掘地及泉，庄公
见母”，何况现代人类，或是50亿年后
的新新人类。

万物于宇宙，犹如火种。“行旅”
的目的是在光明中旅行，在旅行中传
播光明。当地球渐进于本轮生命的尽
头，出于种种不舍，地球人奇思妙想
要开启它新一轮生命旅程，带着它到
宇宙中去流浪。 其实无论成功与否，
地球都将进入新的宇宙时空， 或渐
进式新生， 或毁灭后重生。 如同始
至伏羲氏画卦的生命认知，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而后万物归一，
周而复始； 在周而复始中， 传播光
明和生命， 延续希望和基因。 旅行
一场， 将可燎原之“种” 留在宇宙
中， 于家庭， 是家风， 于国家， 是
情怀；于世界，是精神，于宇宙，是生
命观。《流浪地球》 中宇航员撞向木
星，是生物生命的涅槃，也是精神生
命的永生。

《流浪地球》，是一场新生的涅槃
之旅，也是一场永生的光明之旅。

谢枚琼

文启良， 从湘乡偏僻山区的退休教师， 到“北
漂” 仅一年光景的画家， 2018年， 先后有10幅工笔
画作品在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画展中入选、 入围和
获奖： 2月， 中国美协主办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20
周年中国画作品展” 中， 他的中国画 《摇一摇》 入
选； 6月， 中国美协主办的“入蜀方知画意浓———全
国中国画作品展”， 他的中国画 《出门俱是看花人》
入选； 7月， 中国美协主办的“国风盛典———首届全
国中国画作品展”， 他的中国画 《轻舞飞扬童年梦》
入选； 中国美协主办的2018“万年浦江” 全国中国
画(工笔)作品展， 他的工笔画 《老友话浦江》 入围；
8月， 中国美协主办的“吉祥草原·丹青鹿城” 2018
全国中国画油画作品展， 他的中国画 《欢乐颂·欢乐
娃》 入选； 中国美协主办的“生态龙岩·红色闽
西———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他的中国画 《远古的印
迹系列之二》 入选； 中国美协主办的2018“翰墨神
木”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他的国画 《国粹·传承》 入
围； 9月， 中国美协主办的“感恩海洋·潮起象山”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他的中国画 《阳光灿烂的日子》
获奖(入会资格作品)； 10月， 中国美协主办的“南
粤之光·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他的国画 《金色童年》
获奖(入会资格作品)； 中国美协主办的“南田风骨”
第三届恽南田全国花鸟画展， 他的花鸟画 《又是一
年大丰收之二》 入围。

40余载默默无闻地偏隅乡村， 除了教书育人，
就是埋头画画。 文启良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他内心世界却丰富得像那一片美丽厚沃的田野， 满
眼里总是瓜果飘香， 总是绿水青山， 总是孩子们向
阳花般的笑脸和天真无邪的童趣。 作为中学高级美
术教师和“湘乡市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他为学校和
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子， 孩子们
如雄鹰展翅高飞， 让他的心灵得到莫大的慰藉。

2017年当他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教鞭， 那个

深埋在心底的梦想破土而出， 他下定决心要在艺术
领域里深耕细作。 是年9月， 他报名赴京参加桑建国
人物画创作室的进修。 桑建国先生系中国工笔画学
会理事、 国家一级美术师。 在桑建国的悉心指点之
下， 文启良的眼前洞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扉， 绘画要
讲究大格局、 大境界、 大情怀， 这是桑先生在进修
班上力倡的思想， 让文启良深受教益。 每天， 他总
是第一个到教室。 上午 9点开课 ， 他清晨 5点就
来。 老师干脆把教室钥匙交他保管 ， 正式上课
之前 ， 他已经自习了整整 4个钟头， 而每天晚上
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 他自嘲这是“笨鸟先飞”。 他
常常独自一人到北京的街头巷尾四处逛， 却不是休
闲， 他在观察活生生的世象， 从中发现美的闪光点，
捕捉创作的灵感， 或速写， 或拍摄， 或笔记， 想方
设法留住那些一纵即逝的美好印记……短短一年的
时光里， 他积累到了大量珍贵的素材， 为他的创作
铺垫了坚石。 由此观之， 我想， 2018年文启良的
“惊艳”， 其实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而是一种实打实
的厚积薄发。

我们不妨来解读他国展中获奖的画作 《阳光灿
烂的日子》： 一群青春洋溢的少年正行走在阳光底
下， 他们背着书包， 脸上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
未来的自信， 远处是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雕塑， 个
中的寓意不言而喻； 整个画面灵动飞扬， 让人憧憬，
让人遐想。 另一幅获奖国画 《金色童年》 中那些天
真烂漫的儿童正在放飞模型飞机， 他们其实就是在
放飞自己腾飞的理想， 在蓝天上翱翔。 再如在他的
《远古的印迹系列之二》 中， 我分明看到了文化的传
承和文明的进程， 在传统的渊源中触摸到了时代的
脉搏……

正如其导师桑建国在给他的寄语中所言： “不
断融合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 融合人类美术创
作的精华， 不断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 面向生活、
融合经典、 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 他的
作品一步一步地稳稳地入选， 进入了获奖的行列。”

李鸽

为期一周的北欧国际电影节颁
奖礼2月24日在伦敦举行。 华语影片
《一代女魂唐群英》不负众望，摘得最
佳女演员奖。 田海蓉在获奖时表示：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贡献我的微
薄之力。感谢《一代女魂唐群英》这部
影片的所有参与人。拥有独立的思想
才是真正的独立女性 ,希望更多人知
道唐群英的故事。 ”评委会认为她冷
静细致地为观众呈现出一位中国“女
权先驱”的侠骨柔情，令其大放异彩。

令我们湖南人引以为豪的是，唐
群英(1871-1937年)是湖南衡山县人，
中国女权运动先驱，她为中国妇女解
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影片《一代
女魂唐群英》由衡阳市广播电视台和
湖南银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经过两年的筹备、拍摄、制作，终
于与观众见面。

这部影片是中国首部反映女权
运动和妇女解放的传记电影，讲述一
百年前的1912年，唐群英等一批觉醒
起来的女性，发动了一场轰动世界的
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平权的女
权运动，率先挣脱千年封建礼教压迫
和束缚，喊出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
平权”的口号，演绎出可歌可泣、可悲

可叹的传奇故事。北欧电影节展映期
间，田海蓉在自己的微博表示：“和唐
群英朝夕相处两个多月，被她的使命
和故事深深打动，她是第一个提出男
女平等平权的全能好榜样。”

电影从唐群英拒绝缠脚和一个
女子沉塘讲起， 采用回忆的方式，将
唐群英为推动中国女权运动所作出
的贡献及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千难

万险向观众娓娓道来。她捍卫女性的
权益，一路北上将女子同盟会总部迁
至北京，想保护现有成果，遇到百般
阻挠后又回到湖南，毁家办学迂回地
推动女权运动，力求从根本上解放女
性，大大推动了女权运动。 主演田海
蓉将唐群英的豪气、坚持、果敢演绎
得淋漓尽致，一个活生生的湘妹子唐
群英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代女魂唐群英 》此前在湖南
衡阳市举行首映仪式，获得了不俗口
碑。有影迷观后表示：“该片创作理念
新巧，演员实力雄厚，尤以主演田海
蓉技艺精湛，刻画的主人公唐群英形
象鲜明，令人肃然起敬。 ”制片人称田
海蓉的表现完美：“主演田海蓉对唐
群英这一角色的参悟心领神会，从服
饰和礼仪、言行、气质等创作表演细
腻，丝丝紧扣主题，小中见大、大中见
微地精细刻画好人物，和其他人的主
次关系处理恰到好处 ， 把唐群英青
年、中年、老年各个年龄段性格特质
演得既优雅又气度非凡。 ”

这部“衡阳造”的电影中，不仅有
我们湖湘女杰唐群英，更有南岳衡山
的气派和湖湘文化厚重。富有层次的
视觉冲击，丰富的艺术效果，导演可
谓匠心独具，使影片充满了艺术的魅
力。

林立东

书法教育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汉字书写基本技能
的培养和书法艺术欣赏引导， 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高学
生汉字书写能力， 培养审美情趣 ， 陶冶艺术情操 ，
提高文化修养， 促进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
书法在中小学教育中如何传承， 是中小学书法教育
中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 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书法教
育， 更是值得深入探讨。 书法教育， 需要老师言传
身教， 给学生在心中种下书法文化的种子。

国家教育部早在2013年元月就颁布了 《中小学
书法教育纲要》， 对中小学生的书法教育提出了具体
要求。 书法教育本应是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
可是受高考、 中考的影响， 学校师生更多的精力都
放在应试教育上去了， 学生每天忙于应试训练。 大
多数学校只是把书法排在课表之中， 书法课的时间
都被主课占去了。 这导致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无法
真正地落到实处。

目前， 学校书法教育的体制还不健全， 没有统
一的标准教材， 缺乏专业的书法教师。 就我所在的
地域而言， 目前从事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教师十分奇
缺， 大部分学校基本上还没有专职或取得书法教师
资格证的书法老师， 实力较好、 较为重视书法教育
的学校， 只是在学校内部教师当中选择部分字写得
较好的老师担任书法教师。 书法教师水平根本达不
到书法教育的要求和层次。

而贫困地区学校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学校， 老
师懂书法的极少， 具有书法教师资格证的几乎为零，
学校根本就没有书法教育的氛围， 少数学校找不到
一支毛笔、 一瓶墨汁。 这种环境中的学生对书法艺
术的认识又从何谈起？ 这些学生会认为， 我们的家
长、 我们的老师、 我周围的人都不懂书法， 我不学

书法不为奇； 再说， 我会电脑， 会用计算机， 不会
书法照样可以写出文章。

贫困地区的书法培训机构， 在城区不少， 在农
村极为少见。 而这些培训机构中的教师绝大多数没
有书法教师资格证， 水平参差不齐。 很多家长让孩
子学点书法， 只是为了不让孩子在寒暑假到处乱跑，
就送孩子到这些培训机构 。 但由于教师是半桶水 ，
书法培训的效果不是很好。 更有甚者， 有些培训机
构以赚钱为目的， 聘请书法教师不管水平高低， 工
钱少最好。 这样的人来培训学生， 误人子弟。

目前， 贫困地区的书法教育与上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英语教育状况相似， 那个时代也找不到
几个合格的英语教师， 学俄语的教英语， 学数学的
改教英语的现象很普遍， 但经过30多年的教育改革
和教师培养， 现在不缺英语教师了， 教初中英语的
必须要具有英语本科以上学历， 小学英语也要专科
以上学历。 如果书法教育能像英语教育一样被重视，
前景也值得期待。 如何快速发展书法教育， 值得我
们深思。

近年来， 全国上下都在抓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
政府扶贫中的硬件建设投入力度很大， 每个县所花
扶贫资金都很高， 易地搬迁工程 、 农村公路扩改 、
薄改学校、 村级建设平台等基本上做到了应建尽建。
直接帮扶贫困学生的资金不少， 每个贫困学生 （包
括幼儿园学生） 每年不少于1000元以上。 但是政府
在素质教育等软件建设上花的钱还不够多 ， 因此 ，
各级政府要以精准扶贫硬件建设的投入力度， 加强
对书法教师的培养， 要像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培养英
语教师那样， 用数年时间对所有书法教师进行培训，
配齐配好各个学校的书法教师。

任何一种学科教育都与环境、 氛围有关， 良好
的发展环境和浓厚的教育氛围对书法教育的发展有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 从教师到学生、 从家长
到学生都要深刻认识书法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教育
的主要途径， 各级各类学校每年要定期组织书法知
识考试和相关技能比赛。 特别是全体教师职工， 更
要重视书法教育， 带头学习书法知识， 带头临摹书
法字帖， 共同提升自身素质， 共同推进书法教育事
业， 让书法教育尽快恢复到普及型规范时代。

（作者系国家一级美术师 （书法）， 湖南省书协
会员， 武冈市书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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